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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版  活力  微笑  健康人生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如何擺脫不良的生活型態 
衛保組 整理

    飲食和健康如同一雙翅膀相輔相成的。所
謂病從口入，無疑的飲食對我們而言是非常的
重要。「健康」這個觀念千古以來不變，在魏
晉朝代，養身的觀念和實踐已經非常的盛行
了。如果我們要推到更久遠的話，神農嚐百草
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所聞。 

  現今社會，包羅萬象的物質誘惑，尤其在
各種精緻的美食誘惑下，導致健康的素質下
降。只要稍微在飲食和生活型態上做出一些調
整，就可以擁有健康的生活。因此，「不良的
生活型態」絕對是影響健康的隱形殺手！ 

一、飲食方面： 

五大標準，儘量配合可促進健康。 

1.吃的時間：定時定量是吃得健康的基本條件。 
2.吃的順序：吃的順序會影響腸胃道的吸收，
是吸收熱量脂肪或營養，決不是吃進肚子裡
的都一樣，吃錯順序則易致腸胃炎、消化系
統疾病。順序上儘量以粗糙的食物先吃例
如：水果、蔬菜、五穀飯、再吃不易消化的
魚、肉蛋白類。  

3.吃的組合：一天所需的食物必須吃到種類越
多樣化為最好，樣式愈多愈好，重質不重量，
過去很少吃的食物現在開始學習吃，過去常
吃的食物現在儘量吃少些。  

4.吃的速度：吃是一種享受而非義務，細嚼慢
嚥是對食物的尊重，細嚼可吃出菜根香，幫
助食物在腸道的消化，可預防老年痴呆，吃
的太快易導致肥胖、消化不良、腸胃炎、胃
潰瘍、十二指腸炎、腸胃吸收困難，或只吸
收脂肪及熱量。  

5.吃的量：早餐吃的像國王，午餐吃的像王子，
晚餐吃的像乞丐。  

※優質的食物才攝取，為必修的進食觀念；高
油脂、高熱量、重調味、人工添加物、食品
添加物、微波食品及罐頭食品，在滿足口慾
之後，潛藏的危機及陷阱帶給我們所有的慢
性病、身心症、癌症。吃進來容易，出去的
難，宜慎選之。  

二、排泄方面 

1.排汗：運動要定時、定量，一週 4次快走 30
分鐘就夠。運動要持續，當不排汗或汗水有
臭味，需多補充水份來幫助代謝。 

2.排氣：勞動可幫助通氣，過度勞動則傷心肺
的氣，腸胃內的氣靠飲食注意控制。 

3.排尿：排尿可幫助體內廢棄物的代謝而不生
病，要靠觀察，味道、顏色、速度、量、血
絲、泡沫。 

4.排便：習慣不正常，會影響排出的量，糞便
的儲存將形成腸毒、宿便和痔瘡。要靠觀察
量、習慣、次數、形狀、速度、顏色、浮沈
及血絲顏色。  

三、飲食注意事項提醒 

1.早餐忌吃過多的蛋白質、脂肪類及肉類，因
屬酸性食物，易致白天精神不佳。例如：火
腿蛋三明治、小籠包、水煎包、燒餅油條、
過甜的麵包，均不宜。早餐一定要吃，可多
攝取五穀雜糧類食物。沒有吃早餐的人，會
出現體力不濟、頹廢及腦力不集中，易引起
中年失智症、早衰症。只要早起 30 分鐘就有
充足的時間進食。尤其減重者在早餐最需注
意選擇，早餐一定要吃飽又好，因腸胃在 10
幾小時空腹，對所吃進來的食物會照單全收
(造成肥胖的原因)易造成腸胃性潰瘍。  

2.早上切忌喝咖啡，易導致骨質流失，骨質疏
鬆，下午 2-3 點可以喝，成年人一週不超過
2 杯，或只喝黑咖啡不加糖及奶精，較不易
影響骨質流失。  

3.成年人一週不超過 3 顆蛋，蛋白質的攝取量
過多，易膽固醇過高。易脹氣者、腸胃蠕動
過速者不宜攝取洋蔥炒蛋、茶葉蛋。蛋內所
含之賀爾蒙及抗生素易殘留在體內而產生抗
藥性。  

4.三白少吃--白米、白麵、白糖(已精緻化沒有
營養價值，造成肝、腎、消化系統的負擔)。  

5.生菜類食物可多攝取，對肝臟的疾病改善，
及天然酵素補充的最佳來源。晚餐不宜過
量，尤其是更年期、新陳代謝異常者，易刺
激交感神經旺盛而導致失眠及內分泌失調，
晚上亦不宜吃水果減肥餐也會有上述之症
狀。  

6.健康減重、高血脂、高脂肪率飲食注意事項：  
A.餐與餐之間，不要間隔太短或太久的時間
才進食。  

B.一次吃的量，不吃十分飽，也非少量多餐
－無形中增加攝取量。 

C.吃飽後不隨意吃零食，尤其高熱量、高油
脂類、甜食及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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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定時、定量習慣──多吃纖維、蔬果、少
油、少鹽、少調味的食物。  

7.腸胃病的患者提醒： 
 A.腸胃病的引起原因很多例如:習慣性腸胃
炎、情緒性腸胃炎與肝炎性腸胃炎等。 

 B.腸胃道之保健在飲食習慣上務必要配合：
餐與餐之間不要間隔過久或一次吃太飽、辛
辣食物要控制、太冷太燙、油脂及調味過重
不吃，粗纖維的食物減少(韭菜、韭黃、洋蔥、
芥菜、豆類、蛋類、奶類、紅肉類)，易產生
胃酸分泌。 

 C.多吃膳食纖維類食物例如：鳳梨、香蕉、
芒果、小黃瓜、萵苣、甜薯(豆薯)、牛蒡、
山藥、南瓜、芋頭、五穀雜糧類的為高優質
的膳食纖維。  

8.易結石體質少吃菠菜豆腐湯、蔥拌豆腐、過
量的豆類製品、可樂、碳酸飲料。（如成年
人，150 公分，50 公斤，每天喝溫水至少 
2500cc 以上。）尤其有尿酸、腎鈣化點、尿
道結石、膽結石，以上異常者更需注意喝水
量。水份量每天不要少於 2500cc，最好持續
運動也是幫助代謝的好方法。  

※食物沒有好壞，可選擇多吃或少吃，宜中庸
之道－過與不及都不好。  

四、作息的習慣養成  

  早睡早起是千古不變的定律。過去的文明
病較現在少，此項為重要的影響之一，現代人
白天的忙碌，下班後難得放鬆，晚上不是在外
流浪，就是在家看電視，並非真正休息。作息
不正常易導致多種慢性病：高血壓、肝炎、皮
膚病、免疫力降低、學習力降低、記憶力減退、
癌症。（如果無法早睡，只要隔天早上的鬧鐘
轉提前 1小時起床，晚上就會提早 1小時睡覺，
慢慢調整自然養成習慣早起。） 

五、持續的運動 

  運動不需場地、更不需要伴(有伴當然最
好)，當身體感覺到很容易疲倦的時候，運動是
最需要做的事，運動不拘形式，只要能持續 30
分鐘的快走，就能達到心肺功能的運作，而幫
助身體帶氧有精神。初期運動很容易就放棄是
因為:惰性、懶、運動後會筋骨疼痛。建議開始
時由 5 分鐘快走放慢 1 分鐘，再 5 分鐘快走放
慢 1分鐘，再重覆到 30 分鐘即可。養成習慣後
則可加長時間 10 分鐘 3 次就可達到 30 分鐘的
運動需要量，快走的速度是自己感覺會有點喘
且稍有流汗就對了。運動不可以太長時間，沒
運動又運動過久反而會運動傷害。運動的型式
可因人而異，有些人習慣游泳或騎腳踏車都

可，但年齡在 30 歲以上者就不宜慢跑，國人大
多都有骨密度偏低的問題，跑步較易引起骨折
病變。千萬不要用「聊勝於無」的態度對待自
己身體的健康。運動缺乏引起的身心症多的不
勝枚舉，要活就要動；不動很難活。現在不動
未來別人幫忙動（復健運動）。 

六、適當的休閒 

  休閒為降壓最好的方法，壓力的解除，對
現代人是相當重要的學習。工商時代每個人所
擁有的是忙、茫、盲！放自己假可達到放鬆效
果，絕非正常時間的休息可達到的功效。適時
的放鬆是非常需要，任何人都儲存太多的壓
力，經常習慣性頭痛、視力模糊、記憶力減退，
知而能行才是重點；多一些獨處的時間和自己
溝通，每天的生活及工作當中，給自己一些時
段，以 10 分鐘就夠了，自己獨處、聽聽自己想
要甚麼、想過甚麼樣的生活、要先疼愛自己、
才能疼愛家人，有想法才會有做法，心動後才
會行動。壓力易導致許多的精神官能症。許多
的壓力是無形當中累積，現代人要有自我覺察
的能力。休閒不需要花錢也可以做到，全家都
可以參與，或自己可以達到放鬆的都可。只要
花心思一定有適合自己及家人的方式，不一定
外出才是休閒。千萬不要休假時間唯一的休閒
就是睡覺或補眠。 

七、不斷的學習 

  活到老學到老；沒有學到老就沒資格活到
老。學習是一種心態，擁有學習擁有謙卑自然
會產生快樂。 

總結 

  「健康是人類最大的財富」，相信不會有人
反對。這句老話以現代人的語言來說，應改為
「健康是最重要的資源」。事實上，健康不僅是
大自然的賜予，也要經常珍惜愛護才能保持。
絕非如一般財物可以輕易購買或代替的。健康
乃是一種身心和諧的狀態，它為我們提供生命
的基礎，但它並非用之不竭、予取予攜的。祝
福大家健康、快樂。 
※資料來源： 
1.多多咩的預防醫學，健康新聞－保健：健康之道（上） 
http://www.dodomei.net/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38 
2.Yam 天空新聞，民生＠報╱民生＠報：健康的生活型
態可防中風 
http://n.yam.com/msn/healthy/200808/20080813104931.html 
3.陳思廷，雅虎奇摩健康生活，瘦身館：讓我們開始減
肥吧！ 
http://tw.health.yahoo.com/030528/11/15hj.html 
4.阿俊，雅虎奇摩部落格，可別忘了聽聽自己身體的聲
音 http://tw.myblog.yahoo.com/wang0933639489/article?m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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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上路，公共場所不吸煙！ 

９８年１月１１日起擴大施行禁菸規定： 

◎民眾於禁菸場所吸菸，最高處新台幣 10,000 元罰鍰。 

◎業者未依規定設置禁菸標示者，處新台幣 10,000 – 50,000 元罰鍰，期限內未改正得

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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