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ensatory Points method 代償點療法 
認證課程 簡章 

課程簡介 

 復健醫學之父Vladimir Janda曾說過 : 中樞類技術(Central Techniques)會以間接方式
影響周邊結構。臨床工作者無法僅只治療周邊問題而不處理CNS，反之亦然。從臨床上可觀
察到，病患很難以自主方式重新複製理想的動作控制模式，這對於受傷之後的病患或⻑期以
代償性動作策略(Compensatory Motor Strategies)使用身體的病患更是。因此，面對這類
問題有必要將動作模式重設(Reset)。 
 Compensatory Points Method(CP Method)是一個嶄新的治療方法，藉由找出全身各
個部位的代償點(Compensatory Points)與其所代償的功能性肌肉動作並加以重設，讓身體
上的肌肉與筋膜都能回歸本位，在自己的岡位上各司其職以達到最佳的生物力學運作模式。 
 有別於傳統對失衡肌肉治療方式，CP Method療法是迅速有效的，也因為它的立即療
效，讓我們能更清楚失衡的肌筋膜與動作控制模式是如何影響人體的動作表現。 
 課程中將會說明引起代償的原因、甚麼是代償點(Compensatory Points)、代償點療法
CP Method如何操作與其概念依據、以及在CP Method概念下所創新的運動貼紮方式。還有
專為CP Method設計開發的Myofascial Tool與其使用方法。課程最後將分享菁英運動選手
如何在CP Method的評估治療思維介入下再創佳績，讓CP Method可以達成運動醫學的三大
目的：治療傷害、預防傷害與提升運動表現! 

*此課程需基本解剖與生物力學概念，適合物理治療師、脊骨醫師、復健科醫師、骨科醫 
  師、中醫師、健身教練、瑜珈老師、皮拉提斯訓練師、舞蹈老師、整復師等專業人員。 

發起人與講師介紹 

詩舜傑 
現任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物理治療師 

- 義大利 ABC Posturological Method 
- FixSit 亞太區國際認證講師 
- 代償點療法 CP Method 發起人 
- 中華⺠國奧委會菁英育才選手物理治療師 
- 110 全國運動會田徑隨隊物理治療師 
- 前中職棒球隊醫療團隊物理治療師 
- 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兼任講師 
- 台大雲林分院矯正鞋墊評估製作治療師 
- 挪威紅繩 Redcord Neurac 國際認證 
- 澳洲動態貼布 Dynamic tape 國際認證 
- 德國巫毒帶 Flossband 國際認證 
- 英國動作控制 Kinetic Control 訓練認證 
- 拮抗鬆弛術 Strain Counter-strain 訓練認證 
- 運動物理治療超音波影像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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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程表與說明 

時間 主題 內容

8:30 - 9:00 學員報到

9:00 - 10:00 CP method 原理介紹 講解中樞型技術與周邊型技術的不同與其
重要性、介紹動作控制理論及如何重設失
能動作模式、說明⼈體為何會有代償的產
⽣以及何為代償點。

10:00 - 11:00 失能代償動作模式評估 以 Janda’s 動作模式測試為例，說明⼈體
在這六個動作模式測試下會出現的代償現
象。

11:00 - 12:00 主動肌為導向功能性肌⼒測試 介紹在 CP method 下發展的”以主動肌為
導向功能性肌⼒測試”，說明其與傳統肌⼒
測試的差異、如何測試、如何辨別主動肌
⾁是否有假性無⼒。

12:00 - 13:00 午餐時間

13:00 - 14:00 CP method protocol  
講解與⽰範

講解如何使⽤CP method protocol 來找
出代償點與重設失能動作模式，與代償點
療法專⽤筋膜⼑使⽤原則。

14:00 - 15:00 CP method 操作練習：軀幹 學員們利⽤代償點療法專⽤筋膜⼑在CP 
method protocol下實際操作練習軀幹肌群
的肌筋膜再平衡與重設失能動作控制模
式。

15:00 - 16:00 CP method 操作練習：下肢 ABC Posturological Method 搭配FixSit
客製化姿勢調整坐墊講解指導學員利⽤墊
上運動進⽽矯正兩側肌⼒的不對稱性，學
員也可以藉由墊上運動了解⾃⼰需加強或
伸展的肌群，並分享對於Type A與B建議
之瑜珈體位式，結合肩關節、髖關節、脊
椎關節排列的解剖正位觀念。

16:00 - 17:00 CP method 操作練習：上肢 學員們利⽤代償點療法專⽤筋膜⼑在CP 
method protocol 下實際操作練習上肢肌
群的肌筋膜再平衡與重設失能動作控制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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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上課場地備有飲水機，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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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課程不開放錄影錄音及直播。 
4. 如因個人因素需取消課程，請參閱『取消與退費規則』說明。 
5. 全程參與課程者，將取得認證資格，並於會後寄送電子認證證書。 

課程費用 

課程費用：新台幣16,500元 
早鳥優惠：新台幣14,500元 
兩人以上團報：每人新台幣14,000元 
ABC學員加購：新台幣13,500元 

合購ABC課程：新台幣12,900元 
（需於 CP Method 開課前完成 ABC Posturo-Logical Method 報名繳費） 

中華健體技術教育推廣學會會員優惠：新台幣12,900元。 

※ ABC 學員限時優惠期間：開放報名日起至開課前一週。 
※ 報名課程即贈專利 myofascial tool 筋膜刀一把（價值 5,600 元）。 
※ 以上課程費用包含認證費、課程講義、午餐餐費。 

繳費方式 
線上報名與繳費 
*本課程不開放現場繳費。 

17:00 - 18:00 說明CP method臨床常⾒問
題、成效維持、菁英運動選⼿
案例分享與總結

說明如何執⾏居家運動與訓練、利⽤矯正
鞋墊與 FixSit坐墊、與 CP method 概念
下發展的貼紮⽅式來維持治療成效。 
課程最後將分享菁英運動選⼿如何在 CP 
Method 的評估治療思維介入下再創佳
績，讓 CP Method 可以達成運動醫學的
三⼤⽬的：治療傷害、預防傷害與提升運
動表現。

時間 主題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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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與退費規則 

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與課程者，請參閱下列相關說明。若您同意以下條款，再開始進行報
名。報名並完成付款後，代表您已閱畢本退費規則並同意以下條款。 

《個人報名者》 
自課程當天起算前30天 (含) 以上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餘額。 
自課程當天起算前15天 (含) 至30天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80%餘額。 
自課程當天起算14天 (含)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恕不退還。 
可接受名額轉讓，但最遲須於課程前兩天提供轉讓資料。 

《團體報名者》 
若因取消導致未達專案人數，整團即改以符合該人數條件之價格，「退還費用金額」為扣除
所有人之團報費用之餘額，並將依退費規則進行實際費用退款。(如：兩人以早鳥團完成報
名後，其中一人欲申請取消退費，「退還費用金額」為28,000-14,500×1 = 13,500元。並以
13,500元，扣除手續費後，視申請日期依比例退還) 

自課程當天起算前30天 (含) 以上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餘額。 
自課程當天起算前15天 (含) 至30天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扣除手續費後之80%餘額。 
自課程當天起算14天 (含)內提出退費申請者，恕不退還。 

可接受名額轉讓，但最遲須於課程前兩天提供轉讓資料。 

*如遇政府公告武漢肺炎疫情加劇，禁止舉辦課程時，課程將延期舉行，並確保已完成報名 
  繳費學員之優先上課資格。 

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健體技術教育推廣學會 
協辦單位：安力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如您想詢問課程、上課教具相關問題，請聯繫安力達科技： 
 LINE：@anlida.tech 
 FB：搜尋「安力達科技」 
或於上班時間（周一〜周五 9:00-18:00）電洽市場專員魏先生 / (02) 7730-3870 

新冠肺炎因應措施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課程將實施以下防範措施： 
1. 體溫測量：報到時由工作人員測量額溫，若溫度超過 (含) 37.5 度，謝絕入內參加本次課

程，將保留至下次課程使用。 
2. 手部消毒：報到時由工作人員於手部噴灑酒精消毒。 
3. 手部清潔：請於實作前後加強手部清潔，現場也會提供消毒用酒精做使用。 
4. 配戴口罩：課程內容有較多實作與肢體接觸，請全程配戴醫療級口罩，以降低飛沫傳播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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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具介紹 

1. 筋膜刀（原價5600，課程加購優惠價4500） 

台灣治療師設計研發，讓治療師在放鬆代償點的緻密化筋膜可以快速省力，達到最佳的治療
效果。此筋膜刀的設計有兩個不同弧度的尖端，可適應不同緻密化程度的代償點，手掌支撐
的弧面設計更圓滑，讓治療師的手更舒適。材質為不銹鋼，表面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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