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競技壺鈴技術與體能解密 
The Secret of Kettlebell Technique and Conditioning for Girevoy Sport 

 

⼀、 研習對象：對壺鈴肌力及體能訓練有興趣者。 

二、 主辦單位：睿奇體能運動館。 

三、 協辦單位：OK-BODY Project。 

四、 研習地點與日期：OK-BODY Project 教育訓練暨研發中心：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77-1

號 10F (市議會站 3 號出口步行五分鐘抵達)，107 年 9 月 8-9 日，共兩天。 

五、 研習時間：09:00-16:00。 

六、 報名費用及期限： 

原價：10000 元。 

早鳥價：8500 元，8/15 以前報名。 

三人團報價：7650 元。 

 

 



 

七、課程簡介： 

壺鈴訓練模式主要分成兩種，⼀種是硬式(hard style)，另⼀種是競技式(girevoy sport, GS)。硬式主要訓練身

體張力控制、肌力與爆發力；競技式主要訓練心肺與肌耐力。第⼀天課程將教導如何用壺鈴進行各種功能性訓

練以補強身體各方面能力；第二天課程教導競技式動作技術與競技比賽時所需的基礎體能。講師為現役競技壺

鈴選⼿，國際⼤賽的常勝軍，⼀周訓練五到六天，⼀次訓練 2-3 小時。他將來台傳授強壯身體、充足功能性訓

練觀念與豐富訓練和比賽經驗的祕訣。您正在邁向強壯之路嗎？請把握這次機會前來取經。 

八、講師介紹： 

 

 

 

 

 

 

 

九、報名方式：請先匯款後，前往 Optimum Kinetics 官網，填寫報名表以完成報名⼿續，網址：

http://optkinetics.com/class.php。 

十、匯款資訊：⼀律請以 ATM 轉帳。開課日前 30 天退出者，退還報名費之 90%。開課日 16-29 日

前退出者，退款 80%；開課日前 15 日內退出者，退款 70%；開課日開始後退款者，

退款 60%。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代號：004，帳號：119-001-034-013。 

關於報名有任何疑問，請 E-mail 詢問：optkinetics001@gmail.com 

★學員須注意事項 

1. 課程開始日前，除非課程有異動，否則主辦單位將不另行通知。 

2. 報名(匯款)成功者，名單將公布於網站中，請學員匯款後，自行上網查詢，主辦單位將不另行

通知。 

3. 網站報名系統若已關閉，表示名額已滿，匯款前，請先確認報名系統狀態是開啟的。 

4. 請自行攜帶水壺、毛巾、補給品和筆。 

Sung Eun Hyun 炫成銀 

俄羅斯壺鈴教練俄羅斯壺鈴教練俄羅斯壺鈴教練俄羅斯壺鈴教練 Level 1 (RKC-L1) 

俄羅斯壺鈴講師俄羅斯壺鈴講師俄羅斯壺鈴講師俄羅斯壺鈴講師(RKC Instructor) 

國際壺鈴與體適能聯盟國際壺鈴與體適能聯盟國際壺鈴與體適能聯盟國際壺鈴與體適能聯盟(IKFF) 首席講師訓練首席講師訓練首席講師訓練首席講師訓練 24KG 級考核級考核級考核級考核合合合合格格格格 

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RGSF)認證教練認證教練認證教練認證教練 

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RGSF)認證裁判認證裁判認證裁判認證裁判 

KETAACADEMY 競技壺鈴教練競技壺鈴教練競技壺鈴教練競技壺鈴教練 Level 2 

2014 IKA  國際壺鈴大賽長循環第一名國際壺鈴大賽長循環第一名國際壺鈴大賽長循環第一名國際壺鈴大賽長循環第一名、、、、挺舉第一名挺舉第一名挺舉第一名挺舉第一名 

2015 IUKL 世界壺鈴錦標世界壺鈴錦標世界壺鈴錦標世界壺鈴錦標賽賽賽賽 24kg 長長長長循環第三名、雙項第三名 

2016 IUKL 世界壺鈴錦標賽世界壺鈴錦標賽世界壺鈴錦標賽世界壺鈴錦標賽 24kg 長長長長循環第三名、雙項第⼀名 

2017 IUKL 世界壺鈴錦標賽世界壺鈴錦標賽世界壺鈴錦標賽世界壺鈴錦標賽 24kg 長長長長循環第⼀名、雙項第⼀名 
 



 

競技壺鈴技術與體能解密課程日程表 

第⼀天 

時間 主題 

09:00-9:30 
壺鈴自我筋膜放鬆術 (Kettlebell self myofascial release) 

關節活動度技巧(Joint mobility drills) 

9:30-10:20 

核心穩定 Core Stability 

靜態穩定 Static Stability 

○ 嬰兒起身(Baby Get up)  

○ 壺鈴平板式(底部朝上) (KB Plank - Bottom up) 

○ 髖橋式 (Hip Bridge- Pullover) 

10:30-12:00 

動態穩定 Dynamic Stability 

○ 農夫走路(Farmers Carry - Bottom up Grip) 

○ 提皮箱(Suitcase Carry) 

○ 平板撐(Plank hold position- side to side) 

○ 三點旋轉推(Tripot rotation press) 

○ 繞身體(Around Body Pass) ( Standing Plank ) 

○ 繞八字(Figure Eight) 

○ 俯臥划船(Renegade Row) 

13:00 - 14:00 

壺鈴-功能性肌力 (Kettlebell functional strength) 

活動與穩定度技巧 (Mobility and stability drills) 

上半身 (upper body) 

○ 繞頭(Halo)：站姿/半跪姿/單腳站姿 

○ 十字固(Arm bar)：底部朝上/推 

○ 滾動起身(Roll up) 

14:10 - 15:00 

下半身 (lower body) 

○ ⼤腿後肌離心負荷 (Hamstring eccentric loading)：站姿/內側/外側 

○ 單腳硬舉(Single leg deadlift) 

○ 酒杯蹲 (Goblet squat)：基本角抓握法/前臂緊握法/底部朝上角抓握法/底部朝上掌握法 

○ 側深弓箭步 (Deep side lunge) 

15:10 - 16:00 

全身 (whole body) 

○ 單腳俯臥划船(Renegade row-single leg) 

○ 風車 (Windmill) 

○ 半跪姿風車 (Half Kneeling Position Windmill) 



 

第二天 

時間 主題 

09:00-9:30 

競技壺鈴運動 Girevoy Sport 

擺盪 Girevoy swing；部分學習法 

呼吸模式- 腹式呼吸 

抗衡訓練適應(Counterbalance training adaption) 

○ 擺盪加蹲舉(Swing+squat) 

○ 冠狀面擺盪(Coronal plane swing) 

9:30-10:30 
雙膝彎曲訓練適應 (Double knee bend training adaptation) 

○ 站姿跳遠 (Standing long jump) 

○ ⻄⻄式蹲舉 (Sissy squat) 

10:40-12:00 

擺盪訓練適應 Girevoy swing training adaptation  

○ 單次擺盪 (Dead stop swing) 

○ 擺盪拉 (Swing pull) 

○ 換⼿擺盪 (Hand to hand swing) 

○ 連續擺盪 (Consecutive swing) 

13:00-14:20 

⻑循環、上搏與挺舉 (Long cycle & Clean and Jerk) 

- 開始姿勢 (Starting position)、後擺 (Back swing)、⼀蹲與半蹲 (First dip and half 

squat)、撞與送壺 (bump and send off)、二蹲 (second dip)、頂點位置與固定點(Top 

Position & fixation)、下掉至胸 (Drop to chest)、後擺 (Back swing)、上搏與架式位

置 (Clean and rack position) 

⻑循環呼吸模式 (Long cycle breathing pattern) 

○ 動作與呼吸節律 (Movement and breathing rhythm) 

○ 上搏 (Clean) 

○ 挺舉 (Jerk) 

○ 單⼿⻑循環 (One arm longcycle, OALC) 

○ 雙⼿⻑循環 (Two arm longcycle, TALC) 

14:30-16:00 

抓舉 (Snatch) 

- 開始姿勢(Starting position)、後擺 (Back swing)、加速拉(Acceleration pull)、再握

(Re-grip)、放置(Insertion)、頂部位置(Top position)、螺旋式下降(Spiral drop)、後擺

(Back swing)、連續抓舉(Consecutive snatch) 

抓舉呼吸模式 (Snatch breathing pattern) 

○ 動作與呼吸節律 (Movement and breathing rhythm) 

○ 半抓舉(Half snatch)、加擺盪式抓舉(Extra swing snatch)、抓握(Grip)、⼿腕硬舉(Wrist 

deadlift)、⼿腕旋前/後(pronation/supination)、盪盤(Plate swing) 

○ ⼀般體能準備(General physical preparedness) 



 

講師訓練暨比賽集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