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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武術同好們您好: 

   

  我是 Horacio Daniel Obon，認識我的人都

叫我 Daniel 老師，我來自阿根廷，目前於台灣

推廣武術已五年多的時間。我至小習武於今已

超過 22 年的時間，並曾贏得 ITF 國際跆拳道世

界冠軍，現同時很榮幸的被任為 ITF 國際跆拳

道及 WAKO 世界踢拳道台灣總裁。而經過這麼

多年習武及不間斷的教學，我渴望接觸到更精

深的武術領域，與此同時我又有機會重拾兒時

於阿根廷學習到的急所術。興奮之餘，我希望

有更多學生或武術同好們可以認識學習這門無所謂武術流派的學問。  

  急所術並不屬於任何一種武術，相反的是，其目的是融入各種武術並展現其

武術之特色！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所謂的急所術（點穴）只是一種傳說，但在華人世界裡

卻不乏相關資訊，不管是生活中人人不可或缺的中醫，甚至到華人電影常常用到

的素材（我非常喜歡甄子丹演的＂武俠＂），所謂的穴位都是每個人再熟悉不過

的名詞，但當穴位一詞涉獵到武術領域時，即顯的不真實而神秘。以前人學習武

術是為了戰爭生存而準備，所多武術招式（套路）的設計用意是在最短時間內制

伏敵人，而如今，我們學習武術的目的是為了運動健身自衛，一些蘊含在武術動

作中最深層的智慧，我們卻習而不知如何運用它，如今您將有機會活用全身所學，

利用急所術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您的眼前即將展開的鬥爭！。 

  不管您來自跆拳道、踢拳道、泰拳、散打、拳擊、BJJ、柔道或任何其他任

何武術領域，即使您從來沒有學過任何武術，這場精彩的研討會一定會讓您大開

眼界！ 

  耳聞不如眼見，歡迎您的加入。 



 

何謂急所術？ 

    急所術是利用對神經叢的壓迫致使人體瞬間

產生反映，故被認為是“瞬間的戰鬥藝術”。急所術

有各式各樣的應用，包含武術及治療。急所術曾為

一種最神秘且須保密的武術表演。但直至今日，急

所術已成為武術界眾所皆知的一門學問。 急所術

不僅揭開人體的奧秘，並重新定義武術的形式。急

所術最初的實踐是通過針灸和穴位按摩。雖然最初

是用來治療，但也被發現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戰鬥應用方法。 

     

    人體有361點穴位及14個經絡，經絡點被發現有對應到的各個身體器官。經

絡也歸類在其他兩個方面。在東方思維中有兩個對立的兩極，即是陰陽，其共同

構成了一切事物。另一方面為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在現代的定義中，

穴位被視為人體中薄弱的環節或“身體電路阻斷點＂。通過打擊或在一個特定的

角度方向揉點，急所術技術可以“超載”身

體的自然電路阻斷點、操縱身體的能流動

量和導致身體神經系統反應。這些反應範

圍包過不適和疼痛、喪失行為能力、神誌

不清或甚至死亡。但我們必須了解到一個

重要的概念，實踐急所術的最重要的部分

是＂復甦＂術，即是恢復中斷體內的自然

流動的技術。由於急所術驚人的威力，並

可利用到醫療甚至防衛等生活諸多面向。所以正規訓練是必要的，並需確保急所

術能被正確使用。除了能開發自我淺力，並在淺顯易懂的學習課程中，最重要的

是能將急所術融入自我的風格！ 



 

Evan Pantazi 大師 

     Evan Pantazi 大師擁有不同的武術背景及豐

富經驗，這些背景使他可以清楚眾觀武術世界。

Evan Pantazi 師承及所術師範 George Dillman，並

有機會與眾多世界知名的武術大師學習，其中包

括柔道大師 Wally Jay，武術大師 Nick Cerio 等人。

Evan Pantazi 大師擁有豐富多樣的武術經驗，並不

分武術的風格、系統及排名的將其實踐運用於急

所術中。為分享多年的學習研究，Evan Pantazi 大

師開始於不同國家發表急所術理論與並將其實踐於各種武術中，並因歷年的實踐

而提高由師範 George Dillman 所創的急所術整體水帄。 

 

    Evan Pantazi 大師於 1975 年及開始

學習柔道，同年開始學習詠春拳，在學

習這些武術的過程中，其領悟不需利用

蠻力即可獲取力量。而於學習拳法的過

程中，更增加了其協調與耐力，之後並

開始研究太極、八卦、柔術、和氣道，

最後進入推拿氣功治療領域。其目前的研究集中於急所術與眾武術之風格融合，

並為澳大利亞，比利時，百慕大，加拿大，哥斯達黎加，丹麥，厄瓜多爾，英格

蘭，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荷蘭，挪威，葡萄牙，

蘇格蘭，西班牙，南非，瑞典，瑞士和美國等多國之急所術的最高指導。 

    Evan Pantazi 大師的團隊背景包括詠春拳、太極拳、小圈柔術（Small Circle 

Jujitsu）、推拿、氣功、中國拳術、美國拳術。Evan Pantazi 大師持有教育學 

士學位，並設立空手道專業武術學校，其位於美國北安多弗美國馬薩諸塞州。同



 

時並為多國軍事機構、秘密服務、執法和急救人員（西班牙、瑞典、美國、芬蘭、

比利時、英國、法國和南非等國）的急所術最高指導。其著作［急所術點穴藝術］、

［急所術重要概念］、［急所術先進概念］和［增強親密］，已以 5 種語言發表出

版於 72 個國家。並在 5 個國家 14 個電視電台發起進行急所術醫學研究項目。 

 

Evan Pantazi 大師背景 

 自 1975 研習柔道 

 自 1975 研習詠春拳 

 自 1976 研習拳法 

 1980 榮獲教育學士 

 1980 – 1985 全職專業拳法講師 

 自 1984 氣功認證治療師 

 自 1985 學習太極拳 – 通背拳 - 八卦 

 自 1985 研習武術 

 自 1990 研習柔術 

 自 1992 研習小圈柔術（師從 Wally Jay, Leon Jay 及 Ed MeLaugh）  

 1993 獲得美國拳術 4 段（師從已故大師 Cerio） 

 1992 推拿認證治療師 

 1996 榮獲美國柔術“傑出服務獎” 

 1997 開創上地流風(Uechi Ryu style)急所術培訓計劃 

 1999 成立 www.kyusho.com-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急所術教育網站 

 1999 榮獲 Kokua 獎 

 2003 成立 Kyusho 國際® 

 2003 發起急所術衛生與健康計劃 

 2003 發起急所術親密提升計劃 

 



 

TAIWAN 台灣  

    台灣是個呈南北狹長型的海島，面積

約有 3.6 萬帄方公里 (14,400 帄方英哩 )，位

於亞洲大陸東南方、太帄洋西岸東亞島弧間，

北臨日本、琉球群島，南接菲律賓群島，是

往來亞洲各地的樞紐；航空網路四通八達，

為非常便利的旅遊地之一。  

TAIPEI 臺北  

    從世界最高樓到國際級的中華

藝術典藏，我們誠摯的邀請您來到這

個充滿著對比的城市。現代與傳統相

互包容外，再結合了無比活力與親切

笑容，臺北定會成為您在亞洲最美好

的回憶。在臺北，您每個所到之處，

多樣的文化特質都充沛鼓動著。雕龍

畫棟的廟宇與現代的街道完美吻合，

還有許多世界級餐廳隨時提供您最

正統的各式中華料理。別忘了，美味的夜市小吃不僅僅帶給您口腹的滿

足，更是引領您體驗臺灣生活的理想去處。臺北的相對性也在都市與自

然接壤之間顯現。幾分鐘的車程，您就能在山林環繞下，浸醞於柔潤的

溫泉中。還有許多親山步道與公園在城市間穿梭點綴，一日庸碌繁忙後，

陪伴著您沉靜心靈。無論您是短暫停留或是計畫長期拜訪，臺北所蘊藏

的多樣性絕對會讓您回味無窮。  

台灣觀光局 http://www.taiwan.net.tw/ 

http://www.taiwan.net.tw/


 

2012 急所術亞洲首屆大師營 

地點:台灣 台北 大安區 錦安里民活動中心 4 樓(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 60號 4樓) 

時間:2012.9.29-9.30 

 

9/29(六) 

時間 講習主題 

9:00  

10:00 
急所術穴位介紹: 手臂、上半身、腿部與頭部 

10:00  

11:00 

急所術穴位攻擊技巧：頭部與頸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P_vLa1mPY 

11:00  

12:00 

急所術穴位攻擊技巧：上半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Y_wt5uN6i0 

12:00  

13:30 
中午休息 

14:00  

15:00 

急所術傳統招式技巧應用:  

ITF 跆拳道套拳、空手道型、WTF 跆拳道型、 詠春拳與功夫 

15:00  

16:00 

急所術對打技巧應用:  

踢拳道、散打、泰拳、跆拳道、空手道。 

KO 技巧示範 

 

9/30(日)  

時間 講習主題 

9:00  

10:00 
急所術穴位介紹: 手臂、上半身、腿部與頭部 

10:00  

11:00 

急所術穴位攻擊技巧：腿部及腳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PjIoEvZ54 

11:00  

12:00 

急所術制伏與擒拿技巧應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aYmyWeTM4A 

12:00  

13:30 
中午休息 

14:00  

15:30 

急所術地板技及摔技技巧應用： 柔道、巴西柔術、摔角、綜合格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ZAWgK3OcVc 

15:30  

16:00 
KO 技巧示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P_vLa1mP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Y_wt5uN6i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PjIoEvZ5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aYmyWeTM4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ZAWgK3OcVc


 

建議住宿 (以下費用以旅館網址公布為準) 

Hotel 旅館 Room 房型 Price 費用 

 

 

 

 

 

丹迪旅店 -大安森林店  

標準客房(雙人床) 

精緻客房(雙人床) 

$2850 

$3075 

http://www.dandyhotel.com.tw/ Tel: +886-2-270776899   

離講習地點走路約 15 分路程 

新尚旅館  

標準客房(雙人床) 

精緻客房(雙人床) 

豪華客房(雙人床) 

精緻雙人房(兩小床) 

$2250 

$2475 

$2850 

$2850 

http://www.hotel73.com/ Tel: +886-2-23959009 

離講習地點走路約 15 分路程 

 

 

 

 

 

安居台北  

精緻客房(雙人床) 

精緻客房(兩小床) 

$3300 

$3630 

http://www.thecornerhouse.com.tw/ Tel: +886-2-27045888 

離講習地點走路約 15 分路程 

http://www.dandyhotel.com.tw/
http://www.hotel73.com/
http://www.thecornerhouse.com.tw/


 

報名需知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1年 9月 20日截止，限額 100名。 

2. 報名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260巷 54號。TEL 02 8771 7081 

3. 報名費用：   

 單日講習費用新台幣 1800元整 

 雙日講習費用新台幣 3000元整。  

4. 報名所需資料：報名表一份。 

5. 報名方式：                                                                                                                                                                                                                                                                                                                                                                                                                                                                                                                                                                                                                                                                                                                                                                                                                                          

 現場報名：攜帶報名表親至協會會址現場繳費報名。 

 網路報名：將所需資料及匯款單掃描檔 mail tango@itf-taiwan.com  

 郵寄報名：將所需資料及匯款單影本郵寄掛號至協會會址。 

協會會址：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4號 B1 

匯款資料：聯邦銀行 仁愛分行 

戶名：中華民國傳統跆拳道協會 

帳號：015-10-8001601  

6. 海外人士可選擇講習當日繳費，請務必 mail 報名表及機票電子檔至

tango@itf-taiwan.com ，以完成報名程序。 

Those com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payment can me made the same day of the 

seminar only if application form and flight schedule is previously sent by email 

for prior confirmation 

7. 海外人士於台住宿及接機相關事務，可自行訂位，或委託協會代辦皆可。 

You can freely book your hotel and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f it is needed the we 

can make reservations in the recommended hotels.   

 

 

mailto:tango@itf-taiwan.com
mailto:tango@itf-taiwan.com


 

 

2012 急所術亞洲首屆大師營 報名表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國籍： 

Nationality 
 

生日： 

Birthday 
 

性別： 

Gender 
□ 男 Male □ 女 Female 

連絡電話： 

TEL 
  

電子信箱： 

E-mail 
 

研習課程： 

Course 
□  9/29 (sat) □  9/30 (sun) 

特殊專長或經歷(包括曾接觸的武術)： 

Any special specialty or experience, it’s included any kind of martial arts that you have even contacted. 

武術名稱 

Martial Arts 

學習時間 

How long do you study the martial arts 

段數/級數 

Le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