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莊子《養生主》一文中養「生」之觀點談現

                          代人養生之法

健康樂活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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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長壽公式
醫學博士茲馬諾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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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運動  合理飲食情緒穩定

懶惰 煙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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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年輕健康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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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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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營養

快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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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營養

快樂心情 適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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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年輕健康的金三角

快樂心情

1-快樂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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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年輕健康的金三角

快樂心情

我們不是因為年老而停止玩樂，
我們是因停止玩樂而變老

1-快樂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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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年輕健康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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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年輕健康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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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年輕健康的金三角

適當運動

3-適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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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評選五大健康食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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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蔬菜---蕃薯；由於蕃薯既含豐富的維生素，又是抗

癌能手，所以被選為所有蔬菜之首。其次分別是

蘆筍、捲心菜、花椰菜、芹菜、茄子、甜菜、胡

蘿蔔、薺菜、芥蘭菜、金針菇、雪菜、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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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蔬菜---蕃薯；由於蕃薯既含豐富的維生素，又是抗

癌能手，所以被選為所有蔬菜之首。其次分別是

蘆筍、捲心菜、花椰菜、芹菜、茄子、甜菜、胡

蘿蔔、薺菜、芥蘭菜、金針菇、雪菜、大白菜。

2.肉類---鵝鴨肉化學結構接近橄欖油，有益於心臟。

WHO評選五大健康食物(2/1)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WHO評選五大健康食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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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蛋白質---雞肉，被稱為「蛋白質的最佳來源」
WHO評選五大健康食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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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蛋白質---雞肉，被稱為「蛋白質的最佳來源」

4.食用油---粟米油和芝麻油。植物油與動物油按

1：0.5～1的比例調配食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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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蛋白質---雞肉，被稱為「蛋白質的最佳來源」

4.食用油---粟米油和芝麻油。植物油與動物油按

1：0.5～1的比例調配食用更好

5.種子---開心果，最佳護腦食物之一

WHO評選五大健康食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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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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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炸類食品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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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炸類食品

• 導致心血管疾病元凶(油炸淀粉)

• 含致癌物質

• 破壞維生素，使蛋白質變性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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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炸類食品

• 導致心血管疾病元凶(油炸淀粉)

• 含致癌物質

• 破壞維生素，使蛋白質變性

2.醃漬類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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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炸類食品

• 導致心血管疾病元凶(油炸淀粉)

• 含致癌物質

• 破壞維生素，使蛋白質變性

2.醃漬類食品

• 導致高血壓，腎負擔過重，導致鼻咽癌

• 影響粘膜系統（對腸胃有害）

• 易得潰瘍和發炎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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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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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工肉類食品（肉乾、肉鬆、香腸等）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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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工肉類食品（肉乾、肉鬆、香腸等）

• 含3大致癌物質之一﹕亞硝酸鹽（防腐和顯色

作用）

• 含大量防腐劑（加重肝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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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工肉類食品（肉乾、肉鬆、香腸等）

• 含3大致癌物質之一﹕亞硝酸鹽（防腐和顯色

作用）

• 含大量防腐劑（加重肝臟負擔）

4.餅乾類食品（不含低溫烘烤和全麥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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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工肉類食品（肉乾、肉鬆、香腸等）

• 含3大致癌物質之一﹕亞硝酸鹽（防腐和顯色

作用）

• 含大量防腐劑（加重肝臟負擔）

4.餅乾類食品（不含低溫烘烤和全麥餅乾）

• 食用香精和色素過多（對肝臟功能造成負

擔）

• 嚴重破壞維生素

• 熱量過多、營養成分低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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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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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汽水可樂類食品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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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汽水可樂類食品

• 含磷酸、碳酸，會帶走體內大量的鈣

• 含糖量過高，喝後有飽脹感，影響正餐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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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磷酸、碳酸，會帶走體內大量的鈣

• 含糖量過高，喝後有飽脹感，影響正餐

6.方便類食品（主要指速食麵和膨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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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汽水可樂類食品

• 含磷酸、碳酸，會帶走體內大量的鈣

• 含糖量過高，喝後有飽脹感，影響正餐

6.方便類食品（主要指速食麵和膨化食品）

• 鹽分過高，含防腐劑、香精（損肝）

• 只有熱量，沒有營養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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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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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罐頭類食品（包括魚肉類和水果類）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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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罐頭類食品（包括魚肉類和水果類）

• 破壞維生素，使蛋白質變性

• 熱量過多，營養成分低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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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罐頭類食品（包括魚肉類和水果類）

• 破壞維生素，使蛋白質變性

• 熱量過多，營養成分低

8.話梅蜜餞類食品（果脯）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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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罐頭類食品（包括魚肉類和水果類）

• 破壞維生素，使蛋白質變性

• 熱量過多，營養成分低

8.話梅蜜餞類食品（果脯）

• 含三大致癌物質之一﹕亞硝酸鹽（防腐和

顯色作用）

• 鹽分過高，含防腐劑、香精（損肝）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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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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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冷凍甜品類食品（冰淇淋、冰棒和各種雪糕）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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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冷凍甜品類食品（冰淇淋、冰棒和各種雪糕）

• 含奶油極易引起肥胖

• 含糖量過高影響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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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冷凍甜品類食品（冰淇淋、冰棒和各種雪糕）

• 含奶油極易引起肥胖

• 含糖量過高影響正餐

10.燒烤類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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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冷凍甜品類食品（冰淇淋、冰棒和各種雪糕）

• 含奶油極易引起肥胖

• 含糖量過高影響正餐

10.燒烤類食品

• 含大量「三苯四丙吡」 （3大致癌物質之首）
• 1隻烤雞腿＝60支煙毒性
• 導致蛋白質炭化變性（加重
　腎臟、肝臟負擔）

WHO評選十大垃圾食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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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1zWs5VO_U6U&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Source: Nature Neuroscience《自然神經科學》

吃垃圾食物就如同吸毒一樣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zWs5VO_U6U&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zWs5VO_U6U&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 根據美國最新研究顯示，長期吃高脂、高熱量

的垃圾食物確實會導致老鼠上癮，有如人類的

菸癮、毒癮。

• 結果發現老鼠不僅越來越胖，開始暴飲暴食，

甚至連牠們腦中負責釋放快樂感覺的「多 巴

胺」受體長期被刺激，唯有透過吃更多高脂

肪、高熱量食物才獲得快樂，連被電擊也不

怕，且寧願挨餓也不肯改吃健康食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zWs5VO_U6U&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Source: Nature Neuroscience《自然神經科學》

吃垃圾食物就如同吸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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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89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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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惡性腫瘤》                            (每17分58秒有1人死亡)       80人/日
                  肝癌                                (惡性腫瘤中第一名)             16人/日

NO.2 腦血管疾病                            (每41分22秒有1人死亡)       35人/日

NO.3 心臟疾病                                (每47分39秒有1人死亡)       30人/日

NO.4 事故傷害                                (每47分54秒有1人死亡)       30人/日

NO.5 糖尿病                                    (每1小時10分有1人死亡)      21人/日

NO.6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每47分54秒有1人死亡)        30人/日

NO.7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每2小時33分鐘有1人死亡)   21人/日

NO.8 肺炎                                       (每1小時58分鐘有1人死亡)   12人/日

NO.9 自殺                                       (每4小時1分鐘有1人死亡)       8人/日

NO.10 高血壓疾病                         (每3小時51分鐘有1人死亡)     6人/日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89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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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2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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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腦血管疾病                           (每42分22秒有1人死亡)            34人/日

NO.3 心臟疾病                               (每44分36秒有1人死亡)            32人/日

NO.4 糖尿病                                  (每52分30秒有1人死亡)             27人/日

NO.5 事故傷害                               (每1小時4分有1人死亡)            22人/日

NO.6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每1小時41分54秒有1人死亡)  14人/日

NO.7 肺炎                                       (每1小時43分鐘有1人死亡)     14人/日

NO.8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每2小時2分鐘有1人死亡)       12人/日

NO.9 自殺                                       (每2小時45分鐘有1人死亡)       9人/日

NO.10 高血壓疾病                         (每4小時45分鐘有1人死亡)       5人/日

NO.1 惡性腫瘤》                            (每14分56秒有1人死亡)           96人/日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2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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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3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NO.2   心臟疾病                                 (每40分52秒有1人死亡)      35人/日

NO.3   腦血管疾病                             (每42分36秒有1人死亡)      34人/日

NO.4   糖尿病                                     (每57分11秒有1人死亡)      25人/日

NO.5   事故傷害                                 (每1小時2分有1人死亡)       23人/日

NO.6   肺炎                                         (每1小時35分有1人死亡)     15人/日

NO.7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每1小時38分有1人死亡)     15人/日

NO.8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每1小時52分有1人死亡)    13人/日

NO.9   自殺                                         (每2小時32分有1人死亡)     10人/日

NO.10 高血壓疾病                             (每4小時45分有1人死亡)       5人/日

NO.1   惡性腫瘤》                             (每14分527秒有1人死亡)  100人/日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3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89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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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心臟疾病                                       10.6%

NO.3   腦血管疾病                                     7.3%

NO.4   肺炎                                                 5.9%

NO.5   糖尿病                                             5.8%

NO.6   事故傷害                                         5.2%                                  

NO.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3.5%

NO.8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3.5%

NO.9   自殺                                                 2.9%

NO.10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2.8%

NO.1   惡性腫瘤》                                   28.1%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89年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及每日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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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粗死亡率481.9男性粗死亡率748.6

98年男女性十大死因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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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8年男女十大死因比較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21

男性癌症粗死亡率217.4
女性癌症粗死亡率127.8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8年男女十大癌症死因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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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每十萬 死亡
98年青年（15-24歲）死亡原因   人口 百分比
  人數 死亡率 %
   
所有死亡原因 1,459 45.2 100.0
   
事故傷害 685 21.2 46.9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203 6.3 13.9
惡性腫瘤 143 4.4 9.8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30 0.9 2.1
骨骼肌肉系統及結締組織之疾病 23 0.7 1.6
加害（他殺） 22 0.7 1.5
先天性畸形變形及染色體異常 19 0.6 1.3
腦血管疾病 10 0.3 0.7
敗血症 9 0.3 0.6
肺炎 9 0.3 0.6
其他 306 9.5 21.0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8年青年15-24歲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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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每十萬 死亡
98年壯年（25-44歲）死亡原因   人口 百分比
  人數 死亡率 %
   
所有死亡原因 10,668 140.2 100.0
   
惡性腫瘤 2,623 34.5 24.6
事故傷害 1,779 23.4 16.7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1,541 20.3 14.4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901 11.8 8.4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694 9.1 6.5
腦血管疾病 389 5.1 3.6
糖尿病 161 2.1 1.5
肺炎 138 1.8 1.3
敗血症 127 1.7 1.2
骨骼肌肉系統及結締組織之疾病 110 1.4 1.0
其他 2,205 29.0 20.7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98年壯年25-44歲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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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死亡年齡中位數增長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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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死亡年齡中位數增長４歲

 98年國人死亡者平均年齡為69.6歲，較88年增

加4.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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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死亡年齡中位數增長４歲

 98年國人死亡者平均年齡為69.6歲，較88年增

加4.3歲

 98年死亡年齡中位數為74.0歲，較88年增4歲

◦ 男性增加3歲

◦ 女性增加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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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死亡年齡中位數增長４歲

 98年國人死亡者平均年齡為69.6歲，較88年增

加4.3歲

 98年死亡年齡中位數為74.0歲，較88年增4歲

◦ 男性增加3歲

◦ 女性增加4歲

 平均壽命增加，但…活得健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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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死亡年齡中位數增長４歲

 98年國人死亡者平均年齡為69.6歲，較88年增

加4.3歲

 98年死亡年齡中位數為74.0歲，較88年增4歲

◦ 男性增加3歲

◦ 女性增加4歲

 平均壽命增加，但…活得健康嗎？

 妳/你的自我覺醒及自制能力強過老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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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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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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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 6.5%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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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 6.5%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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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 6.5%

血壓（Blood Pressure)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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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 6.5%

血壓（Blood Pressure)  

  　＜ 130/80 mmHg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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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 6.5%

血壓（Blood Pressure)  

  　＜ 130/80 mmHg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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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 6.5%

血壓（Blood Pressure)  

  　＜ 130/80 mmHg

血脂：壞膽固醇（LDL-C)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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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撇步，控制ABC
血糖：糖化血色素（ HbA1c ）

   　＜ 6.5%

血壓（Blood Pressure)  

  　＜ 130/80 mmHg

血脂：壞膽固醇（LDL-C)  

  　＜ 100 mg/dL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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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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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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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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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植物固醇和膽固醇不同，人體的膽固醇是來自於肝臟自行合成，一部分
則來自於攝取的動物性食物，如肉類、動物脂肪和奶類，而植物固醇則是來自
於植物，包括各式榖類、雜糧、堅果、種子、蔬果等脂質中的成分；尤其富含
於芝麻、杏仁中，而蔬果類如哈蜜瓜、青花菜、菠菜、黃豆、海藻裡，也含有
很豐富的植物固醇。

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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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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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一般葡萄糖胺補充品是取自幾丁質，這種物質在龍蝦和螃蟹的殼上都
能找到，但無法從食物中直接攝取，所以需要服用專門的葡萄糖胺補
充劑來補充。(除非你能不剝殼就把龍蝦吃下去...)

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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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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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前花色苷基素(OPC) ，為葡萄籽萃取物 。 據研究其抗氧化的能力是
維他命C的20倍；維他命E的50倍。而抗氧化則等於抗老化。
•番茄紅素是人體最常見和是最有力的類胡蘿蔔素抗氧劑之一。 含量
高的水果和蔬菜有蕃茄、西瓜、葡萄柚、芭樂、木瓜、紅椒。不同品
種的蕃茄和蕃茄的成熟度也會影響蕃茄中番茄紅素的含量。據統計蕃
茄和各類蕃茄製品佔了85%的日常生活番茄紅素攝取量。

青壯年期營養保健守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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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營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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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難以達成!?
 外食頻率增加

 偏食及飲食習慣不佳

 土地翻耕頻率增高，食物內所含的營養素減少

 不當的食物處理

 特殊疾病或健康狀況

 不同的年齡與性別，對營養素有不同需求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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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攝取營養補充品的理由

 營養不均衡：外食、偏食及飲食習慣不良、食
物內所含的營養素減少、不當的食物處理

 體內產生自由基：不良的生活習慣、生活壓
力、生活中的有害物質(環境荷爾蒙等)

 特殊疾病或健康狀況

 預防重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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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預防重於治療
 羅馬非一天造成的！

 維修 vs.保養 

 藥品 vs. 毒品

◦藥品是治療跟控制疾病用的！

◦藥品對肝腎所造成的負擔大，

副作用也相對多

 最好的醫師：自身的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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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標語吃的不對，不如不吃吃的正確，活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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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行判斷營養品是否適合成的(1/2)
 維他命E：如果是寫dl-alpha-Tocopheryl 

Acetate 就是合成的！
 礦物質：成分標示如果是寫Cupric Oxide 銅氧

化物、Manganese Sulfate 硫酸錳、
Potassium Chloride 氯化鉀、Sodium 

Selenate 硒化鈉、等等型式的，都是化學合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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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行判斷營養品是否是合成的(2/2)
 其他成分：如果寫有Lactose 乳糖、Talcum 滑

石粉、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鈦、Starch 澱
粉、食用色素、Sodium Benzoate 苯甲酸鈉、

Potassium Sorbate 己二烯酸鉀、Benzoic 
acid 安息香酸、Benzoin Sodium 安息香酸

鈉、等等的，就是有一大堆添加物及防腐劑的化

學合成營養品，絕對不是天然蔬果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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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合成或部份天然的營養品 純天然成分多的營養品

開封後久存不會變色、變質 開封後容易受潮、變色、變質

放入水中不易溶解 會迅速在水中溶解

溶解後呈混濁狀 溶解後會有沉澱微粒

聞起來有藥味，有噁心感 聞起來有蔬果香味

色素糖衣，折斷後表裡顏色不一 不加糖衣，折斷後表裡顏色一致

用有顏色的單色或雙色膠囊 不用有色的膠囊，大多用透明膠囊

顆粒顏色不自然，加有色素 顆粒顏色自然，不含色素

用塑膠瓶包裝，或錫箔或紙盒包裝 用褐色玻璃瓶包裝

如何挑選較天然的營養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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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澱粉（cornstarch）
 交聯羧甲基纖維素鈉（Croscarmellose sodium）
 糊精（Dextrin）
 羧甲基纖維素鈉（Carboxymethylcellulose sodium）
 檸檬酸鈉（Sodium Citrate）
 二氧化鈦（titanium dioxide）
 滑石粉（talcum powder, talc）
 食用色素x 號
 己二烯酸鉀（Potassium sorbate）
 安息香酸（Benzoic Acid.）
 安息香酸鈉（sodium benzoate，Benzoic acid, sodium salt）
（後三者是防腐劑）等。

如何挑選較天然的營養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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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天然？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美國的營養品標準寬鬆，只要含有30%天然原料

就可以打上「nature」

 70%添加物又是何物？

何謂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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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營養品標準寬鬆，只要含有30%天然原料

就可以打上「nature」

 70%添加物又是何物？

專利技術難度高！成本也很高！

有80%以上是純天然原料就是營養品中的極品！

何謂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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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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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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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選購的六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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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選購的六大要件

 1.主成份儘可能天然 (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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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選購的六大要件

 1.主成份儘可能天然 (鈣除外) 
 2.經純化過 (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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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選購的六大要件

 1.主成份儘可能天然 (鈣除外) 
 2.經純化過 (粹取)
 3.好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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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選購的六大要件

 1.主成份儘可能天然 (鈣除外) 
 2.經純化過 (粹取)
 3.好吸收 
 4.成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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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選購的六大要件

 1.主成份儘可能天然 (鈣除外) 
 2.經純化過 (粹取)
 3.好吸收 
 4.成份完整 
 5.好用，有感覺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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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選購的六大要件

 1.主成份儘可能天然 (鈣除外) 
 2.經純化過 (粹取)
 3.好吸收 
 4.成份完整 
 5.好用，有感覺到效果
 6.價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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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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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

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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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

 增加心臟及肺臟的功能

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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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

 增加心臟及肺臟的功能

 降低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脂蛋白

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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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

 增加心臟及肺臟的功能

 降低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脂蛋白

 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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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

 增加心臟及肺臟的功能

 降低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脂蛋白

 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增加肌肉、血管彈性及血液循環

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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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

 增加心臟及肺臟的功能

 降低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脂蛋白

 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增加肌肉、血管彈性及血液循環

 防止關節僵硬，保持骨骼健壯

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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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

 增加心臟及肺臟的功能

 降低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脂蛋白

 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增加肌肉、血管彈性及血液循環

 防止關節僵硬，保持骨骼健壯

 增強自信心，變得較積極、樂觀

運動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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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前，記得先做暖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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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前記得要做暖身運動，強度

 慢慢增加，避免危險及傷害。

運動前，記得先做暖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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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前記得要做暖身運動，強度

 慢慢增加，避免危險及傷害。

 運動結束前，不要馬上停下來，

 應有適度的緩和運動，讓身體更

 健康。

運動前，記得先做暖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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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時需穿適當的鞋襪和其他

 保護物。

 糖尿病患者絕對不要赤腳運動，

 且避免單獨一個人運動。

準備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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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法則：應有固定運動時間，每週至少要3

次、每次至少30分鐘、運動後心跳達到130下

左右才能達到效果。

運動的目標在於使運動時心跳速率達到相關年

齡運動後最大心跳速率的 70~ 85% （如後

表），但是需以心臟能負荷的程度為前提，運

動中若感到不適，請緩和後停止運動，千萬不

可勉強。

運動要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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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心類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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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端溫度（高溫、極冷）和天候不良

（霧、雨天）時，室外運動不宜。

不要在飯前或飯後一小時內運動，每次運

動時間約 20~30 分鐘。

何時不適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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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形者，最好先接受醫師評估

後，再決定運動的種類與強度。

誰不可以劇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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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形者，最好先接受醫師評估

後，再決定運動的種類與強度。
　 視力模糊

誰不可以劇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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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形者，最好先接受醫師評估

後，再決定運動的種類與強度。
　 視力模糊

　 玻璃體出血

誰不可以劇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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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形者，最好先接受醫師評估

後，再決定運動的種類與強度。
　 視力模糊

　 玻璃體出血

　 神經系統知覺損害

誰不可以劇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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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形者，最好先接受醫師評估

後，再決定運動的種類與強度。
　 視力模糊

　 玻璃體出血

　 神經系統知覺損害

　 曾有高血壓、中風、心臟病、肝、

　 腎功能不好者

誰不可以劇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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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三圈︾右三圈︾扭扭腰︾聳聳肩…

大家一起來運動﹁

Are you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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