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靜平衡的兩極 

• 課程內容 

 

人體與心智狀態隨著時間交替，季節更迭，生活異動與人生階段轉換是不斷地變動的，而多元且廣

泛的瑜伽練習正是為了滿足這樣的變動，但是我們往往忽略順應變動聆聽身體與心智真正的需要，

讓固定僵化的練習無意間縮限了自己，而難以平衡。這個工作坊的出發心要帶領大家探索自身的階

段，提升自我連結，發覺瑜伽的多面向，進而順應變動，豐盛且完整每一次的練習，找到專屬於自

己的平衡。 

 

 

• 適合對象 

- 練習以固定方向為主，並希望可以透過本工作坊培養多元的練習觀 

- 想深化對瑜珈的理解，藉此全面提升個人練習至更細膩的層次 

- 瑜伽課程教學者 

 

• 你將學會 

- 身心的覺察技巧與相應的練習調整原則 

- 實用於日常的正念、呼吸、靜坐、冥想技巧 

- 活用歸正( Align )與 中心( Center )的概念 

- 在瑜伽體式中的多元感官體驗啟發 

- 正確地認識自律神經系統與誘發機制 

- 陰、陽二元論 

- 一套陽瑜伽的序列 

- 一套陰瑜伽的序列 

- 一套靜瑜伽的練習序列 

 

課程表 

 六 日 

08:50 靜坐 靜坐 

09:00 - 10:30 晨練 晨練 



 

 

10:30 - 10:45  Break  Break  

10:45 - 12:00 理論課程 理論課程 

12:00 - 13:30 Lunch Lunch  

13:30 - 15:00 正念陰瑜伽 靜瑜伽 

15:00 - 15:10 Break  Break  

15:10 - 16:05 實作課程 實作課程 

16:05 - 16:30  Yoga Nidra  Yoga Nidra  

 

 

 

第一天 

• 「實用的冥想、靜坐、呼吸技巧」 

我們將從靜坐、冥想開始培養「中心 ( Center )」的認識。所謂的中心並不是畫一條線，一分為二、

兩邊對稱就稱之為中心。真正的中心，是富有彈性的。風吹動著樹，樹枝會隨風搖擺、樹幹則成為

有力且穩定的支持。就像我們的心智會隨著情緒、思緒、想法而浮動，穩定的坐姿則為我們最有力

的支持；穩定的呼吸技巧，讓能量均勻地滋養我們。 

 

 

• 「建立力量的重要性」 

我們都知道需要「動」，人體內含有 70%以上的水份。海洋，如果沒有洋流的交會與季風的吹拂，

海水將變得惡臭；也無法孕育出如此豐饒的生物多樣性。人體也同樣是這樣的有機體，大部分我們

學習的力量是「用力」，但其實你可做得更好、更有層次、更有變化性。 

 

• 「正念與感官收攝」 

正念( Smrti )的練習是：「覺知著呼吸的發生，深刻的去觀察身體當下的感受。」這看似有些玄的練

習，卻正是佛陀送給現代人最有效的一個放鬆技巧。我們往往受困於過去回憶、經驗或對於未來無

限擴張的想像，而忘記了當下的重要性。正念的覺察技巧我們會從工作坊的一開始一路串聯到最

後，除了放鬆我們的大腦外，更是神經系統穩定的絕佳方案。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感官收攝。 

 

感官收攝（ Pratyahara ）是瑜珈八肢中的第五肢，也是位於正中間的。對於感官收攝的誤解是：「我

要壓抑分心的感官」，但真正的練習是很適切的了解每個感官的真實性。一旦我們了解在練習體式

時的分心可能造成視線的轉移，進而影響頸椎、胸椎的偏移，呼吸空間的改變，那我們就更會知道

感官收攝的重要性。練習瑜珈像是爬階梯般，一階一階隨著練習的經驗而進入層竅。Pratyahara 正好



 

 

是個橋樑，連結著比較顯性的感觀和較細微的覺知。正如同我們在練習瑜珈的同時也在練習著心

智；練習體位的同時也在練習冥想。它們是不會分開；也不該被分開的練習！ 

 

當我們持有正念與感官收攝的這兩項工具，身體內在的「中心 ( Center）」就已經完整的被建立起，

我們就能開始「歸正 ( Align )」我們的外在身體（運動模式）。 

 

第二天 

• 「復原力」 

我們來了解一下復原力（自癒力）是如何運作的吧！ 

 

 

 

復原力的組成分為三個部分 

（一）心理健康 

（二）情緒健康 

（三）生理健康 

 

 

 

 

在課程的第一天，我們談了許多正念、冥想、感官收攝、建立力量的技巧。 

在課程的第二天，我們要來開始讓這些技巧進行整合，並實際的進入「行動」。在艾揚格瑜珈的授

課中，很大量的會出現「行動」這個字，其中「正位( Align)」是個最令瑜伽練習者耳熟能詳的概

念。但在這裡我們要談的是「歸正 ( Align )」，就如同我們在建立力量時所提到的，所有的平衡都是

必須具有「流動性」和「彈性」的。 和我們的心智一般，我們所練習的一切體式，目的都是為了讓

我們感覺到更有力量、更有彈性。姿勢的本身，也就不該是僵化固定的狀態！ 

 

• 「靜瑜伽」 

在復原力的建立過程中，有另一個重要的區塊就是「休息」。休息最重要的意義，是讓身體內在的

系統重新整合。我們所練習的、攝入的，會開始消化、吸收、內化；這也正回應了我們所知在睡眠

中，身體展現驚人的復原和修復力。靜瑜伽的練習，在溫和且富有支持性的輔具支持下，以一份無

語且非努力的方式練習著由內而外的整合。 

情緒

健康

生理

健康

心理

健康



 

 

 

Lemon 的瑜珈練習始於 14 歲的青春期，受苦於骨盆的歪斜，在練習的頭兩年感受到瑜珈對

於身體改變，在每週規律的練習下漸漸找回平衡的軀幹。在改變了身體的平衡後，繁重的升

學壓力卻讓憂鬱和焦慮也困擾著他，20 歲時參加了第一次的 200 小時師資訓練，他開始感受

到生命那份喜悅和流動，開始將所學習的知識轉化為行動，並在課程中加入了瑜珈經典的分

享，Lemon 都笑著說他是個愛說故事的瑜珈老師，因為深深感受著大多數想要開始瑜珈練習

的學員都受苦於無論是身體或是心靈，都該讓瑜珈的練習成為一份「空間」，這份空間是沒

有善惡美醜、而是讓我們卸下重擔並好好的滋養著自我。 

有幸跟隨 Zita Sze、吳磊軒、 Markus Leung 老師學習，融合了八肢瑜珈的流暢與規律、艾式

瑜珈的正位與精準、陰瑜珈的柔軟與慈悲。於 2018 年取得美國瑜珈聯盟 E-RYT200 的資深

導師認證，也於 2019 年完成 RYT-500 美國瑜珈聯盟高階認證指導師的培訓，跟隨著

Michelle Chu 導師，完成為期兩年的正念陰瑜珈、靜瑜珈以及女性瑜珈（骨盆、經期與孕產

照護）的學習，期許能夠將瑜珈整合心理學、創傷經驗、運動解剖科學與哲學智慧，分享與

每個有幸在瑜珈路上相遇的夥伴。 

 

證照 

E-RYT200  

RYT 200 (All Yoga Taiwan) 

RYT 300 (Space Yoga with Michelle Chu) 

 

品牌合作 

台灣台北 lululemon 首間店品牌大使 

Aesop 

台灣萊雅集團 



 

 

Vogue  

Men’s Uno  

Rapha 

WWA 國際滑水競賽組織 

 

 

Vicky 因產後憂鬱開始練習瑜珈，發現瑜珈不僅帶來身體的轉變，更讓自己脫胎換骨活出真

實的自己，相信透過瑜伽，人人都有機會做回真正的自己，找到真正的快樂與實現夢想，由

自身幫助自己走出了離婚低潮打造夢想人生的歷程，Vicky 衷心想要分享在瑜珈的智慧與美

好，使命為啟發所有女性，活出真實的自己，成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Vicky 為身兼多元專長的老師，具有國際瑜伽教學證照精通英語，針對各個不同層級的學生

都有豐富的教學經驗，2018 全台灣巡迴瑜伽後彎工作坊 20 場，並於 2019 受邀至東京與紐

約以英語教授工作坊課程，擅長瑜伽解剖學，瑜伽英語教學與口譯，英語演講與主持，具有

舉辦大型瑜伽活動與團體旅遊經驗。現任 All Yoga Taiwan / Yogi Ocean 工作坊與師資訓練

解剖學講師，印度瑜伽文化之旅隨團口譯，亞洲瑜珈平台專欄老師，知名品牌公開活動配合

老師，教學風格生動有趣，能因材施教，讓不同層級的學生都找到瑜伽練習的樂趣。 

Yotta 線上課：大人的守護脊椎功能瑜伽 https://www.yottau.com.tw/course/intro/899#intro 

 

 

 

證照 ： 

All Yoga Taiwan/Yogi Ocean (Corey Wu 老師) :  

RYT200 美國瑜伽聯盟認證師資 / 火箭瑜伽認證師資 60hrs / 正念陰瑜伽認證師資 50hrs 

https://www.yottau.com.tw/course/intro/899?fbclid=IwAR3X2leo8LJl4bx-GMMQHgOlIt85W6Ikz7pl9RB-_989nn9-HS07vpDqMe8#intro


 

 

Pro Yoga Malaysia (芯瑜伽徐老師) :   

RYT200 美國瑜伽聯盟認證資 / 各系列工作坊> 90hurs / 2019 首場後彎工作坊助教 

骨盆底師資訓練 （Leslie Howard 老師）：20hrs 

Gokul Yoga (Jani Jaatinen 老師) : 手平衡與倒立工作坊 8hrs  

Hsin Yoga 瑜伽解剖學 : 系列 1~3 共 78hr  

基礎肌動學 傅士豪老師:  10 hrs  

Animal Flow 動物流 Level 1 : 10hrs 

True Yoga Taiwan (Clair 老師) : 熱瑜珈師資認證 10hrs 

Ocean Tree Yoga (Kite 老師) : 兒童瑜珈師資認證 50hrs 

 

其他 : 

2018 受泰國觀光局邀請參與瑜伽參訪團 

LANCOME 蘭蔻櫃長教育訓練瑜伽工作坊  

公路車服飾品牌 RAPHA  summit 國際年會瑜伽修復課  

Challenge Women Taiwan 活動瑜珈課程帶領老師 

拉拉熊放空日瑜珈課程帶領老師 

企業課程合作： BMW, 友達光電, Intenza Fitness,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等。 

瑜珈服飾與運動品牌合作影片與型錄拍攝 : VCstyle, Fitwell, Comefree, Lululemon, 

Lliquido... 等。 

台灣首創給瑜伽人的英語課程，新手老師排課指南系列等各種實用有趣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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