
 

 

 

 

【課程簡介】 

  EDFTM ( Epidermis表皮, Dermis真皮, Fascia筋膜)貼紮概念為近年Dr. Kenzo Kase最新發表的貼

紮技術。有別於以往處理肌肉、關節等組織結構的貼紮方式，肌能系 EDFTM貼紮技術主要作用於表皮、

真皮及筋膜組織，藉由空、動、冷的原理改善皮膚筋膜狀態，並藉由表皮的神經輸入來影響神經系統。

能更有效地處理急、慢性疼痛及腫脹等問題，並能運用於中樞及周邊神經疾患個案，調節神經傳導功

能。 

此為近年來風靡於歐美的最新肌能系貼紮

概念，今年由臺灣肌能系貼紮學會正式引進，將

由肌能系貼紮國際講師群(CKTI)、與國內資深神

經學理論講師合作，結合實證理論與臨床經驗，

聯手將課程內容以中文完整授課，讓有興趣的

學員不再因語言隔閡而有所遺憾！由神經系統

基礎理論，帶領大家認識各種疼痛來源之傳導形

式，探討肌能系 EDFTM貼紮技術如何影響組織

修復的過程，以及思考如何將肌能系 EDFTM貼

紮技術運用在疼痛及腫脹、中樞及周邊神經疾患的個案。課堂中亦有實作練習機會，範例涵括了皮膚

的三個層次：表皮、真皮及筋膜，一步步讓學員們吸收全新的 EDFTM概念，並進一步熟習、運用 EDFTM

貼紮技術，讓您原有的貼紮實力更加完備！  

為了充分發揮 EDFTM貼紮概念，貼布必須要能與皮膚間有更多接觸點，才能有效增加表皮與淺層

筋膜之間的空間，並給予皮膚輕巧、適度、準確的刺激。因此研究貼布超過三十年的 Dr. Kenzo Kase

於 2013 年推出了指紋貼布(Kinesio® Tex Gold FP)，以此款貼布的特性來完整詮釋 EDFTM貼紮概念，

達到 EDFTM貼紮技術的治療效果。參

與課程者亦可選擇教材(A)二卷肌能

系指紋貼布(Kinesio
® 

Tex Gold FP)及

肌能系專業剪刀一把(市價 3360 元)或

(B)六卷肌能系指紋貼布(市價 4080元)，

可以完整學習此技術的精髓。 

【上課時間與地點】 

2016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09：00～17：20 

臺灣大學法律系 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A)指紋貼布+剪刀 (B)指紋貼布 



【學分認證】 

台灣復健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台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積分申請中 

※以上各專業實際積分點數將依各認證單位回函即時更新於課程官網上。 

【主辦單位/相關網站】 

藍海曙光集團（BOA） 

 官方網頁：http://www.hnl.com.tw 

臉書專頁：http://www.facebook.com/boatnewview 

【課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肌能系貼紮臨床進階新概念： 

EDF貼紮技術 
鄭悅承 

09:50~10:40 感覺與運動神經系統整合概論 楊政峯 

10:40~11:00 休息  

11:00~12:00 疼痛機轉新觀念 楊政峯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EDF貼紮技術的疼痛處理效益 侯雅娟 

13:50~14:40 
EDF貼紮技術於運動傷害與骨科問題的臨床思維

與探討 
洪千婷 

14:40~15:00 休息  

15:00~16:20 EDF貼紮技術的動作誘發效益 陳貞吟 

16:20~16:50 EDF貼紮技術於神經疾患的臨床思維與探討 陳貞吟 

16:50~17:20 EDF貼紮技術於兒童問題的臨床思維與探討 杜婉茹 

 

BOA 

BOA 
Facebook 

http://www.hnl.com.tw/
http://www.facebook.com/boatnewview


【講師簡介】 
 
 楊政峯 

美國德拉瓦大學動作科學 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治療 碩士 

台灣大學 復健醫學系 學士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陳貞吟 

陽明大學物理治療研究所 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 復健醫學系 學士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 物理治療組長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CKTI) 

 侯雅娟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醫學士 

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復健科 主任醫師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CKTI) 

 洪千婷 

成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學士 

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復健科主任 

社團法人臺北市健康新生活協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理事 

小胖威利病友關懷協會 理事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CKTI) 

 

 杜婉茹 

長庚大學 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 碩士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學士 

杏誠復健中心 專業督導 

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常務理事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CKTI) 

 翁舜頤 

中山醫學大學 聽語治療學系 學士 

藍海曙光集團 語言治療召集人 

臺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理事 

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聯合會 常務監事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CKTI) 

 

 鄭悅承 

成功大學 復健醫學系 學士 

軟組織貼紮技術 主編 

藍海曙光集團 執行長 

臺灣肌能系貼紮學會 理事長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CKTI) 

中華民國健美協會教練及裁判講習講師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講師 Certified Kinesio Taping Instructor (CKTI)是由 KTAI正式認證，唯

一授權可以擔任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認證課程(KT1-3)的講師，需參加 CKTI 認證課程，並通過考

試，方能取得 CKTI 國際講師資格。 

 



【報名費用】 

 每位學員 5,000 元  

 早鳥專案：9 月 9 日前完成報名優惠每人 4,500 元 

 早鳥團報專案：在 9 月 9 日前，三人以上同行每人 3,600 元 

（使用團報專案，請以一人代表一起轉帳繳費，請於繳費完成後三天內，每人分別填

寫線上報名表，並於備註欄註明同行者姓名） 

* 如有十人以上報名，將以專案處理，請洽陳理事長。 

 費用包含餐點、精美結業證書、(A)二卷肌能系指紋貼布(Kinesio
® 

Tex Gold FP)及一把肌

能系專業剪刀(市價 3360 元)或(B)六卷肌能系指紋貼布(市價 4080 元)。 

         (註)請於報名時填寫贈送物品(A)組合或(B)組合，如未填寫，則預設為(A)組合 

【報名方式】（繳費後完成報名才能正式錄取） 

 請先至本協會官網（http://tara.hnl.com.tw）確認課程場次是否還有名額。 

 若仍有名額，請先繳費。請以 ATM 轉帳方式，將課程費用轉帳至 

銀行代碼：012（台北富邦銀行 和平分行） 

帳號：480120012136 

戶名：景誠實業有限公司 

 個人報名：請於轉帳繳費後，至課程網站最下方以您的電子郵件、密碼登入（首次 

使用請先註冊）並填妥確認相關資料後，點選「確認送出」。主辦單位若核對無誤， 

將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您報名成功之訊息，並刊登姓名於課程網站上之錄取名單中。 

 團體報名：請團體發起人統一繳費並準備所有成員之報名資料，於課程網站最下方 

以您的電子郵件、密碼登入（首次使用請先註冊）並進行「團體報名」。 

 十人以上團體專案，或有任何問題，請洽(02)2707-1608#11 陳志明理事長。 

 如報名成功後不克參與課程，請當事人於開課七天前完成取消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為維護上課品質，請勿攜伴旁聽或帶兒童進入教室，課程現場僅限報名者本人入場。 

 課程著重實際操作練習，請穿著寬鬆衣物以利練習。 

 

【交通方式】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台大辛亥門口，位於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交叉） 

http://www.law.ntu.edu.tw/main.php?mod=custom_page&site_id=0&page_id=12 

搭乘捷運 

1. 搭乘捷運文湖線：由科技大樓站出口左轉，沿復興南路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 

2. 步行路線指引可參考 http://www.hnl.com.tw/jz/maprz.html 

 

搭乘台北聯營公車 

 搭乘聯營 237、295、298 於青年活動中心站。 

http://www.law.ntu.edu.tw/main.php?mod=custom_page&site_id=0&page_id=12
http://www.hnl.com.tw/jz/maprz.html


 

 

 

 

 

 

 

 

 

 

【肌能系相關課程總覽】                            

  肌能系貼紮技術臨床研討會- 講授貼紮技術的力學觀念、操作技巧與進階思考邏輯運用，並進

行臨床運用之示範指導，讓大家對於貼紮概念有完整深入的認識和瞭解，提升臨床判斷的實力，成為

具有實務貼紮能力的專業執行者。 
 

  肌能系貼紮技術國際認證班- 國際標準化認證課程，全程以中文講解，課後可獲得 KTAI 授權之

精美結業證書(Certificate of Course Completion)。完成認證課程後方可參加全球認證測驗，通過後

由 KTAI 授予肌能系貼紮技術認證操作者(Certified Kinesio Taping Practitioner, CKTP)證書。 
 

  神經傳導學理機制與 EDFTM臨床應用貼紮- EDFTM ( Epidermis 表皮, Dermis 真皮, Fascia 筋

膜)貼紮概念為近年 Dr. Kenzo Kase 最新發表的貼紮技術。有別於以往處理肌肉、關節等組織結構的貼

紮方式，藉由空、動、冷的原理改善皮膚筋膜狀態、影響神經系統。課程示範運用更多急、慢性疼痛

及腫脹等問題，及中樞及週邊神經疾患個案，提升臨床應用的能力。 
 

肌能系貼紮技術入門實務課- 介紹貼紮的基本觀念與操作要領，示範指導常見疼痛症狀及運動傷害

的貼紮實例。課程中學員們不僅能學習到正確掌握貼紮的要領，課後更能將所學延伸應用到日常生活

中，為自己與親人朋友照顧健康！ 

 

【課程總表】 

 課程 日期 地點 

A. 臨床研討會 台北場 2016/11/26-27 成大成杏校區 醫學院 第三講堂 

B. EDF
TM
貼紮技術 台北場 2016/10/2 臺大法律系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C. 入門實務課 北、中、南等多場課程，請見肌能系貼紮入門實務班簡章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