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講座分享 

活到天年, 從小事做起 

周志剛中醫師 
 

電話: (408)893-8330 

146 East Iowa Ave. Sunnyvale, CA, 94086 

 



何謂天年? 

 

所有人都想要活到天年不只是生命的長度, 更重要的是生
命的質量, 其中身體,心理,靈命的健康占了很大的部分. 

 

 

 

1. 自然的年壽。 

如: 戰國策．韓策二：「老母今以天
年終。」亦稱為「天算」。 

2. 當年的運數。 

如：「天年不齊」。 

 

 



日光底下無鮮事 

秦始皇放棄朕, 

自稱真人, 為了要 

”修仙” 



到底真人是甚麼?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
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
地，…，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
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
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
其次有聖人…，亦可以百數。其次有賢人者，法則
天地，象似日月，…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 

 

            上古天真論 (黃帝內經) 



中醫養生思想 

大道至簡 

閒靜自然 

周身通鬆 (養生操) 

不要聞社群媒體起舞 
史丹佛醫療研究主任John Ioannidis:  

80%醫療研究都是錯的, 結果被誇大! 

 

人體自身就是最好的養生寶庫 

 



請你跟我這樣做-養生保健操 (一) 

手掌相擦通氣血 (對手關節痛, 手指晨僵
有幫助) 

 

兩指擦鼻去風邪 (對面神經疾病, 鼻塞, 

鼻部疾病, 過敏等有幫助) 
 

按摩眼眶來明目(對於視力退步或者有眼
睛疾病的有效, 尤其是久用眼疲勞可以
舒緩) 



請你跟我這樣做-養生保健操 (二) 

五指梳頭去頭痛 (對於偏頭痛, 眩暈, 高
血壓有幫助) 
 

鳴天鼓而通耳道 (對於聽力問題有幫助) 
 

雙指擦耳去耳鳴 (對於聽力問題或耳鳴
有幫助) 



請你跟我這樣做-養生保健操 (三) 

擦搓胸腹健腸胃 (對於腹痛有腸胃疾病
有幫助) 

雙手按腰來健腎 (有強腰健腎, 去風除濕, 

對於椎間盤突出有很好效果, 腎虛腰痛
也很好, 補腎陽) 

擦搓足部調肝腎 (調不肝腎, 通膀胱經, 

對於頸痛顛頂頭痛有幫助) 



現今狀態-好消息 

好消息和壞消息: 

從American Measurement 得
到2010年左右的美國亞洲人平
均壽命是86.67, 加州住民差不
多是86.32. 

 

也就是說只要用平常的
方法注意健康, 妳我就
有很大的機率活過85

歲! 



現今狀態- 壞消息 

平均每位美國老年人一天
吃至少六種藥,不計算營
養品 

(吃兩種藥物產生副作用的機
會是 6%，吃 5 種藥物產生副 

作用的機會是50％，吃8種藥
物產生副作用的機會是100％ 

(台灣老年人之臨床用藥原則) 



現今狀態- 壞消息 

根據美國關懷老年委員會
(NCOA)的報導，跌倒是老
年人死亡的主因，65歲以
上的美國老人跌倒的機率
有三分之一，而每29秒就
有一位老年人因跌倒! 
 



現今狀態- 壞消息 

 

•美國中風, 失智問題越來
越嚴重 

•美國老年人得憂鬱症自殺
比例增高 
 



人生七十才開始 

劉掌門的青城採藥老人傳說 

 

人年長不等於累贅 

 

可是現在怎麼狀況不太對? 

 

 

看看古人怎麼說? 
 



古人怎麼說(一) 

“乃问于天师①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
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
衰，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黃帝問他老師: 我聽說上古的人都可以活到百歲
而動作不衰;  可是今天的人活不到一半就開始
到處都退化, 這是世界時代的變遷?  還是人類本
身的改變?  難道人類以後都會這樣嗎? 

 

看聖經:  摩西八十歲還做牧羊人, 帶以色列人出
埃及 



古人怎麼說? (二)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
阴阳，和于术数②，食饮有节，起居有常，
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度百岁乃去。” 

 

歧伯回答說：上古時代的人，那些懂
得養生之道的，能夠取法於天地陰陽
自然變化之理而生活，樂天知命。飲
食有所節制，作息有一定規律，既不
妄事操勞，所以能夠形神俱旺，協調
統一，活到天賦的自然年齡，超過百
歲才離開人世；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
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
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現在的人就不是這樣了，把酒當水喝，濫
飲無度，使反常的生活成為習慣，醉酒行
房，因恣情縱慾，而使陰精竭絕，因滿足
嗜好而使真氣耗散，不知謹慎地保持精氣
的充滿，不善於統馭精神，而專求心志的
一時之快，沉溺快樂而違背養生之道，起
居作息，毫無規律，所以到半百之年就衰
老了。 

 

古人怎麼說? (三) 



法於陰陽 

陰陽是一個中國古代哲學的基礎, 

是一個複雜對等的相互關係 

尋找相對中的絕對關係 

道家用陰陽來了解並且觀察記錄
這個世界 

 

而後來長久以來觀察出來的一些
規律就被用在醫學用途上 

 

 

 



實用五行 

 

 

 

五行 五情 五臟 五味 五季 五果 五色 

木 怒 肝 酸 春 李子 青 

火 喜 心 苦 夏 杏子 紅 

土 思 脾 甘 長夏 棗子 黃 

金 悲 肺 辛 秋 桃子* 白 

水 恐 腎 鹹 冬 栗子 黑 

*現在有一派說法是這個桃子是指獼猴桃 



法於陰陽 

情志影響身體, 身體影響情志, 身體又互相
影響-五行 

“中” –地震儀永遠沒有完全靜止 

有一個中 ->不斷的改變順應天地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 

羅馬書 12:2  

一個恆動的中 
 

 



法於陰陽 

春 夏 秋 冬 

養
生
關
鍵

 多吃時令蔬果 多吃紅色食物 秋老虎過後大
約九月中旬是
貼秋膘的好時
機 

寒冷體質可以多吃
羊肉 

熱性體質也可吃可
是減量 

宜
吃
食
物

 

•青綠色的食物
如菠菜, 芹菜 

•含葉綠素比較
多的植物 

•飲食以清淡為
主 

草莓, 西瓜, 番
茄, 櫻桃 

•有營養容易消
化食物 

•魚類, 蛋類, 山
藥, 蓮子 

•是當吃點羊肉補身 

•暖冬:  少吃肉食, 

多吃青菜, 多喝粥 



養生補陽氣 

陽氣作用 :讓身體的血液代謝活動起來  

子午睡 

灸足三里, 關元 

養生體操 

 

灸法好用可是小心陰虛不灸, 血虛不灸, 久灸傷陰 



合於術數 

中國古代的智慧: 易經, 術算 

和算命有甚麼不同?  不要妄信 

醫學上的用處:  五運六氣, 用藥分類, 望人
分類 
 

活出一個樂天知命的人生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
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 4:23 

  



凡事各有定時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呢？ 



凡事各有定時 

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在世人心
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 

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
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
來（或譯：並且神再尋回已過的事）。 
 

傳道書第三章 

 



樂天知命 
箴言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腓立比書 4:4 

你們要在主裡常常歡喜。我再說，你們要歡喜！ 

羅馬書 12: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腓立比書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帖撒羅尼迦前書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就是敬畏神, 感恩, 與神同行, 禱告交託在神裡喜樂的心態 
 



食飲有節 

病人常問的問題: 

吃素 = healthy? 

人工合成食品不健康?   

轉基因食品不健康? 

Gluten free? 

一天要吃三餐? 

吃到八分飽對身體好? 

多進補有益身體? 



食飲有節 

白肉比紅肉好?   

中藥無毒可放心吃? 

養生食療? 

前食不遇後食 

空腹12小時  

(現代人肚子餓吃飯者是有福的) 

 

了解自己體質, 吃喝有度 

飲食清淡, 給腸胃適度休息 



常見的體質 – 濕熱 

常用食療方:  紅豆薏仁湯 

夏天炎熱可以改綠豆 

有腸胃問題可加山藥 

建議薏仁一起煮前先乾炒一下 

可用冰糖調味, 放冰箱吃前先加溫 

對應症狀:  有濕身體, 水腫, 糖尿病, 

皮膚濕疹, 食慾不振等 
 

去濕邪揉承山穴 



補腎精品 

常用食療方:  黑芝麻黑豆豆漿 

黑色食物除了補腎之外，更能
美容養顔，延緩衰老，烏髮生
髮。 

 

 

補腎按摩照海, 太溪, 復溜穴 



起居有常 
聖經可以幫助人睡眠嗎? 

良好睡眠是一種祝福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以弗所書 4:26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
們。 

－彼得前書5:7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的慈愛，因我信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道路，因我的魂仰望你。 

－詩篇143:8 



中醫談睡眠 

十二經絡氣血在身體裡按時迴轉不休 早上25, 晚上 25 

子午睡- 最補陽氣 

一個人最好事10:30 PM 上床, 11:00 PM 之前入睡, 需要的話早上 

4~5點可以起來, 可是最好睡到自然醒 6~8小時 

談癌色變 

人體對癌細胞的應對系統: Natural Killer Cell, 退黑激素 

Natural Killer Cells:  人在放鬆開心的時候最活躍 

退黑激素: 大多在11:00 PM ~ 1:00 AM 在睡眠中產生 

現代人缺少對失眠的警覺性 

 

享受神賜的福分 – 一覺睡到天明 

 

 



千金難買早知道 
•睡眠每季需要長度不同, 可是最重要的是睡眠的品質 

•胃不和臥不安:  睡前兩小時盡量不要吃東西, 晚餐吃清淡吃少量 

•睡前靜坐, 禱告, 放鬆安靜心情, 增加明天活力與效率 

•睡前兩個小時盡量避免過度運動或者做會情緒激動的事情 

•兩個小時盡量避免喝水, 吃水果 以免晚上起來小便 

•兩個小時盡量避免有咖啡因食物和飲品 

•除非脾胃虛寒者, 晚上不要喝紅酒, 小心上火傷肝 

•脾胃虛寒者晚上可以喝小半杯溫牛奶幫助睡眠 (有濕熱者不要用) 

•手足冰冷者睡前用熱水泡腳, 睡的時候可以穿襪子幫助睡眠 

•雖然因人而異, 最理想是加上睡覺時間有12小時空腹時間-前食不碰後食 



幫助睡眠的經文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5:7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的慈愛，因我信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道路，
因我的魂仰望你。 

－詩篇143: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 11:28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惟有耶和華
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 

詩 127:2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48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48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48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612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612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612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不妄作勞 

今天矽谷的人太忙了, 壓力又過
大 忙出一身病!  然後花大錢在醫
療上. 

Jobbs vs. Gate 

 

中醫治未病.  贊同勞逸結合 



不妄作勞 
中醫不贊成過度運動, 可是現
今人營養太過豐盛, 所以需要
適度鍛鍊.   
 

每日2000步, 健康隨妳走 
 

運動心跳不要超過145, 會對
心臟有實質上的傷害 

建議運動: 太極拳, 八段錦, 

養生樁…等等 



不妄作勞 

賽 28:12 他曾對他們說：你們要使疲乏人得安息，這樣才得安息，才得舒暢，他們卻不肯
聽。 

耶 50:6 「我的百姓作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們走差路，使他們轉到山上。他們從大山走
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處。 

。 

太 11: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年輕人也必力竭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
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30-31 

 

 

創 2:3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傳 5:12 勞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豐滿卻不容他睡覺。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817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817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817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017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017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0173&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48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48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348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4&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7410&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7410&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7410&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


多謝指教! 
 

 

 

 

末學 周志剛中醫師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