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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肌动学国际形势与本地发展看

国际认可的肌动学课程交流平台

年 月 日 蔡慧明 写于香港

关于蔡慧明导师：专业培训师及调和导师，课程作者，在揉合肌动学和中国传统

提升健康、整合脑子的运动技巧这个领域里，是一名先驱、开拓者。她的任务，

是促进自己与别人的平衡状态、健康水平和学习效率。自 年开始，在香港

及中国内地， 首先应用、教授、筹办相关课程及翻译相关材料，以传播触康健

与健脑操。在 年，她在德国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揉合传统气功动作在肌动学

调和程序中的文章，继而在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匈牙利、日本和西班牙等地

也有发表。有关「气功动作调和系列」和「真我系列」个案调和工作坊已成为由

何兆灿和她所开发的「调和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是香港身脑中心的两位创

办人和董事之一，是国际肌动学院的专业肌动学家，身兼国际肌动学院触康健学

系的董事会成员、国际肌动学院触康健学系的中国区教务理事和教育肌动学基金

会中国区的国际教务理事两个肌动学国际机构的职位。在 年任职国际

肌动学院触康健学系的系主任期间，获颁学院的贡献奖。她也是两个男孩的母亲，

他们自由奔放、又时刻开心的心灵，从来就是她的老师和启迪。

平台的成立

年 月 日，在来自上海施剑平导师的发起下，一个名为「国际认可的肌

动学课程交流平台」的群体正式成立了。开创平台的成员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

港、北京、上海、深圳、大连、郑州的肌动学的推动者及主办方，以及两家肌动

学国际机构的教务理事和导师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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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趁着这个机会，归纳过去 年在中港台三地推动和教授肌动学的一些经验，

以及分享肌动学在国外的发展；从在肌动学路途上参与过的不同角色所带来的角

度 ── 包括用者、导师、顾问、主办方、中心老板、出版商、翻译人、监管机

构的管理层、课程发展人等，与本区的读者和肌动学爱好者分析和分享。祝愿这

个交流平台日后能吸取于过去、踏实于现在、放眼于将来；做一个能够促进本区

肌动学不断向更平衡、健康、连贯的方向发展的力量！

「国际」的定义与投入国际品牌

首先我想谈一下「国际」这两个字。现在，尤其在国内，无论消费行业抑或培训

行业，打「国际品牌」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彷佛在消费者心目中已经认定对「国

际品牌」的产品和服务有信心，消费者也愿意付出比一般国内品牌高出几倍的价

钱去买国际品牌的消费品或服务。在消费行业，一些国际名牌的价格在国内，比

同一产品在香港和国外的售价高，这现象已经是维持多年的经济事实。属服务行

业的培训界流行一句话，尤其在国内：「外来和尚好念经。」一些大大小小在香

港和国外知名度高与不太高的导师与课程，来到国内经过包装与推销，造价同样

可以比在本土的造价高出百分之十到三、四倍！这证明国内消费者对国际品牌的

产品与服务需求殷切，愿意付出高价。

那究竟培训行业里，可以用上「国际」两个字的课程或导师，衡量的定义与准则

是甚么呢 似乎行内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在这里提议以下衡量标准和定义：（ ）

有关培训课程已经在国际上七大洲中超过三大洲有所宣扬与教授；或（ ）有关

培训课程有受到由国际人士组成的国际机构管理、监管或认可；或（ ）有关导

师在世界上最少五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地区有曝光与培训经验。

我从事培训业多年，从认识灵气、 等个人成长技巧到肌动学，也参考过教练

技术、排列等课程系统，得出的结论是，「国际」的培训课程之所以有质量保证，

是因为有关课程的作品与技术，从研发到用在消费者身上，经过时间与跨文化的

考验。另外在学问的管理方面，从学问与技术的更新、新课程与产品研发、学员

培训、导师培训、学员资料档案管理、证书颁发、版权保护、人事与财务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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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经过一定的国际政策标准的监管和管理，即使很多国际机构在管理上有许多

需要完善的地方，相对于没有国际机构监管的技术，比较有统一的质量保证。

如果您有兴趣成为国际品牌的培训服务的导师／顾问或主办方，在考虑是否把自

己的金钱与时间投入或继续投入「国际」的培训品牌时，不能单看其学问本身是

否好、是否有效果、有没有「市场」、容不容易推广等；也必须全盘的来看，譬

如有关管理机构的行政是否有效率，管理是否健全等。另外要注意的，是相对其

他没有监管的技巧与技术，「国际品牌」系统里的人，需要面对的变数是比较多

的，因为牵涉的人比较多，系统的管理架构、课程系统、规矩、政策与人士也比

较复杂。这些系统的因素影响着学问的发展，也影响着参与在这个游戏中每一个

人的发展。

「认可」的意思

说过「国际」两个字，再说下「认可」两个字。目标人群为一般人的肌动学从

年代的触康健 开始发展至今，全球有两所行内公认的

国际管理机构，一家是由触康健创始人施约翰 委托，于

年成立，现注册于澳大利亚的国际肌动学院有限公司

，网址 ，机构是一家无国界的肌

动学学院，宗旨是提高意识、维持水准、发展与支持触康健与其他教育模型与责

任自负模型的肌动学在社区与专业水平的发展。学院有三个学系，其中触康健学

系 负责管理触康健课程的全球发展与注册导师／顾

问认证，触康健协会 的认证等；学院的另外

一个学系是个人发展学系 ，名下管理好几个与

责任自负模型与教育模型有关联的肌动学派系；第三个是专业发展学系

， 负 责 考 核 与 认 证 专 业 肌 动 学 家

、肌动学学校 与肌动学

的专业协会 。学院以非牟利有限公司形式运作，成

员来自各地的触康健教务理事、其他有关肌动学派系的教务理事、导师培训师、

职员、律师顾问等。除了国际认可的导师资格之外，这些机构为国际肌动学人群

提供其他机会，譬如，国际认可的肌动学顾问资格认证（提供单对单的个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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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际认可的专业肌动学家认证、国际认可的肌动学属会认证、国际认可

的肌动学课程认证、国际认可的肌动学学校认证等。

另一家全球著名的国际肌动学监管机构在 年成立，是位于美国加州文图拉

的 教 育 肌 动 学 基 金 会 ， 网 址

，机构相信有意识的运动导致最佳学习的原则，通过运动为本

的课程，让不同年龄的人士，重拾学习的乐趣。它成立的目的，是监督全球由健

脑操创始人保罗•丹尼逊与姬尔•丹尼逊的健脑操作品与技术的质量和贯彻性，

认证许可导师／顾问，监督相关课程和产品的发展，支持与运动为本的其他课程

体系的发展等。基金会在美国加州以非牟利机构形式运作，成员来自各地的董事

会成员、教务理事、行政人员、法律顾问、各地的导师专业会员等。基金会提供

一系列的教育肌动学国际认证的导师资格与专业发展的机会，也给予基金会认可

的课程发展机会、认可的属会机会等。

以上两所机构以成立所在地的法规操作，按照成立以来全球行业代表共识的渠道

收集意见、进行磋商与决策，而有关决策具有国际影响力，所以其辖下管理的课

程，能称之为「国际认可」课程，而两所机构旗下的课程体系与导师，或被有关

机构认可的其他肌动学课程体系的导师，均可称为「国际认可」的课程体系与导

师。

「国际认可」平台的潜力

这个「国际认可的肌动学课程交流平台」以此命名，相信目标是服务有国际认证

资格的肌动学课程体系、学员与导师，一步一步的促进肌动学群体向国际的行业

标准迈进，与此同时收集本区的需要，向国际方面反映与作出影响。本人认为，

这个交流平台若管理完善，无论将来是以牟利或非牟利团体运作，都具备着成为

大中华区内、亚洲区内甚至世界一个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肌动学团体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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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需要

我在两个国际机构担任教务理事的职务有七年，其中 － 年担任国际肌

动学院的触康健系主任角色，有机会从行政者的角度，与学院的同僚一起管理过

学院与触康健肌动学的全球发展。过去两年行政管理的经验，让我深深明白一个

道理：肌动学行业的这些非牟利机构多年来尽力而为地管理学问地发展，但它们

与许多非牟利团体一样，面对着人手与财务上的挑战，所以它们提供的服务，有

时会比市场在各个区域发展的步伐慢，尤其当学问发展到一些跟西方的文化、经

济、法律与语言背景差异比较大的区域，譬如俄罗斯、中国等，当要做好学问的

管理，面临的挑战就更大了。

所以，再说「交流」两个字。我认为区内的这个「国际认可的肌动学课程交流平

台」，除了是一个把学问与相关导师／顾问推广与介绍给公众的一个渠道外，一

个重要的角色，是作为区内行内人士互相沟通的平台，无论在知识与技巧的水平

上、教学技术上、商业和专业操作的技术上、学问的行政管理上、行规与行为操

守标准的制定上等。有了这个交流的渠道，区内导师与主办方更容易表达自己的

需要，更容易互相沟通与作出协调，以及向国际监管机构有关方面沟通与反映，

形成一个本区区内、本区与国际互相尊重、互相承认、互相影响、互相提醒、互

相支持的交流局面。能否做到这个效果，在「交流平台」成立的头五年的一个健

康的管理与财政架构的制定，是重要的关键。

肌动学在国际与本区的发展和数据

提供了这个对「国际认可的肌动学课程交流平台」的看法的背景，我再说一说肌

动学在国际与本区的发展历史与一些统计数字。

在 年爱尔兰的一次国际肌动学交流会中，国际肌动学院（ ）的公关、美

国国际教务理事施马修 的《触康健与世界能量肌动学－来自全球

的报告》 –

的统计数字显示，自从 年第一本 《触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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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著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 种语言，全球销售量超过一百万本。保守

估计，如果每一本《触康健》能接触到 个人，那么触康健接触面大概有一千

万人。另外文中又提到一个研究生提供的数据显示，估计全球大概有

名专业人士，在他们的工作中运用肌能检测，包括物理治疗师、运动员教练、脊

骨神经科医生和各种派别的能量肌动学导师、顾问等。根据施马修的保守估计，

全球各种肌动学学会／协会，会员人数约 人，这数字大概能反映活跃的导

师／顾问的数字。此外，全球各种派系的肌动学注册／许可导师人数大概有

人，当中大概有 ％－ ％是在活跃地讲课的。国际肌动学院有三十多名

国际教务理事，活跃于 个国家。全球估计最少有 家肌动学学校／学院或培

训机构。这些粗略的统计数字，证明乔治古赫特医生（ ）

在 年代与 名应用肌动学的领导人物发起的「研究组」 ，

在 年来以迅速的步伐发展。

在施马修的文章中也有提到，在某些国家肌动学被法律承认；另外也有一些国家

的肌动学的个案咨询服务得到保险公司的保障，在澳大利亚，最少有 家私营

的保险公司为能量肌动学的个案咨询服务提供保障；在少数国家，政府为肌动学

培训提供资助。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有一家肌动学大楼里有不同类型的肌

动学导师／顾问为市民提供肌动学服务，就像是牙医、医生或律师的工作大楼一

样。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就有 家不同的机构提供一到三年的肌动学专业培训

计划服务。

肌动学在欧美澳地区发展了三四十年，在亚洲地区发展了十来二十年，肌动学课

程现在主要是以以下几种方式呈现：（ ）民办的肌动学学院或学校 － 这种形

式多流行于法律体系与教育体系比较完善的地区，譬如澳大利亚、欧洲的一些肌

动学比较发达的国家譬如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等。这些国家发展一些比

较有规模的专业肌动学协会或专业团体，管理学问发展与服务行内人士需要，民

办的学校提供一系列有系统的、一到三年的专业肌动学各种资格的培训。在某些

国家，其中有一些民办的资格获得政府承认（譬如澳大利亚），有关政府承认的

资格甚至可以越洋提供肌动学遥距文凭课程；（ ）私营的个案室、工作室、诊

所等 － 这种模式在各地都有，是一种个别肌动学导师／顾问提供个案咨询服务

和培训服务的形式；（ ）培训公司和主办方 － 全球各地都有，亚洲地区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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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形式发展，有关机构或个人不定期地在社区提供不同类型的肌动学课程培训；

（ ）连锁学校 － 这种模式很少，在俄罗斯有一家拥有五十多家分校的连锁学

校，其中有部分课程含有肌动学的内容；（ ）大学的体系 －在欧洲（譬如奥地

利）、香港，某些大学或社区学院有为当地社区提供肌动学的课程或文凭资格。

肌动学健康发展的条件

根据我在国际肌动学院看过的一些收入来源与统计数字，以触康健肌动学为例，

证书销售量最多的国家，多年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德国等占据榜首。根据我的

观察，这些国家有以下特色：（ ）政府开放的教育政策，容许民办的肌动学学

校或培训公司合法经营，甚至政府有提供鼓励行业发展的支持政策；（ ）民办

的教育机构的各种操作系统的发展比较完善，譬如跟教育行业操作系统有关的会

计软件与学员登记系统、电脑科技在业务操作的各个层面的应用、推广物的专业

形象设计等；（ ）人民对身心健康与个人发展服务有一定的需求（譬如德国战

后人民心理经历过创伤使肌动学在德国需求大）；（ ）人民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和认知，促进了蓬勃的肌动学出版行业；（ ）强大的自我规管与监察的专业团

体。以上是我观察到国外肌动学行业发展的一些成功条件。

肌动学在本区的发展和数据

再说本区的一些统计数字，从 年第一个国际认证的肌动学导师资格在香港

举办至今，参与过国际认证肌动学资格培训的导师／顾问资格的有 人次，其

中基础健脑操许可导师／顾问资格的有 人次、触康健综合课程注册导师的有

人次，发育肌动学的有 人次，调和学的有 人次；到 年 月 日，

中华区各类国际认可的注册／许可导师共 名（保留率 ％），触康健肌动

学导师 名（从 年第一届至今保留率 ％）、健脑操导师 名（从

年第一届至今保留率 ％）、发育肌动学 人（从 年第一届至今保留率

％），调和学 人（从 年至今保留率 ％）。这些数字只是反映参与基

础培训的导师人次，并不包括其他更高阶的课程的许可导师，譬如教育肌动学的

最佳脑组织模式导师、对称涂鸦游戏导师、视觉圈导师等培训人次。这些肌动学

导师与顾问分布于各地，分别在香港、北京、上海、台湾台北、广东深圳、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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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河南郑州、江苏南京、徐州、江西南昌、辽宁大连、沈阳、丹东、盘锦、

吉林长春、广西柳州、南宁以及内蒙乌兰浩特。除了这些得到国际机构认可的导

师以外，估计的各地国外派系的导师与顾问 譬如 ， 大概有 名以

内，本地出产而没有国际认证的肌动学导师估计有几十名。这些统计数字显示，

自从 年举办了第一届肌动学导师班以来，区内人民对经过国际认可课程体

系培训出来的导师的教育培训服务与一对一个案服务，有一定的信心和需求，让

导师们可以继续续牌运作。

同期以上几个科目的肌动学中文出版物方面共 本，其中触康健肌动学的书籍

和手册有 本，教育肌动学的有 本，发育肌动学的有 本，调和学有 本（已

经被翻译成外文），这些数字不包括出版的挂图与教具。即是说，从 年第

一届导师班以来，平均每年出版的书籍有 本。个人认为这个数字，相对于

广大的大中华区人民的需求来说，是不足够的，中文书与手册出版方面，是需要

加速的。作为香港的出版商，面对着的挑战包括：（ ）内地书本的价格便宜，

回报率慢；（ ）内地翻版情况相对严重，使投资者却步；（ ）具有肌动学知识

的翻译人才不足；（ ）香港的薪酬、储存与租金的成本高；（ ）内地对出版物

的一些进口的限制。这些种种因素导致现在出版方面形成了一个中文参考书与课

程手册不足的现象。相信将来有更多内地与台湾高素质的出版商与翻译人才出

现，广大人民对知识产权的意识日渐提高，中文肌动学书籍的出版情况会渐渐改

善。

潜力、挑战与造价反映需求

对有关课程的需求方面，根据我过往在香港、内地与台湾教学与接触有关市场的

经验，再加上公司的盈利数字让我知道，中港台三地之中，内地对有关技术与服

务的需求是最为殷切的，内地人民对有关学问的好奇与学习态度也是相对最浓

厚。我自己归纳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 中港台三地中内地人过去经历的心理

创伤比较多，譬如过去多年的战乱、贫穷、各类社会运动等；（ ）各地城市的

空气与食物污染越趋严重，人民的身体没有选择地长期暴露在不同的生化性紧张

源头中，对减压与健康健脑有关的技术有所需求；（ ）一孩政策导致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学习、情绪与行为的健康非常重视；（ ）内地中产与高收入人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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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品牌与高消费品，包括高消费、高质量的培训商品的需求。这些原因形成内

地人对技术有一定的需求。

在技术的供应方面，有关技术在内地的供应也是相对多挑战，原因与跨越的方法

包括：（ ）因为很多国家对拿内地护照的人民进出仍然有诸多限制，形成内地

人比较难去到国外进修，难以培训高素质的肌动学人才，把好的技术引进 － 解

决方法是在各地发展素质高的肌动学主办方，把技术与人才引进；（ ）国内人

民尤其二三线城市对知识产权的意识比较薄弱，有些技术的创始人认为技术进口

后容易被抄袭，形成国际上部分专家不愿意长期投放时间和资源发展内地市场，

宁愿投放时间发展发达地区或对知识产权比较有保障的市场 － 解决方法是提

高知识产权方面的意识和教育；（ ）因为内地的书本价格便宜，相对于拿到国

外出版权的成本、翻译成本、仓库、印刷成本等较贵，回报慢，形成有关知识与

作品的出版商，无论是香港抑或国内的出版商，投资在翻译和出版相关作品的速

度，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慢 － 解决方法是鼓励内地出版商多作投资出版；

（ ）缺乏有素质的、懂得有关技术的全职翻译专才 － 解决方法是培训肌动学

的翻译专才。

这种种原因，形成了一个「瓶颈现象」，内地相对

很多发达国家譬如欧美，对进口的培训课程的造价

也是比较高的。像先前所说，根据我自己在不同国

家讲课的观察，同一个课程，在内地的造价，可以

超逾在香港、美国与欧洲造价的 ％到 ％！稍

微低于同类课程全球造价最高但人均收入与成本也

高的日本。举例说，一个四天的基础健脑操，在美

国本土导师造价约 美元，在德国本土导师造价

约 － 美元，在香港本地导师造价约 美元，

在内地，本土导师造价约 － 美元，进口（香

港）导师约 － 美元，日本本土导师 （当

地协会规定的最低价） 美元。有些大师级的

课程的造价，相对于同一个课程在发源地（譬如美国）的造价，更能高达 ％！

相对于内地的平均收入人均总值来讲，内地的课程造价，个人认为是相对高的，

反映市场对有关国际认证的课程的信心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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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平台角色

总括以上种种的观察，在市场对「国际认可的肌动学课程」的需求下，这平台扮

演着一个重要的交流角色：

学问推广方面：

 作为一个国际认可的肌动学课程的推广平台

 作为一个国际认可的肌动学导师与顾问的推广平台

信息互动方面：

 作为一个区内导师甚至学员的一个互动平台

 作为一个区内导师与国际肌动学群体的一个互动平台

协调方面：

 协调与推动区内各导师、主办方与学员个人发展于专业发展的需要

促进方面：

 促进区内肌动学导师专业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

 促进国际看到本区导师的看法与需要

 促进肌动学导师与课程的输入（进口）与输出（出口）

祝愿这个平台发展蒸蒸日上，能量场日趋连贯、技术日趋完善，在肌动学的世界

发展历史上写出光明灿烂的一页！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