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vel I / Level II / Level III 讓您一次上完，節省出國上課的龐大開銷把

時間與金錢都分毫不差地，投資在自己的實力精進上面！ 

臺灣應用復健協會特別邀請【Immaculate 

Dissection Team】來臺開授此臺灣場課程，讓

臺灣專業人士不用出國，也能上到貨真價實的

原廠課程！ 

精繪解剖國際工作坊【Level II】下肢 

Immaculate Dissection Seminar 【Level II】Lower Extremity 

【課程簡介】 

  不論是動作評估、徒手治療、或運

動指導，對於人體解剖知識掌握的細膩

程度，將影響您執行評估、給予個案介

入之精準、有效程度！不同於解剖課本

上的平面圖示、網路動畫，精繪解剖工

作坊以繪製在真實人體的動態功能性

解剖，透過最直接的視覺化呈現，加上講師豐富的觸診技巧傳授，翻轉大家過去對解剖學既有的

單調印象！ 

在歐美各城市巡迴、並引起極大迴響之精繪解剖工作坊，由專精於動作評估&運動指導的脊

骨醫師 Dr. Kathy Dooley (Msc, DC.)主講。其在肌肉骨骼系統領域的深厚知識、以及對解剖與運

動訓練的熱情，將在兩日的工作坊中為學員注入實用與新穎的臨床觀點！ 

Level II課程專注於下肢主題，將繁複的下肢肌群精準完美呈現，並將彼此環環相扣的症狀一

一擊破。不再有過往的模糊地帶，課後取而代之的精準手感；以及統整各肌群互動、代償、動態

功能的清晰脈絡；課程將整合臨床症狀與解剖生理，在哪些特定傷害、動作、步態中應該聯想到

哪些特定組織？將生硬的解剖對應至生動實用的臨床觀念，搭配矯正運動的深度剖析，實作導向

的課程內容，將融會貫通臨床工作者們每天大量運用的綜合技巧！ 

 

 

 

 

 

 

 

 

 

 

 

【上課時間與地點】  

2017 年 7 月 20 日(四)-7 月 21 日(五) 

台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六樓大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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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教育時數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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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7/20 

(四) 

Day 1: Anatomy Lecture & Palpation With Models (解剖生理&實際觸診) 

Dr. Kathy 

Dooley 

 

0810～0830 Sign in 報到 

0830～1020 

 Start: bony landmarks 骨骼標記 

 Tensor fascia lata、Sartorius、Rectus Femoris、Iliopsoas、

Pectineus 闊筋膜張肌、縫匠肌、股直肌、髂腰肌、恥骨肌 

1100~1230 

 Adductor longus and brevus 、Adductor magnus 、

Vastus lateralis、 medialis and intermedius 

內收長&短&大肌、股外側&內側&中間肌 

 Anterior crural：tibialis anterior、extensor digitorum longus、

extensor hallucis longus、fibularis tertius 

脛前肌、伸趾長肌、伸拇長肌、第三腓骨肌 

 Lateral crural：fibularis longus and brevis 腓骨長&短肌 

1230~1330 Lunch (Not provided)午餐(須自理) 

1330~1530 

 Gluteus Maximus 、Gluteus Medius、Gluteus Minimus、

Piriformis、Obturator Internus、superior and 

inferior gamellus、Quadratus Femoris 

臀大&中&小肌、梨狀肌、閉孔內肌、孖上&下肌、股方

肌 

1600~1720 

 Obturator externus、Biceps femoris、Semitendinosus and 

Semimembranosus、Popliteus 閉孔外肌、股二頭肌、 

半腱肌、半膜肌、膕肌 

 Posterior crural:：tibialis posterior、flexor hallucis longus, 

flexor digitorum longus, gastrocnemius, soleus, plantaris   

脛後肌、屈拇長肌、屈趾長肌、腓腸肌、比目魚肌、蹠肌 

 

7/21 

Day 2: Corrective Exercises (矯正性運動) Dr. Kathy 

Dooley 

 

0840～0900 Sign in / 報到 

0900～1000 Dissecting the Stretches(分析伸展):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84568/?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84648/?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52671/?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052671/?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68775/?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84609/?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84607/?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54905/?index=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623549/?index=1


(五) 
A. Hip flexor stretch  (屈髖肌群伸展) 

B. Hip extensor stretch (伸髖肌群伸展) 

C. Hip adductor stretch  (髖內收肌群伸展) 

D. Hip abductor stretch: pigeon(髖外展肌群伸展) 

1000~1030 

Dissecting the Bridge(分析橋式):  

A. Two legged (雙腳) 

B. One legged  (單腳) 

C. High bridge  (變化式) 

1030~1130 Dissecting the Getup(分析起立) 

1130~1220 Dissecting the lunge(分析弓步蹲) 

1230~1330 Lunch (Not provided)午餐(須自理) 

1330~1430 

Dissecting the Squat(分析深蹲):  

A. Rocking  (搖擺式) 

B. Box squat (箱式) 

C. Goblet squat  (高腳杯式) 

1430~1530 

Dissecting the Hip Hinge(分析髖關節鉸鏈):  

A. Dowel hinge (力杆式) 

B. Towel hinge  (變化式) 

C. Two-legged KB Deadlift  (雙腳壺鈴硬舉) 

D. Single-leg KB Deadlift (單腳壺鈴硬舉) 

1530~1650 Dissecting the Swing(分析擺盪) 

 

 

【講師簡介】                           

 Kathy Dooley, Msc, DC 

－畢業於美國洛根脊骨醫學院，取得脊骨醫師學位(Doctor of 

Chiropractor)，於紐約州執業 

－紐約 Catalyst 醫學運動中心共同創辦人 

－紐約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康乃爾大學 Weill 醫學院、紐約大學足

病學院解剖學講師；紐約大學、聖喬治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程客座教授 

－神經動能學治療 (NeuroKineticTherapyTM)系列課程主責講師 

－擁有以下認證：Active Release Technique (ART), NeuroKinetic Therapy 

(NKTTM), Motion Palpation Institute (MPI), Russian Kettlebell Challenge 

(RKC), StrongFirst (SFG), Certified-Kettlebell Functional Movement Specialist 

(CK-FMS), and Selective Functional Movement Assessment (SFMA) 

 

 

【報名費用】 

 



 每位學員美金 600 元 (含教材，不供餐) 

 本課程為全英文授課，為避免影響講師授課節奏本課程無中文翻譯。 

 滿 15 人開班。(若 Level I 與 Level II 其中一班未滿 15 人，兩班皆將取消、由 ID Team 退款給學員) 

 本工作坊可獨立報名，若合報 Level I & II，可 email至 afolckomer@gmail.com索取優惠碼，

可折抵美金 200 元。 

 

【報名方式】 

請連結至精繪解剖官網，臺灣 Level II課程場次報名頁面(https://goo.gl/oH4fCo) 

1. 若您需專業學分，請務必填寫此份資料以利學分申請(https://goo.gl/GkYGEv) 

2. 請循該網站流程完成繳費報名(操作流程說明請按此)。若報名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善用本

網站之『我要詢問』功能，我們將盡力協助您解決。 

 

【主辦單位／相關網站】 

Immaculate Dissection, LLC  

官方網頁：http://www.immaculatedissection.com/ 

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mmaculateDissection?fref=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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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海嘿熊瘋運動：https://www.facebook.com/boaheyfitness 

社團法人臺灣應用復健協會 (TARA) 

官方網頁：http://www.hnl.com.tw/taiwanara/index.html 

台灣增生療法醫學會 (TAPRM) 

官方網頁：http://taprm.org/index.asp 

勁緻物理治療所 

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Zenith-Physical-Therapy-Center-1552817428298478/ 

【交通資訊】 

台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六樓大研討室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 號 

交通資訊：http://www.tcyd.gov.taipei/ct.asp?xItem=104524989&ctNode=79095&mp=10400A 

 

臺大醫院站(2 號出口)：可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自臺大醫院站下車，於 2 號出口沿常德街直走至

中山南路右轉，直走至仁愛路 1 段左轉至本處，步行約 12 分鐘。 

善導寺站(3 號出口)：搭乘捷運板南線至善導寺站下車，沿林森南路直走至仁愛路 1 段左轉至本

處，步行約 10 分鐘。 

中正紀念堂站(5 號出口)：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至中正紀念堂站下車，穿過兩廳院於信義路右轉，

再沿信義路直走至林森南路左轉，沿林森南路直走至仁愛路 1段右轉至本處，步行約 15-20分鐘。 

林森南路 671 ,208 , 22 ,15 ,295  

https://goo.gl/GkYGEv
http://www.hnl.com.tw/jz/images/ID%20pay-2.pdf
http://www.immaculatedissection.com/
https://www.facebook.com/ImmaculateDissection?fref=nf
http://www.hnl.com.tw/
http://www.facebook.com/boatnewview
https://www.facebook.com/boaheyfitness
http://www.hnl.com.tw/taiwanara/index.html
http://taprm.org/index.asp
https://www.facebook.com/Zenith-Physical-Therapy-Center-1552817428298478/


仁愛路一段( 方向←) 261 ,651 ,630 ,37 ,270 ,621 

仁愛路一段( 方向→) 270 ,621 ,630 ,651 ,37 ,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