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中西醫都主張多做運動，保持人體活力，中醫更講究日常運動應有一定原則及按相
應體質來作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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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種 體 質的運動調養法

中醫體質學認為，體質是指人體生命過程中，在先天稟賦和後天獲得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形態結構、生理功
能和心理狀態方面綜合的、相對穩定的固有特質，是人類在生長、發育過程中所形成的與自然、社會環境
相適應的人體特徵，表現為結構、功能、代謝以及對外界刺激反應等方面的個體差異性、群類趨同性、相
對穩定性和動態可變性等特點。這種特徵往往可以提示人們容易患哪些種類的疾病以及日常生活當中的宜
忌。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運動是增強體質、延年益壽的重要方法。日常的運動鍛鍊應遵循一定的原則，否
則不僅達不到鍛鍊的目的，反而會對身體造成損傷。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根據不同的體質，採用相應的
運動調養方法，可糾正體質的偏頗，達到防病延年的目的。
中醫常見 10 種體質的運動調養法：
1：陰 陽 平 衡的平和

體質體質特徵：體形勻稱健壯，面色紅潤，精力充沛，髮色黑有光澤，性格開朗，胃納佳，睡眠佳，二便
正常，舌淡紅苔薄白，脈和緩。
運動調養法：年輕人可選擇一些強度大的運動，如跑步、打球等；老年人則適當散步和打太極拳等。運動
中應當掌握養生要領，調心、調息，做到精神專注，呼吸均勻，使得內外和諧，氣血周流；運動量要適
度，不宜過量，尤其是老年人，即便身體健壯也不要做過於激烈的運動；運動應當持之以恆，堅持不懈。
經絡保健法：平和體質的人氣血旺盛，經絡調養以舒經活絡、行氣活血為主。年輕人適合對穴位經絡進行
按摩捶打，老年人宜艾灸。常用的保健穴位有足三里、三陰交等。
2：容 易 感 冒的氣虛體質

體質特徵：形體偏虛胖或胖瘦均有，平素易乏力，倦怠少氣，面色微黃，毛髮不華，性格喜靜懶言，食欲
不振，易腹脹便溏，舌質淡，脈細弱。
運動調養法：氣虛體質者的體能偏低，運動應當適度，並且循序漸進，不宜做大負荷運動和大量出汗的運
動，忌用猛力和長久憋氣。慢跑、散步、太極拳、氣功等緩和的運動比較適合氣虛體質者。鍛鍊時要採取
低強度、多次數的運動方式，掌握運動時間，每次不宜過長，做到「形勞而不倦」。
經絡保健法：足太陽膀胱經及足陽明胃經上的穴位可用來調補氣血，循經按揉或艾灸可以使氣血得以培
補，常用補氣穴位有足三里、氣海、關元、脾俞、肺俞等。
3：畏 寒 怕 冷的陽虛

體質體質特徵：常見形體肥胖，畏寒怕冷，腰背為著，性格多沉靜內向，精神萎靡，毛髮易落，目胞灰
暗，大便多溏，小便清長，舌胖淡或有齒印，苔薄滑，脈沉或沉遲。
運動調養法：「動能生陽」，所以陽虛體質的人，要加強體育鍛鍊，一年四季堅持不懈，每天一至兩次。具
體項目因個人體力強弱而定，如散步、慢跑、八段錦、太極拳、廣播操等，重點加強腰腹部和脊柱的運
動；運動強度應控制在手腳溫熱、面色紅潤、微微汗出為度；運動時應避開極端天氣，冬天應以室內運動
為主，以免感受風寒。
經絡保健法：經脈中督脈統領諸條陽經，命門是元陽的居所，精血之海，元氣之根，反復按摩命門穴可壯
一身之陽氣。
4： 缺 水 急躁的陰虛

體質體質特徵：多見形體瘦長，面色潮紅，咽乾口燥，手足心熱，性情多急躁易怒，常失眠多夢，舌紅少
苔，脈細或細數。
運動調養法：陰虛體質者體內陰液偏少，運動時易出現口渴咽乾、面色潮紅、小便短赤等症狀。因此無論
老少，只適合中小強度的運動，避免參加競技及對抗性活動，鍛鍊時要控制出汗量，及時補充水分；應重
點鍛鍊肝腎之功，如內練生津、咽津養陰的方法對肝腎調養大有好處；陰虛體質者多消瘦，容易上火，皮
膚乾燥，可多游泳，以幫助滋潤肌膚，在游泳後適量擦潤膚露。
經絡保健法：陰虛體質者不宜使用艾灸，可選用具有補陰作用的穴位進行按摩，如足太陰脾經上的三陰交
和足少陰腎經上的太溪都是補陰的要穴。
5：易 患 「 三高」的痰濕體質

體質特徵：形體肥胖，面色淡黃而暗，口黏痰多，胸悶身重，肢體困重，苔多滑膩，脈滑或弦滑。
運動調養法：痰濕體質者痰濕濁氣易留滯在體內，長期堅持適度的運動是改善痰濕體質的關鍵。運動應講
求循序漸進，運動量不在大小，而在於每次運動時間的保證，依據自身的身體狀態和承受強度，老年痰濕
體質者可做一些緩和、容易堅持的運動項目，如散步、快步走、太極拳、健身操等；年輕者可做劇烈一些
的運動，如球類運動、武術等；要求每次運動堅持 40 分鐘以上。養成定期測量體重的習慣，努力把體重
控制在滿意水平。
經絡保健法：按摩穴位以健脾益氣、利濕化痰為基礎。健脾益氣的穴位有脾俞、胃俞、足三里、氣海等；
利濕化痰的穴位有中脘、豐隆等。
6 ： 易 生 暗 瘡的濕熱體質

體質特徵：面垢油光，易生痤瘡，常口乾，口苦，口臭，大便乾，小便黃，性情
多急躁易怒，舌質紅，苔黃膩，脈數或滑數。
運動調養法：濕熱體質者陽氣充足，內有蘊熱，適合做強度較大、運動量較大的
體育項目，如對抗性較強的球類比賽、爬山、長跑、武術、拳擊等。大運動量、
高強度的訓練可以消耗體內過多熱量和脂肪，幫助濕熱之邪排出體外。
經絡保健法：選擇清熱化濕的穴位進行按摩保健，常用的穴位有曲池、手三里、
陰陵泉、陽陵泉等。
7：失 眠 憂 鬱的氣鬱體質

體質特徵：多形體偏瘦，亦可見於其他體形，性格內向脆弱，對精神刺激應激能力差，常憂鬱不樂易驚
悸，失眠多夢，喜太息，脈弦。
運動調養法：氣鬱體質者是由於長期情志不暢、氣機鬱滯而形成，運動鍛鍊的目的就是調整氣機，舒暢情
志。鍛鍊方法主要有宣洩鍛鍊法和休閒娛樂運動法，大強度、大負荷的宣洩鍛鍊是一種很好的發泄方式，
如跑步、登山、器械健身、打球等，可鼓動氣血，疏發肝氣，大汗過後有促進食欲、改善睡眠的作用；休
閒娛樂的運動，如下棋、氣功、釣魚、瑜伽等，運動時應保持平和舒暢的心態，切忌與他人較量、爭執或
比試高低等。
經絡保健法：多選用疏肝理氣的穴位進行按揉，常用的穴位有太沖、合谷、肝俞、膽俞等。
8：血 脈 不 暢的血瘀體質

體質特徵：以瘦人居多，面色常暗，髮易脫落，紅絲攀睛，肌膚、甲錯或有瘀斑，心煩心悸，舌質多暗或
有瘀點，脈細或澀。
運動調養法：運動可增進氣血的流通，因此血瘀體質的運動調養非常重要。運動時應注重保持呼吸的均勻
和深度，這樣才能充分推動血液在周身的運行，使經絡臟腑氣血調和。年輕人的運動量可較大，中老年人
應採用小負荷、多次數的運動模式。
經絡保健法：經絡是體內氣血運行的通道，穴位是氣血匯聚的地方。選用活血化瘀的穴位進行按壓或按
揉，可幫助改善血瘀體質。常用穴位有血海、膈俞、合谷等。
9： 健 忘 失眠的血虛體

質體質特徵：頭昏目眩，失眠健忘，心悸心慌，肢體麻木，婦女月經量少、色淡，
口唇顏面蒼白無華，舌淡苔白，脈細或沉弱。
運動調養法：血虛體質者選擇合適的運動量和運動方式很重要，提倡適度運動，
運動量過大過猛，反而會耗害氣血，加重血虛症狀，故血虛體質者運動量不宜過
大，提倡低運動量，以額頭微微汗出為度，運動結束時，應當平靜心神緩慢退出
運動狀態，做到有始有終。
經絡保健法：多選用足太陰脾經和足陽明胃經上的穴位進行補益氣血，常選用的
穴位有足三里、三陰交、血海等。
10 ： 天 生特異的過敏體質

體質特徵：有先天缺陷，或有和遺傳相關疾病的表現。如先天性、遺傳性的生理
缺陷，先天性、遺傳性疾病，過敏性疾病，原發性免疫缺陷等。常表現為對季節
氣候適應能力差，皮膚易出現劃痕，易形成風團、癮疹、咳喘等。
運動調養法：過敏體質者可以進行針對自身特點的鍛鍊方式。如對花粉、柳絮等
植物過敏者，應避免在野外、公園長時間運動和逗留；有過敏性鼻炎的人，不宜
在冬季進行戶外鍛鍊等。由於體質特點，過敏體質者應以室內運動為主，如瑜伽、
氣功、健身器械鍛鍊等。
經絡保健法：多選用扶助正氣，提升免疫力的穴位進行按摩保健。常用穴位有足
三里、氣海、關元、三陰交等。
以上各種體質如能配合中藥湯劑和針灸推拿，可縮短治療的時間，達到事半功倍、
相得益彰的效果，從而使偏頗的體質得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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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疑問，請先向註冊中醫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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