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Introduction and Concept of Flossband Workshop 
主辦單位：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協辦單位：力康健康事業公司，亞科太克有限公司 
上課時間：105/10/29  9:00-17:00 
學分：相關人員學分申請中(物理治療師(生)、職能治療師、運動傷害防護師) 
【課程說明】 

一、宗旨及內容：Flossband 組合是由 Sanctband 公司與知名運動物理治療師 Sven 
Kruse 合作共同開發。基於軟組織鬆動術概念，衍生出四種強度的 Flossband，
不同的的阻力程度，可以在不同深度組織給予不同的等級的刺激，並依據使用

者可忍受的程度作調整，施作者透過不同的纏繞手法，Flossband 就可以在肌肉

上給予壓力，越高強度的壓力對疼痛受器及底層筋膜產生抑制作用，因而放鬆

粘黏及弱連結，當 Flossband 被鬆開的同時，底層組織液或血液滯留（塞車）的

狀況終止，新的血液灌流到組織間（亦稱為 sponge technique）。 
Flossband 於運動前後都可以被拿來使用，會是一個物理治療非常棒的治療

方式，當病人或運動員的疼痛被抑制時，治療師就可以進行鬆動，改善能量傳

遞的方式，增加更多的能量在組織，降低於活動時的能量損耗。因為姿態性的

疼痛被釋放，病人可以顯著的增加動作品質，也讓復原速度更快了。 
二、課程大綱： 

(1) 介紹肌筋膜疼痛症候群，並針對其定義與其症狀產生盛行率進行討論。 
(2) 探討如何透過神經生理學最有效的方式，促進動作習慣的改變及改善。 
(3) 現代醫學實證與研究針對結締組織領域，及近期肌筋膜理論（神經生物學及

神經生理學）的發現。 
(4) 討論肌筋膜系統的重要性及病理學。 
(5) Flossband 的中心理論、原則及使用方針。 
(6) 如何使用 Flossband 進行上下肢的動作操作，並完成一個運動計畫。 

三、主辦單位：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四、協辦單位：力康健康事業公司，亞科太克有限公司 

五、時間：105/10/29  9:00-17:00 

六、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科資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七、對象名額：對於本主題有興趣者，計 200 人 

八、費用：＊一般報名：4000 元 
＊早鳥價：9/25 前報名且完成繳費者：3300 元 
＊3 人團報價：3500 元 

九、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23 日止，報名繳費方式如下： 

（1） 銀行轉帳―戶名：臺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 
銀行：第一銀行(007) 帳號：24610003836 

（2） 繳費後填寫網路活動報名表：  
（3） 如報名人數超過，則以繳費順序為參考依據 



十、課程提供：原廠 Flossband 兩條(綠色及紫色)[參與本次課程學員—(1)得以六折

加購 Flossband 任一強度，兩條為限。(2)得以七折加購 Sanctband 全系列商品。需

事先填寫訂購單，並在課程當天在活動攤位付款取貨] 

十一、報到須知：若活動有相關異動，將於活動前一周以 e-mail 另行通知 

十二、注意事項： 

(1) 因故無法參加者，應於活動前一週通知本機構，以免影響其他報名人員之權益，

退費需扣行政手續費 500 元整 

(2) 本次活動已申請計入物理治療師(生)、職能治療師、運動傷害防護師再教育時數 

(3) 會議場禁止飲食，為響應環保，建議攜帶水壺及環保筷 

(4) 本課程不提供午餐，當天提供代訂服務 

(5) 有任何建議與疑問，每周一至五下午 1:00 後敬請來電：(02)26470755 – 劉育銓

先生或黃雅芳小姐 



【講師簡介】 Sven Kruse 

 Sven Kruse 是德國著名筋膜放鬆術的專家之一，1995 年

時，在德國成立 MediVital 復健康復中心。他也是德國奧林

匹克體育聯合會的運動物理治療師，他的工作重點在於強調

徒手治療、整脊療法、功能性訓練與運動傷害防護，曾經陪

伴著許多德國的頂尖運動員參加多次的奧運會和世界錦標

賽。自 1996 年起，Sven 被德國頂尖運動俱樂部以及多位世

界冠軍運動選手公認為是為德國最佳運動物理治療師。他照

顧了相當多不同運動種類的優秀運動員與運動團隊。1994

年，他成為 Iserlohn Roosters 職業冰上曲棍球隊的醫療部門

的負責人。他從 20 多年來的工作經驗中獲得了許多心得，

便開始進行 Flossband 的研究和教學，開發了 Easyflossing 概
念，希望透過 Easyflossing Academy，將這個技術傳播到世界各地。 

經歷 
- 1983: apprenticeship as massager and balneotherapist in evangelical hospital 

Oberhausen  

- 1984: yearlong function in Paracelsusclinic in Hemer  

- 1985-1986: catholic hospital St. Vincenz in Menden  

- 1987-1989: evangelical hospital Bethanien; medical sport and performance diagnostic 

- 1989-1991: apprenticeship as physiotherapist at Blüchow school in Osnabrück  

- 1989: graduation as sports-physiotherapist  

- 1992: graduation as chiropractor with instructor’s license  

- 1992-1994: evangelical hospital Iserlohn; sports and performance diagnostic  

- 1993: sport physiotherapist with DSB licence; assistance of world cups and Olympic 

Games  

- 1994: graduation as a manual therapist  

- 1995年成立MediVital 復健康復中心 

- 1999年拓建MediVital 復健康復中心  

- 1995: graduation as Brügger therapist  

- 1997: apprenticeship in osteopathy  

- 1994: author of non-fiction books for publisher company Rohwolt with the focus on 

osteoporosis with Prof. Dr. Freiwald  

- 1997 to this day: regular invi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lub of the best as the 

leading physiotherapist  

- 2013: alternative practitioner, physiotherapy 



曾經照顧過的選手與隊伍 

Mr. Kruse 以運動物理治療師身分參與多次歐洲運動會、世界運動會、夏季奧運會與冬季

奧運會。過程中，照顧過許多的優秀運動員得到優異成績甚至創下世界紀錄。 

-  federal division of hockey (Iserlohn Roosters)  

-  first federal division of gymnastics (Toyota Köln)  

-  second federal division of basketball  

-  national team of German gymnastics  

-  German eight in rowing from 1997-to this day  

-  women’s soccer national team at the Olympic Games in Athens  

-  21 times longtime world champion Sven Ottke at several World Cups  

-  Georg Hackel; 2 times oIympic gold  

-  Sylke Otto; 2 times Olympic gold  

-  Jan Ullric; tour winner  

-  Thomas Rupprath; world record  

-  Sandra Völker; European championship in swimming  

-  Arnd Schmidt; 2 times in fencing  

-  Jens Fiedler; 2 times Olympic gold in track biking  

-  Claudia Pechstein; 7 times Olympic gold  

-  Andreas Wecker; Olympic gold once  

-  Evelyn Ashfort; world record  

-  Attendant and therapist for team Telekom Jan Ullrich from 1997 to 2001  

-  1997- to this day; attendant and therapist of the rowing national team 



附件一 
活動日程表 

時間 題目 講師 

08:30-09:00 報到 工作人員 

09:00-10:00 Flossband 使用相關神經生理學及與研究 
Sven Kruse 

10:00-11:00 Flossband 的中心理論及原則 

11:00-11:10 Rest 工作人員 

11:10-12:10 Flossing 使用技術、方法及適用時機 Sven Kruse 

12:10-13:10 Lunch 工作人員 

13:10-14:10 使用 Flossband 進行上肢的動作操作及操作練習 
Sven Kruse 

14:10-15:10 使用 Flossband 進行下肢的動作操作及操作練習 

15:10-15:20 Rest 工作人員 

15:20-16:20 如何使用 Flossband 完成完整的治療方案 
Sven Kruse 

16:20-17:00 Flossband 的現代醫學實證與討論 



附件二 

交通指南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方式一：搭乘捷運淡水線→士林捷運站，步行至士林官邸(中山)公車站，搭乘 279、203、

285、606、685、646 路公車→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方式二：搭乘捷運淡水線→士林捷運站，步行至捷運士林站(中正)公車站，搭乘紅 12 路公車

→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方式三：搭乘捷運淡水線→芝山捷運站，步行至忠誠公園公車站，搭乘紅 12、279、203、

285、606、685、646 路公車→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方式四：搭乘捷運淡水線→芝山捷運站，步行至捷運芝山站(福華)公車站，搭乘 616 路公車

→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