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競技壺鈴教練雙認證研習課程 

競技壺鈴教練認證 (TATHA Girevoy Sport Coach, GSC)  

二級壺鈴指導員認證 (KKF Certified Kettlebell Instructor- CKI Level 2)  

 

 

 

雙認證課程簡章 

 

  

 

 

 

 

 

 

中華民國一○八年春季班 



 
 

台灣運動保健協會暨韓國壺鈴聯盟雙認證研習課程 

競技壺鈴教練認證 (TATHA Girevoy Sport Coach, GSC)  

二級壺鈴指導員認證 (KKF Certified Kettlebell Instructor- CKI Level 2)  

 

一、 研習對象：健身教練、體能教練、物理治療師、運動防護師及對功能性訓練有興趣民眾。 

二、 主辦單位：睿奇體能運動館。 

三、 共同主辦單位：台灣運動保健協會、韓國壺鈴聯盟。 

四、 研習地點與時間： 

實踐大學體育館舞蹈教室，2019/5/4-5。9:00-17:00。 

五、 報名費用： 

原價：13500 元。 

三人團報價：12000 元/人。 

曾參加過”競技壺鈴技術與體能解密”學員價：10000 元/人。 

報名截止日期：3/31。 

備註： 

1. 每位學員將獲贈一顆 8kg 競技壺鈴；欲換成 12kg，請補繳$800。 

2. 上課時，每一位學員均須使用考試重量的壺鈴，可自備考試用競技壺鈴上課。 

六、 證照特色說明： 

 世界競技壺鈴冠軍親自教學，課程品質及口碑保證。 

 考核通過同時取得雙證照，職場進修履歷大進補。 

 嚴格執行考試過程，通過門檻才予認證。 

七、 認證通知：協會將於認證日結束後一週內發送通知電子信函與電子證照，如一週內未收到資

料，請主動向協會確認所提供的電子郵件是否正確。 

八、 補考：未通過考核者，可另外參加其他認證場次進行補考(只須補考，不須上課)。補考報名者

須以電子郵件方式提出申請，並匯款繳納認證費 500 元。 

 



 
 

九、 講師介紹： 

 

 

 
【本課程備有韓翻中口譯人員(非原翻譯人員)】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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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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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人數不足或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保有延期、調整地點或取消課程之權力，並會

主動聯繫已報名學員，辦理延期及退費事宜。 

4. 請自行攜帶水壺或水杯及毛巾。 

 

 

 

Sung Eun Hyun 炫成銀 

- 俄羅斯壺鈴教練 Level 1 (RKC-L1) 

- 俄羅斯壺鈴講師(RKC Instructor) 

- 國際壺鈴與體適能聯盟(IKFF) 首席講師訓練 24KG 級考核合格 

- 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RGSF)認證教練 

- 俄羅斯競技壺鈴聯盟(RGSF)認證裁判 

- KETAACADEMY 競技壺鈴教練 Level 2 

- 2014 IKA  國際壺鈴大賽長循環第一名、挺舉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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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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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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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ptkinetics.com/class.php
mailto:optkinetics001@gmail.com


 
 

國際競技壺鈴教練雙認證課程日程表 

時間 第一天 Day 1 

09:00 - 09:30 

介紹(Introduction) 

- 競技壺鈴簡史(History of Girevoy Sport-GS) 

- 國際推廣組織(Organization)及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 

- 競技壺鈴簡要規則(Rules of GS) 

09:30 – 10:00 
壺鈴筋膜放鬆及特殊熱身法 

(Myofascial release and specific warm up method) 

10:00 - 12:00 

競技式擺盪 (Girevoy swing) 

-  呼吸模式(breathing) 

-  反向式訓練(counterbalance training adaptation) 

○ 擺盪加蹲舉(Swing squat)、冠狀面擺盪(Coronal plane swing) 

-  雙膝彎曲訓練適應 (Double knee bend training adaptation) 

○ 站姿跳遠 (Standing long jump)、西西式蹲舉 (Sissy squ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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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5:00 

上搏、挺舉與長循環 (Clean and Jerk, & Long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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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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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搏 (Clean)、挺舉(Jerk) 

○ 架式 (Rack position)、第一蹲 (First dip)、撞擊(Bump)、第二蹲 (Second 

dip)、頂位 (Top position) 

○ 單手長循環 (One arm long cycle, OALC)、雙手長循環 (Two arm long 

cycle, TALC) 

15:00-17:00 

競技式抓舉 (Girevoy snatch) 

抓舉呼吸模式 (Snatch breath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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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擺盪(High Swing)、高擺盪拉(High Swing Pull)、半抓舉(Half Snatch)、

超擺盪式抓舉 (Extra swing snatch)、連續式抓舉(Consecutive Snatch) 

 

 



 
 

國際競技壺鈴教練雙認證課程日程表 

時間 第二天 Day 2 

09:00 - 10:00 

競技壺鈴專項熱身與訓練 (Warm up and conditioning with 

kettlebell) 

- 壺鈴十字固推舉 (kettlebell armbar & bent press) 

- 壺鈴滾動起身推舉 (kettlebell roll up & press) 

- 俯臥划船與伏地挺身(renegade row & push up) 

- 壺鈴繞環與繞八字(kettlebell halo & Figure 8) 

10:00~12:00 

基本動作複習、教學與指導 (Reviewing and learning how to teach 

and instruct for basic movements) 

常見錯誤姿勢與如何矯正 (Common mistakes and how to correct) 

-  競技式擺盪 

-  上搏 

-  挺舉 

-  長循環 

-  競技式抓舉 

13:00–14:00 

訓練計畫(Programming) 

- 比賽式訓練法(Competitive Training Method) 

- 重複性訓練法(Repetitive Training Method) 

- 間歇性訓練法(Interval Training Method) 

14:00-17:00 

考核流程說明 (Preparation for tests) 

長循環五分鐘(Long cycle 5 minutes) 

 技術標準 Skills (40%)  

 完成度 Completion (60%) 

 

壺鈴重量與身體體重標準 Kettlebell weight and body weight(BW): 

男性 Men: 12kg, 女性 Women: 8kg  

 

 

 

Men 5 minutes Women 5 minutes 

BW Reps BW Reps 

Under 70kg 35 Under 50kg 30 

70-80kg 40 50-60kg 35 

Over 80kg 45 Over 60kg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