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運動指引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中華民國105年12月出版

温 啟 邦．主 編



4 前言

 ｜全民運動建議｜

8 每天運動15分鐘讓您多活3年

10 運動的技巧不難，從健走15分鐘開始

12 要長壽延年――走路好？還是慢跑好？       

14 為何我們將「刻意的運動」才認定是運動？

	 ｜醫事人員促進運動聯盟｜

20 醫事人員勸病人運動

22 15分鐘運動不難，關鍵在如何持久

24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運動有如萬靈藥｜

26 運動愈多，離病愈遠 

28 運動可降低百病風險

30 運動可以降低罹癌風險

32 不運動比三高更可怕

34 運動是心血管疾病的勁敵

36 不運動有多壞？

38 運動可以改造大腦

42 戶外活動不足，造成「近視王國」的汙名

45 「短視」的教育，造成近視眼大流行

46 久坐≠不運動

48 久坐傷害大？還是不運動傷害大？

｜目錄｜



 ｜介紹各國倡設運動策略｜

52 日本首創簡易運動「+10」：「Plus 10」                                     

55 「+15」：「Plus 15」（臺灣版） 

	 ｜日行萬步｜

58 什麼是「Wogging」？挖金勝過掘金？

61 如何讓運動持久、不打烊？

64 運動減肥是迷思？ 

67 沒人知道我運動

69 古代名人就曾勸要運動

70 拼經濟，靠運動

72 臺灣人運動不足

74 臺灣的U型社會

76 「不運動是不正常」 

	 ｜附錄｜

80 臺灣各年齡運動盛行率

82 介紹中華文化特倡的老人運動

86 運動建議――國內現有版本

87 運動建議――國際版本

89 本指引的可行性

94 參考文獻

100 運動指引共識團隊



4         新版運動指引

二十年來，推廣每天30分鐘的運動，對健康的益處已無庸置疑，但

成效不彰，在臺灣有75%的成人達不到。這麼多人達不到，並非我們不

夠努力推廣，一定有其內在原因。30分鐘是否太長？可否減半？剛好國

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發現每天15分鐘也能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比起30
分，做15分鐘的運動還要找藉口說太忙，應該會變得很難吧！

我們強調的運動是要「刻意」的運動，有別於家務、交通或工作

上的勞動，因為那些是非做不可的；刻意的運動是自願自發、樂於完成

的，會分泌安多酚（endorphin），令人感到愉快。

也許有人要問：「每天走15分真的那麼有用嗎？」我們研究發現對

糖尿病病人、高尿酸病人，每天至少規律15分鐘運動的健康促進好處很

多。規律15分鐘運動可以防百病、治百病，美國CDC主任（相當於國健

署署長）說運動幾乎是萬靈藥 （closest thing to a miracle drug）。

不同的運動其目標不同，約可分為四種，本指引強調的是第一項。

做好第一項，養成運動習慣，其他三項或許會水到渠成。

一、心肺功能（有氧運動、健走）

二、肌力訓練（舉重、單雙槓）

三、靈活度（元極舞、社交舞）

四、體重控制（長時間運動）

再好的指引，若不被廣泛閱讀使用，而束之高閣，就會成為象牙塔

的廢紙。我們希望由醫事人員推動開始，人手一冊。首先要讓全國國民

知道我們運動非常不足（每十位有六至七位沒達到每天運動15分鐘的目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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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光有健保、光靠吃藥是不夠的，而運動的人可以少看病少吃藥，

運動對疾病的癒後特別有效。

因此我們也成立「臺灣醫事人員促進運動聯盟」，從醫事人員自

身運動做起，以身作則，然後要求每位病人每天健走15到30分，或慢跑

5至10分鐘。今後醫事人員逢病人就問：「您今天走15分鐘了沒？」也

希望告訴病人不運動會得癌症、心臟病、中風。千萬不要錯失運動的良

機！

感謝「國家衛生研究院 論壇」提供平台，讓本指引得以走出象牙

塔，目標是全國醫事人員都能人手一冊，以一句話感動病人，開始運

動、持續運動！

祝各位

    成功運動    挑戰自我

    持之以恆    賺到健康    天天享樂！

前言

每日十五分				健康轉乾坤

A 15-minute walk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全民運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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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每天至少運動15分鐘讓您多活3年以上。

出於自願、持之以恆的運動。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每日一蘋果，醫師遠離我

A 15-minute walk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每日健走15分，健康轉乾坤

每天運動15分鐘讓您多活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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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於國際頂尖的「柳葉刀」（Lancet）期刊發表的論文「達

到健康的最低運動量」。

健走標準參考

本指引的優點：

採納有文獻基礎的建言

參考文獻：47

每天健走15分鐘
可延年益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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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技巧不難，從健走15分鐘開始

跑步效果很好，

但是剛開始運動者會覺得很累，不願意跑，日久也可能會受傷。

15分鐘看似很短，但是您可完成：

‧一天2000步 
    走完1.5公里，積少成多

‧一週10公里 
    一個月42公里（馬拉松的距離）

‧一年400公里 
    從基隆走到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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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15分鐘，效果最佳

每天運動15分鐘以上，能降低癌症、心臟病、中風、糖尿病風險，並

延長3至5年壽命。

運動愈多愈好，但是每天運動的「第一個15分鐘」益處最大，比第二

個、第三個15分鐘都要好！

健康效益的上限仍待研究中

運動愈多好愈多好，15分、30分、60分、90分……

參考文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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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長壽延年――走路好？還是慢跑好？ 

第一個15分鐘的益處最大。

慢跑5分相當於健走15分

慢跑25分相當於健走105分

即：健走要用2-4倍時間，才能趕上慢跑

時間效益是慢跑優於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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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健走與慢跑可混合使用

開始運動者，先健走

時間可以愈走愈長、距離可以愈走愈遠

持續一段時間後再慢跑

健走優點比慢跑多			跑步容易受傷

健走：

‧容易持續

‧較輕鬆

‧不會汗流浹背

‧能培養靈感

‧增進社交

我們強烈建議大家健走，尤其是開始運動者與年長者

參考文獻：20,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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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們將
「刻意的運動」才認定是運動？

「leisure time」是指不要太休閒，要為運動而運動。

哪些算是刻意運動？

舉例：

1. 為運動而運動的健走或跑步。

2. 上樓時刻意走樓梯。

3. 上下班原要走過三條街去搭車，改成走十條街。

4. 游泳、球類、武術、舞蹈、爬山、重量訓練……等。

要真正出於自願、不被強迫的運動，才會持之以恆，

這些運動能提倡、能鼓勵。

身體活動種類：

1. 交通：上下班

2. 家務：煮飯、園藝、帶小孩、打掃

3. 勞動：工作時的活動

4. 運動：刻意運動――常在休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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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刻意運動是自發性，會分泌安多酚（endorphin）讓心情很愉快。

運動是一種享樂，不快樂的運動不會持久。

每天多活動一點，其實就是刻意的增加，就是運動。

當然，若能增加任何種類的身體活動，對健康都會有益

參考文獻：1,44





醫事人員
促進運動聯盟

Taiwan Medical Alliance for Physical Activity (TM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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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首創

28個醫學會與醫師、護理師、藥師、物理治療師等公會聯合參與。

2014年8月18日，百人參與，宣示成立

――推廣全民運動，健康是財富之本 記者會――

醫事人員如何以一句話落實每位門診病人運動

曹純鏗、蔡明忠、紀政、温啟邦、呂鴻基、邱淑媞、吳成文、熊昭、李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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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宗旨：

1. 台灣人嚴重缺乏運動

2. 醫師不勸人運動。

3. 一年看病15次，錯失可感化機會。

4. 改變台灣運動文化，培養國人運動習慣及運動家風範。

聯盟之作法：

1. 以推廣新版運動指引，提升醫事人員的運動知識、技巧與態度。

2. 廣結善緣、口語相傳，讓大家告訴大家。

3. 一句話勸病人運動，感動病人。

4. 以強調不運動的壞處，提倡運動。

5. 健走15分鐘，是萬靈藥能防百病。

6. 舉辦運動醫院競賽―模仿無菸醫院競賽。

一句話勸病人：

你的病與不運動有關，你不運動我可能治不了你的病。

「Teachable moment」――可感化片刻

‧醫師看病時，是最好說服病人的時刻！

‧因此醫師忙著看病之餘，更要把握機會，勸病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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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勸病人運動

一句勸告的話抵萬金、重複後可救人一命。

臺灣每人每年看病15次

接觸機會特多

醫事
人員

一句話

醫護人員要不斷地勸病人運動

告訴病人：

每天15分鐘的運動是萬靈藥，

你的疾病與不運動有關，

若不運動，您的病可能較難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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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病人運動，一次、二次也許沒效

需要多次重複，感動病人

接觸病人，改變病人的觀念

                ‧不運動與病有關

關懷病人，改變病人的認知

                ‧我缺乏運動

感動病人，改變病人的態度

                ‧我想開始運動

如何開始運動、如何持續運動？

詳見本指引內容。

醫師、護理師：

運動有如萬靈藥

能防百病、治百病

幾乎沒有副作用

藥師：

藥補、食補，不如運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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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鐘運動不難，關鍵在如何持久

每天健走15分鐘，就可延年益壽、減少百病，創造奇蹟，

但關鍵在需要持之以恆，天天都要15分鐘以上的健走。

以四化一先原則   將運動持之以恆

趣味化

紓解壓力，沉浸其中

生活化

讓運動有如吃飯

享受美食無罪惡感

社交化

運動的朋友可以深交

請人吃飯不如請人流汗

沒有流汗，拒絕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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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日行一善   運動15分鐘

每天做一件好事並不難，會活得很快樂。

做好事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因為從幫助別人，

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每天做一件運動並不難，會活得很快樂。

做運動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自己。

競賽化

以球會友、以運動會友

運動優先

萬事莫如運動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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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出處：老子「道德經」）

運動靠累積，每日有運動，就是成功。

  ↑
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登高必自卑

行遠必自邇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階段改變模式：改變「成功」的定義

「每往前踏出一步，就獲得成功」，非一口氣攻頂

維持期
有規律運動並持之以恆

行動期
開始運動

準備期
有想要開始運動

思考期
正在思考運動好不好
（運動有那麼好嗎？）

懵懂期
目前完全不想運動
（與我無關）



運動有如萬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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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愈多，離病愈遠

30分鐘比15分鐘更好，60分鐘比30分鐘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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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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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可降低疾病風險

參考文獻：6-7,9,11,13,20,29-30,34-35,37-40,42,45,51

沒病 有病 惡化／死亡

運動：
減少疾病

運動：
減緩惡化



29運動有如萬靈藥

運動對有病或沒病、

                男女老少，

                都有好處

幾乎所有的病，都與不運動有關。

多少病與不運動有關？數算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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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可以降低罹癌風險

運動防癌，即使得癌，有運動者也會活得久一點。

飲食、營養、身體活動與癌症預防：全球觀點。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於2007年召集世界知名的專家學者所主導的系統性

文獻回顧。

運動與癌症

根據世界專家學者們的決議，歸納多篇有關

運動減少癌症風險的研究，並將證據分級。

證據強度

證據充足

可信

有證據

但篇數較少

減少風險

腸癌

乳癌
子宮癌

肺癌

胰臟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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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休閒運動，結腸直腸癌風險較低

低 高

國外系統性文獻回顧：

運動降低約25%的癌症風險

　 平均風險降低	 支持的文獻數量

腸癌 20% > 60
乳癌 25% > 110
子宮內膜癌 25% > 20
攝護腺癌 15% > 33
肺癌 30% > 20
卵巢癌 15% > 20
胰臟癌 45% > 20
胃癌 30% > 15

Kruk and Czerniak. Asian Pac J Cancer Prev 2013; 14(7): 3993-4003.

參考文獻：18,50

繼續不運動，小心癌症找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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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運動比三高更可怕

防糖尿病風險，靠運動

防高血壓風險，靠運動

防高尿酸風險，也靠運動

臺灣本土研究：

運動降低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死亡風險，

同時有糖尿病與腎病者運動能大幅降低死亡。

相
對
死
亡
風
險

Wang, et al. Am J Nephrol 2013;38(6): 50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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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研究：

高血壓者有運動習慣，能減少死亡風險、

克服高血壓的壞處。

臺灣本土研究：

高尿酸者有運動習慣，則全因死亡風險大幅降低，

甚至比尿酸正常但不運動的人更好。

Li, et al. J of Hypertension 2014.

Chen, et al. Ann Rheum Dis 2014; pii: annrheumdis-2014-205312.

參考文獻：5,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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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在臺灣是僅次於癌症的殺手，每年死亡3.3萬人（平均每5人

裡有1人），包括心臟病、中風、高血壓。

數篇發表於世界頂尖期刊的文獻皆指出：每週健走90分鐘以上，能顯著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運動是心血管疾病的勁敵

原文 ▓2.5-7.2 MET-h/wk = 90分/週
         ▓7.3-13.4 MET-h/wk = 150分/週

發表於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樣本為50歲以上的美國婦女7.3萬人，

健走愈多，心血管疾病風險愈低，呈顯著趨勢。

Manson, et al. N Engl J Med 2002; 347(10): 71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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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Lancet：
分析41萬臺灣人的資料（平均追蹤8年）

每週運動90分鐘以上降低多種死亡風險

包含心血管疾病，且運動愈多愈好

發表於JAMA：

分析3.9萬美國女性（45歲以上）的資料

平均要每週90分鐘以上的健走

能減少冠狀動脈心藏病的風險

Wen, et al. Lancet 2011; 378(9798): 1244-1253.

參考文獻：20,21,47

Lee, et al. JAMA 2001; 285(11): 1447-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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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運動有多壞？

不運動有如吸菸（對整個社會）。

1. 全球不運動的盛行率（35%）高於吸菸（26%）

2. 吸菸的相對死亡風險（RR=1.57倍）高於不運動（1.28倍）

3. 以歸因公式（RR-1）／RR ×盛行率，估算出歸因比例

4. 將 死亡人數×歸因比例，估算出歸因死亡人數

5. 世界上每年死於不運動的人數與吸菸差不多（5百萬人）

6. 臺灣不運動是世界的二倍，死於不運動的也是吸菸的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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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

影響人體健康的要素：

不是靠看病吃藥（健保不可靠）

參考文獻：24,36,48

信不信由你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以及知名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指出，

影響人體健康的要素裡：

‧生活習慣佔三分之二

‧醫療只佔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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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可以改造大腦

人會變聰明、靈活、討人喜歡。

運動能鍛鍊的不只您的腳！

哈佛教授John J. Ratey著

學生：學業成績進步

青少年：提昇注意力、改善人際關係

成人：樂觀、進取、活潑、受歡迎

老人：減少憂鬱症，避免失智症

全民：幸福，提昇經濟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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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業成就，注重體育課

現行12年國教，中小學體育課每週只有2節，嚴重不足：

1. 多篇文獻指出，多上體育課能幫助學生提高學業成績。

2. 讓家長知道：加強體育課，孩子的學業成績也會變好，可以不上補

   習班。

3. 為培養身心健全的國民，升學甄試應考量運動能力與技巧。

臺灣中小學體育時數太少

 每週體育課 每週社團活動 平均每日運動時間

歐美       5節        3-5次 60分鐘

日本       3節        4-5次 60分鐘

臺灣       2節        1-2次 20分鐘

參考文獻：2,4,10,11,13,17,41,52,53



40         新版運動指引

《天下》雜誌：

運動培養3Q
讓我們更聰明

IQ （智商）

       ―― 學習專注力

       ―― 創造力、想像力

EQ（情緒商數）

       ―― 樂觀、幽默感

       ―― 紀律、尊重

AQ（逆境商數） 
       ―― 責任感、毅力

       ―― 積極、有勇氣

《康健》雜誌：

久坐會短命

―― 癌症

―― 糖尿病

―― 心臟病

―― 慢性腎臟病

―― 肺栓塞

―― 肥胖

久坐一小時

減壽22分鐘

等於吸兩根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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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

多運動，邁向成功

不運動，難以在職場有好表現

―― 人脈

―― 生產力

―― 快樂的工作心情

―― 領導力、管理能力

―― 決策力

―― 團隊合作

四肢發達，精神更集中

《科學人》雜誌：

運動

讓我們每個細胞都健康

從立即到長遠的好處

―― 心肺

―― 神經系統

―― 免疫系統

對全身皆有益處

―― 內分泌系統

―― 肌肉骨骼

―― 降低癌症風險

運動讓頭腦好、心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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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不足，造成「近視王國」的汙名

全民80%近視，一代比一代多很多。

近視王國的三大迷思：

1. 遺傳使然

2. 看書、補習時間長

3. 看電視、電腦、滑手機

反證：明顯是環境因素

1. 1960年代只有18%人有近視

    現今有超過80%的人近視 
    ――與遺傳關係不大

2. 近視其實是因為沒有足夠的

    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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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充足日光是產生近視的重要因素

‧日光：10,000 Lux以上

‧室內：500 Lux
‧因為充足光照可減少眼球疲勞

    抑制眼球增長、預防近視

（最大照明） （日光）

戶外活動愈多、日光下運動愈多，近視愈少

‧中國的研究：

    增加40分鐘戶外活動，3年減少9.1%的學童近視率

‧6-7歲小孩：

    澳洲雪梨戶外活動14時／週，近視率3%
    新加坡戶外活動3.2時／週，近視率30%

} 相差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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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vol.519
(19 March 2015)

《Nature》雜誌：

‧室內運動只對健康有益，但是無法預防近視

‧室外日光充足，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比室內不易產生近視

光線不足，

眼球變長，

造成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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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視」的教育，造成近視眼大流行

資料來源：
Nature學術期刊2015年Vol.519

亞洲四小龍以高度近視著稱

臺灣別的比不過

近視卻不落人後

臺灣現代20歲就有超過80%近視，其實臺灣

在小學畢業近視率就已經突破6成，每3人就

有2人近視，這是近年才發生的大事。

※臺灣：衛生福利部「臺灣地區

6-18歲屈光狀況之流行病學」調

查資料

日本：文部科學省學校保健統

計調查

日本近視較少――學校鼓勵課外活動

 每週體育課 每週社團活動

日本       3節        4-5次

臺灣       2節        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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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不運動

這世界上有四種人：您屬於哪一種人？

運動並沒有減少或取代久坐

即使是有運動的人，也會久坐、也有風險

 沒運動的人 有足夠運動的人

美國 平均坐472分／日 平均坐489分／日

臺灣 57%的人是久坐生活 61%的人是久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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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低估每天久坐的時間

工作（6小時） + 交通（1小時）

 + 電視（1小時）+ 手機與電腦（2小時）

+ 用餐（1小時）

每天8-12小時的久坐

―危害上身而不自知

久坐時間愈來愈長

1960年代＜6小時／日

2010年代＞8小時／日

各國趨勢皆同

臺灣也不例外

久坐的潛在危險

★美國心臟學會對久坐的定義：低於1.5METs的活動

‧坐著休息狀態的耗能約為1MET，緩慢步行約為2MET，健走為3MET

疾病纏身

‧多看一小時電視，心臟病+8%
‧坐10小時以上，中風+21%
‧代謝症候群+73%
‧每多坐2小時，糖尿病+20%

肌肉退化、血液循環不佳

‧腹部鬆弛

‧髖部僵硬、不靈活

‧臀部與腿部肌肉無力

‧下半身血液循環變差

‧動脈硬化

大腦遲鈍

‧含氧血液流入量減少

‧化學物質流通慢

‧大腦昏沉、思緒不清

心理健康問題

‧憂鬱、煩躁

骨骼傷害

‧可能拉傷頸椎

‧肩與背部酸痛

‧脊椎、椎間盤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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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傷害大？還是不運動傷害大？

無論有無運動，久坐都會短命、是獨立的危險因子

(1) 不運動的傷害大於久坐

      男性   久坐傷害 = 減壽2.8 歲
                 不運動傷害 = 減壽5.1 歲
      女性   久坐傷害 = 減壽4.0 歲
                 不運動傷害 = 減壽5.1 歲

(2) 久坐又不運動，會減壽8至9歲

久坐是「新的菸害」嗎？

（《康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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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臟醫學會的最新呼籲（2016年8月），重視久坐的危害，會引起

心臟病、糖尿病、心理憂鬱，並且減壽。

解決方式：

每30分鐘離開椅子至少3分鐘→中斷久坐的狀態。

(1)相同運動量，久坐的風險高於沒有久坐

(2)無論是否久坐，運動都能降低風險

不運動者                需要每日運動15分去延壽3年

久坐者                    需至少要運動多少才能化解其危害呢？

                                答案：額外15分鐘，延壽2-4年

不運動又久坐者    需要每日至少15+15=30分鐘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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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夜晚寒冷而漫長，閒無聊

賴，夜起坐在北屋低吟歌唱，消解

難耐的寂寞。窗外的水井臺上已經

結了厚厚的一層冰，月光透過窗戶

將清輝灑落我的閨房，更給冬夜增

添了一絲的孤寒。

白居易（唐詩）

閑坐看書

貽諸少年

夜坐吟  李白

冬夜夜寒覺夜長，

沈吟久坐坐北堂。

冰合井泉月入閨，

金缸青凝照悲啼。



介紹各國
倡設運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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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創簡易運動「+10」：「Plus 10」

◎ 什麼是「+10」 ?
1.（+）是強調「增加」（個人當日活動量），而非只做10分鐘

2.每天都多加10分鐘運動（包含日常活動），不管當天是否已運動過

3.有運動者「+10」，沒運動者也要「+10」

  優                        劣

‧全球首創「+10」新觀點

‧簡單易行

‧運動雖量少，

    總比沒有好

    ――Less is more

‧老少咸宜

‧運動10分鐘能提升多少健康？

‧10分鐘太容易，會輕易被忘掉

‧10分鐘的健康效益不明確，

    只有15分鐘研究證實有健康益處

‧社交是運動目的之一，但時間不夠長

‧對年輕人挑戰性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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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醫學院：

意想不到的 健走五項好處

1. 健走將天生的肥胖基因功能減半。

2. 健走減少對甜食的渴望。

3. 健走減少乳癌風險。

4. 健走保護膝關節，預防關節受損。

5. 健走增強免疫系統不易生病感冒。

◎久坐比吸菸更有害健康！

A Harvard Medical School Special Healt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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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26

「+10」此篇（以讀者投書方式）發表於

――美國心臟病學學會雜誌JACC

日本學者發表於日本期刊，說明：

10分鐘活動可以

↓降低

罹患慢性病相對風險3.2%

由於近十年日本活動量日益減少，

因此以+10（增加10分鐘）增加活動量。

每
日
步
行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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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lus」15（臺灣版）

每天增加15分鐘運動（不管是否已有運動）

‧ ‧

      歐洲新創：10-20-30運動法

◎北歐研究人員提出：

    10（秒）―20（秒）―30（秒）的運動訓練法

     ――發表於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時間效益

比一比

  30秒

  20秒

  10秒

  健走     3分        3分

  慢跑     2分        6分

  快跑     1分        6分

健走15分

循環6次
實際時間

相當於
健走時間    （合計） 

參考文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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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12

◎有計時器的幫忙會更好

活化健走：

以12分獲得健走30分

的效益

特點

‧以12分鐘獲得健走30分的效益

‧30秒低強度→20秒中強度→10秒衝刺

‧相當於30分鐘健走，可以延壽四年

‧此訓練證明能夠幫助減少用藥

‧運動後可改善心血管疾病及降血壓



日行萬步
不會受傷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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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Wogging」 ? 挖金勝過掘金?：

Walking（挖金）：健走

Jogging（掘金）：慢跑

Wogging （Walking+ Jogging）

又挖又掘：健走＋慢跑

日行萬步：持續三週減重一公斤

每天走六到八公里花九十分鐘

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

‧健走比跑步緩和，適合銀髮族

‧膝蓋較不易受傷

‧發起「百萬聚樂步」

‧問候語由「吃飽麥？」改為「今天走了幾步？」

萬步博士――（日本）波多野義郎教授

                        （台灣）紀政女士

1982年發表「步行數與卡路里消耗之關係」

‧每天走一萬步可消耗300卡路里熱量

一萬步約走90分鐘

相當於慢跑23分鐘

時間效益慢跑優於健走

◎30步=一大卡

1公斤體重7000卡

21萬步=1公斤體重

好處 人人可行、減肥靠萬步

缺點 時間長、不易持久

可利用走路聽音樂、聽新聞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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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陶醉

抬頭挺胸縮小腹

高揮雙手過腰部

扭腰擺臀尋粉絲

婀娜多姿我最酷

二九居士

健走口訣

抬頭挺胸縮小腹

高揮雙手過腰部

自然擺動肩放鬆

邁開腳步向前走

                       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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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環湖步道（33公里）

新店溪-淡水河步道（30公里）

紐約高架花園步道公園（2.2公里）

台北新生高架空中花

園步道（建議中）

（3.9公里）

推薦步道

特色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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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運動持久、不打烊?

打敗不運動的藉口，使運動不知不覺成癮。

現買現賣： 請初學運動者／不運動者去教別人如何運動！

這是使初學運動者與不運動者，

「自己開始運動」的妙招。

讓運動有飯（Fun）吃：

運動有樂趣的來源：

‧流汗身體就舒服

‧分泌安多酚（endorphin）

‧競賽的樂趣

讓運動有如吃飯：

――身體需三餐，每天非吃不可

――身體需吃飯，每天非運動不可

‧熱量天天進，就應天天運動

‧否則身體會失衡

‧一旦失衡就是肥胖的開始

讓運動有成果：

‧天天記錄運動，獲得成就感

‧做運動最大受益者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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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運動與家庭的關係

――運動是為自己也為家人

‧運動自私嗎？妻子應多鼓勵先生運動！

‧不讓太太成寡婦、小孩成孤兒

讓運動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以球會友，結交新友

‧ 互相切磋球技

‧對運動非常有樂趣也有持久性

讓運動宣佈獨立

――不受重要事情干涉

‧萬事莫如運動急

‧就算再重要的事、天塌下來也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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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不運動的101個藉口：

‧工作壓力大――運動可以紓壓

‧不知如何開始運動――先從健走開始

‧下雨天――可在室內跑步

‧沒有時間――只要花15分鐘也沒辦法嗎？

‧有飯局――請人吃飯不如流汗

運動優先

趣味化 生活化

社交化 競賽化

四化一先原則：將運動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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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雜誌《TIME》出版特輯澄清全民共識的

迷思――許多專家與民眾仍普遍認為靠運動可

減肥。天天運動後：

1. 會多吃――易餓（反而可能變胖）

                ――自我犒賞

2. 運動量不夠――每天走4小時消耗700卡

                               但大麥克餐一份就1430卡

3. 結果――維持體重都不容易

            ――反而會增重（因為多吃）

運動減肥是迷思?

運動所能帶來的好處――主要是促進健康，減重為次要目的。

雜誌結論：

運動有益健康但不能減重不能減重，因為吃多少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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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運動每小時消耗的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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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運動「無法」讓你苗條

關鍵是「熱量攝取」，

不吃少，沒有效！

多吃不如少吃

少吃不如不吃

為苗條而運動者，

不要挫折，繼續再繼續，

沒有苗條也會賺到健康！

結論：單靠運動減肥是不切實際的，飲食控制最重要。

 減重  卡路里消耗             相當於

1公斤    約7000卡  走21萬步／

   （需走一天9小時）

    慢跑8小時



67日行萬步

沒人知道我運動

如何使運動不徒勞無功？

永恆的記錄運動，自我欣賞、炫耀他人。

計
步
器
改
變
你
一
生

嘀
噠
嘀
噠
腰
邊
響

聲
聲
象
徵
身
體
強

爾
後
徒
步
無
虛
功

小
步
日
久
成
大
獎

讓你想要持續運動的好幫手

不論是計步器或是運動手錶：

――改變一輩子的運動習慣

――隨時自我衡量健康、運動狀況

――運動「有」記錄→長期下來獲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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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運動，讓你走路不會白走

計步器

運動手錶
iHealth

名牌
蘋果手錶

手機APP
NiKe+ Running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觀眾歡呼要你                 踏出第一步

功能 好處 缺點 價錢

‧記錄步數 ‧便宜 ‧女生無皮帶

   不方便繫

‧隔天歸零

‧100元起

‧記錄步數

‧時間因姿勢

   而顯示

‧可上傳手機

‧天天比較

‧需充電

‧會忘記上傳

‧錶帶硬會受

   傷

‧1000元起

‧記錄活動量

‧可傳寄簡訊

   email、打電

   話

‧美觀

‧可上傳手機

‧可天天運動

‧不耐摔

‧送修昂貴

‧字體太小

‧1萬元起

   至50萬元

‧記錄活動量

‧設定目標、

   邀朋友挑戰

‧運動社交化

‧可上傳手機

‧天天比較

‧記錄跑步路

‧需綁在手臂

   （需加購臂

   帶）

‧手機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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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就曾勸要運動

柏拉圖（Plato）――西元前400年的偉大哲學家

孟子 ――西元前300年的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家

Exercise can save human beings
運動可以拯救人類（運動可以拯救臺灣）

Lack of activity destroys the good condition of every human being movement and 
methodical physical exercise save it and preserve it.
沒運動，人類就完了（沒運動，臺灣就完了！）

In order for man to succeed in life, God provided 
him with two means, educa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for the two together for the soul and for 
the body. With these two means, man can attain 
perfection.
為了讓人類取得成功，上帝提供了兩種方式：

教育和運動，分別改善靈魂與身體。有了這兩

者，人類可以達到完美的境界。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其實是在告訴我們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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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經濟，靠運動

運動可節省健保至少一千億

臺灣要有競爭力，才能拼過亞洲四小龍。

振興經濟的源頭來自於：生產力的提昇

請人吃飯不如請人流汗

沒有流汗，拒絕吃飯

全民運動培養宏觀、遠見

努力充實自己

團結合作，不內鬥

健康體魄 團隊合作 創意

樂觀積極 開源節流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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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運動如何能提昇經濟？

節省健保 每年

1000億
減少看病、吃藥、住
院、洗腎等醫療支出

延緩人口老化
健康無價

抗憂鬱症、抗老年癡
呆，減少長期照護需
求

訓練大腦 1%的GDP

1500億
激發創意、提高工作
效率，提昇生產力

減少菸害 每年

1000億

每天浪費40分鐘到外
面吸菸，1年少工作1
個月，損失生產力

運動家的風範
(sportsmanship)

培養好公民

啟發
內在氣質

誠實、守法、努力團
結、有遠見，釐清競
爭對手、不為眼前小
事爭吵，減少當今臺
灣社會的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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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運動不足

別讓臺灣成為「貪（吃）懶（動）之島」。

貪吃：CNN於2011年評論臺北是貪吃之都（Island of Glutton）。

懶動：臺灣的機車密度是全球最高，平均每人擁有一部機車。

每4人就有3人運動不足

每7位青壯年，只有1位真正有規律運動者

自稱有運動者，可能運動量也不夠。

體重較低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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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較高者適用

U型（男）25-44歲

 S型（女）18-44歲

關鍵時刻：

一出校門就不運動  

以運動消耗熱量為目標

<60公斤：750大卡／週

≥60公斤：1000大卡／週

為標準

參考文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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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U型社會

找回中堅失落的一群。

25-50歲是社會中堅份子
生產力達顛峰旺盛

 
          歐美從年輕時就開始有運動習慣

          隨年齡增長而下降

          臺灣的社會中堅份子最不運動

          錯失黃金時期

          臺灣人到老年才發覺運動對健康的重要

          才開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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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美國運動盛行率比較

臺灣：分析自臺灣健康檢查資料

美國：國民健康調查（NHIS）

參考文獻：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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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運動是不正常」

不運動去正常化（de-normalization of inactivity），

改變當前「不運動是正常」的觀念，

塑造「不運動是不正常、不健康」的運動文化：

「運動才是正常的」。

◎不運動比三高更可怕

    ――葉金川教授

――癌症增加二成（18%）

――中風增加三成（32%）

――糖尿病增加三成（30%）

――早死五年     

◎信不信由你：臺灣有「百萬寡婦」，平均守寡十年

                     男性不運動，女性當寡婦的年數會增加

平均壽命 女性高於男性 差6.5歲

結婚年齡 男性高於女性 差3.5歲

男性不運動 有上述風險 差5 歲

10年

15年

臺灣女性從原本平均守寡10年增長為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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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白頭偕老、共享天年，就要勸男生從今開始拼命運動

參考文獻：47（臺灣大型健檢分析之同源資料）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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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年齡運動盛行率

沒運動

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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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47（臺灣大型健檢分析之同源資料）

20歲離開校園，約60%人不運動；

到50歲以後，因為有健康的威脅，才逐漸開始運動。

（分析自臺灣健康檢查資料，樣本數：4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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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中華文化特倡的老人運動

種類繁多，不及細載，功效也待證實研究，

提升靈活度、防止老化失智必有貢獻。

簡
易
運
動

平甩功

吐納法

拍肩功

外丹功

太極拳

‧要持之以恆，「每天至少」做15分鐘

‧不求速成，慢慢增加次數

‧把握「鬆」與「勁」的精髓
要訣

平甩功

雙腳與肩同寬，

雙手平舉，

與肩同高，

掌心朝下

與地面平行。

雙手打直，

五指微微舒展，

像鐘擺似往後甩，

再往前甩，

不必刻意往後抬。

甩到第五下時，

手往後甩同時往下微蹲，

就地蹲兩下，

重複動作約5-10分鐘。

益處  ‧上半身動作，輕鬆易作 ‧作愈多愈好

            ‧關節可能因而靈活 ‧仍需與健走配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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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納法
腹式呼吸吐納法，

蔡敦仁教授1995發表於J Am Soc Nephrol／美國腎臟病學會雜誌。

以鼻吸氣→吸飽至丹田→不呼不吸5秒鐘→彎腰由口吐氣

→吐盡再起身以鼻吸氣

◎重複前面步驟10下，吸吐時要細、勻、深、長的進行。

  （例如：20秒吸20秒呼氣）

益處  ‧增加腹壓

           ‧可治療疲勞，腰酸背痛等

           ‧好處盡在不言中

參考文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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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肩功
‧身體左旋，右手拍左肩，左手拍背（腰）命門穴（右腳跟提起）

‧身體右旋，左手拍右肩，右手拍背（腰）命門穴（左腳跟提起）

‧由30下慢慢開始進步到200下

益處  ‧此運動對脊椎很好

           ‧經常按摩擊打對肺有益

外丹功
‧手關節及腳關節鬆動

‧交換腳跟提起後再放下

‧以大腿及小腿帶動上下來回運動

‧由30下慢慢開始進步到200下

益處  ‧對筋絡、氣脈等可產生好的效益

太極功
‧不同門派略有出入，招式之次數與順序不同

益處  ‧改善神經及精神系統

           ‧增強心臟功能

           ‧提高人的平衡能力，防止骨質疏鬆

           ‧具有健美作用，保持良好的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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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易 運 動 之 優 缺 ｜

優點： 

‧不受時間、天氣、場地限制

‧促進血液循環、活化關節

‧訓練靈活度

缺點：

‧對心肺功能益處有待研究證明

‧要作多、作好、作滿才有效

‧應配合健走慢跑游泳或球類運動

練氣功不等於練體操

‧上述功法較偏向氣功，雖動作看似與體操相

    近，實際仍有所不同。

‧氣功主要以調息、調形、調心為鍛鍊方法。

‧體操主要訓練肌耐力、敏捷性、協調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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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建議――國內現有版本

運動333
運動建議：每週至少3天、每天至少30分鐘、每分鐘達心跳130下。

        優點：口號響亮，容易記住。

            但：脈搏不容易測量，心跳130下在不同年齡代表的強度也不

                    一樣。

運動210
運動建議：每天30分鐘，7天210分鐘。

        優點：每天都有運動，運動量充足。

            但：目的與下述「動動150」類似，但較不易達成。

 

日行萬步

運動建議：每日走一萬步，約6至8公里。

        優點：老少咸宜，隨時隨地可進行。

            但：需90分鐘。

 

動動150
運動建議：至少每週5天、每天30分鐘中強度運動（例如健走）；

                    故每週75分鐘的運動例如慢跑（15分×5日或25分×3日）

                    亦可。

        優點：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各國均採此建議。

            但：本指引亦支持此建議，其實也包括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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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建議――國際版本

美國早期版本

ACSM 1975： 每週3天、每天20-30分鐘、儲備心跳率60-90%的有氧

運動。

ACSM 1980-1990：每週3-5天、每天15-60分鐘、儲備心跳率50-85%（最

大心跳率60-90%）的有氧運動。

現今國際主要根據版本

ACSM 1995： 每週5-7天、每天30分鐘以上（每次持續至少10分鐘），

中等強度以上的有氧運動。

美國運動指引2008：每週5天、每天30分鐘，每週150分鐘以上的中等強

度運動（例如快走）*。

WHO 2010： 每週5天、每天30分鐘，每週150分鐘以上的中等強度運

動（例如快走）*。

ACSM 2014： 每週5天、每天30分鐘，每週150分鐘以上的中等強度運

動（例如快走）*。

 

			*	或每週至少3天、每天25分鐘以上，共計75分鐘以上的高強度有氧運動

				（例如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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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3,8,16,28,31-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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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的可行性

國家衛生研究院提倡運動的原委

一、國家衛生研究院創院宗旨為提昇國人健康，有責任研究及宣導運動

的益處與不運動的壞處。

二、鑑於臺灣人尤其是青壯年時期特別不運動，增強國家衛生研究院提

倡運動的必要性。

三、在全民健保制度內大幅提倡運動推估每年可節省健保一千億元，延

長壽命三年。

四、利用本土研究資料，推展能提昇健康、延年益壽並且適合臺灣人的

運動習慣，彌補廣大群眾無法達成現有每天30分鐘的建議。

五、醫師看病鮮少提供規律運動之建議，國家衛生研究院經由指引將推

動全民運動合理化。

六、國家衛生研究院有這方面的專業研究團隊，也有最新有關指引的研

究論文發表。

如何活化指引？

◎指引是為提倡運動而訂，但是很多指引都束之高閣、乏人問津，沒有

    成效。如何使本指引廣為宣導，被民眾接受呢？

一、國衛院將推動運動為全院目標，民眾提到國衛院就想到它是推廣

運動的學府。

二、指引內容要容易實踐、簡單易記，可琅琅上口，也容易攜帶。

三、以記者招待會、路跑、健走、研討會等方式持續加溫宣導。

四、經由醫界在健保內診使用，廣為宣傳。

◎本指引的可行性很高：

一、每天15分鐘對多數人應該沒問題，容易被接受及持之以恆。

二、以健走為運動主軸，人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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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主要文獻

運動能延年益壽

‧能延年益壽的最小運動量，是健走好？還是跑步好？（《美國心臟學

會雜誌》）

 Minimal amount of exercise to prolong life. To walk, run, or mix it up? J 
Am Coll Cardiol 2014; 64(5): 482-4.

‧達到健康效益且能延年益壽的最低運動量。（《柳葉刀期刊》）

 Minimum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 2011; 378(9798): 
1244-53.

‧強調不運動的壞處來提倡運動。（《柳葉刀期刊》）

 Stressing harms of physical inactivity to promote exercise. Lancet 
2012;380(9838):192-3.

‧從臺灣健保經驗看醫療服務對健康的貢獻相當有限。（《美國內科醫

學會雜誌》）

 A 10-year experience with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 measuring 
changes in health and health disparity. Ann Intern Med 2008; 148(4): 
258-67.

    
運動在各種疾病的運用

‧不運動比高尿酸的風險高，用運動來降低高尿酸的死亡風險。（《風

濕病領域首號期刊》）

 Attenuating the mortality risk of high serum uric acid: the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underused. Ann Rheum Dis 2014. pii: annrheumdis-2014-205312.

‧有糖腎病的人最需要運動。（糖腎病=糖尿病+慢性腎臟病）（《美國

腎臟科期刊》）

 The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the pres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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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etes mellitu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m J Nephrol 2013; 38(6): 
509-16.

‧運動的血壓當量――與高血壓患者的新溝通方法。

 Motivating patients to exercise: translating high blood pressure into 
equivalent risk of inactivity. J of Hypertension 2014.

    
臺灣人的運動情況

‧臺灣民眾運動習慣及盛行率之分析 
 ――運動在臺灣普遍不受重視，臺灣人的運動量低、次數也低。

 Assessing physical activity in an Asian country: low energy expenditure 
and exercise frequency among adults in Taiwan. Asia Pac J Clin Nutr 2008; 
17(2): 297-308.

‧台灣地區成年人之休閒運動行為與健康行為、健康狀況、健康相關生

活品質之關係探討。台灣衛誌 2007; 16(3): 218-28。

‧從分析運動熱量談當前台灣全民運動政策―比較台灣與美國民眾的運

動習慣、強度與頻率。台灣衛誌 2007; 26(5): 386-99。

‧運動與平均餘命。

 Exercise and life expectancy. Lancet 2012; 379: 799-801.

運動能延年益壽

‧能延年益壽的最小運動量，是健走好？還是跑步好？

 Minimal amount of exercise to prolong life. To walk, run, or mix it up? J 
Am Coll Cardiol 2014; 64(5): 482-4.

‧達到健康效益且能延年益壽的最低運動量。

 Minimum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 2011; 378(9798): 1244-
53.

‧強調不運動的壞處來提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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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ssing harms of physical inactivity to promote exercise. Lancet 
2012;380(9838):192-3.

‧從臺灣健保經驗看醫療服務對健康的貢獻相當有限。

 A 10-year experience with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 measuring 
changes in health and health disparity. Ann Intern Med 2008; 148(4): 258-
67.

    
運動在各種疾病的運用

‧不運動比高尿酸的風險高，用運動來降低高尿酸的死亡風險。

 Attenuating the mortality risk of high serum uric acid: the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underused. Ann Rheum Dis 2014. pii: annrheumdis-2014-205312.

‧有糖腎病的人最需要運動。(糖腎病=糖尿病+慢性腎臟病)
 The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the presence of 

diabetes mellitu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m J Nephrol 2013; 38(6): 
509-16.

‧運動的血壓當量―與高血壓患者的新溝通方法。

 Motivating patients to exercise: translating high blood pressure into 
equivalent risk of inactivity. J of Hypertension 2014.

    
臺灣人的運動情況

‧臺灣民眾運動習慣及盛行率之分析 
 ――運動在臺灣普遍不受重視，臺灣人的運動量低、次數也低。

 Assessing physical activity in an Asian country: low energy expenditure 
and exercise frequency among adults in Taiwan. Asia Pac J Clin Nutr 2008; 
17(2): 297-308.

‧台灣地區成年人之休閒運動行為與健康行為、健康狀況、健康相關生

活品質之關係探討。台灣衛誌 2007; 16(3): 218-28。

‧從分析運動熱量談當前台灣全民運動政策――比較台灣與美國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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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習慣、強度與頻率。台灣衛誌 2007; 26(5): 386-99。

‧運動與平均餘命。

 Exercise and life expectancy. Lancet 2012; 379: 79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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