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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概論及運動概論及
減肥的運動處方介紹減肥的運動處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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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運動生理學簡介運動生理學簡介::

有氧運動有氧運動 or or 無氧運動無氧運動

 關於運動關於運動::

好處好處,,頻率頻率,,強度設定強度設定,,種類種類,,時間時間,,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運動處方設定運動處方設定

 肥胖患者運動處方設定肥胖患者運動處方設定



你/妳, 知道什麼是運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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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生理學簡介運動生理學簡介

 運動中的各種動作，都是肌肉收縮的結果；而運動中的各種動作，都是肌肉收縮的結果；而
肌肉則必須得到能量的不斷供應，才能夠一直肌肉則必須得到能量的不斷供應，才能夠一直
工作下去。工作下去。

 這些能量都要先用以製造一種儲存於肌肉之內，這些能量都要先用以製造一種儲存於肌肉之內，
名為名為三磷酸線苷三磷酸線苷（（ATPATP，，adenosine adenosine 
triphosphatetriphosphate）的高能量化合物，當）的高能量化合物，當ATPATP被分被分
解時，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就可以提供給肌肉工解時，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就可以提供給肌肉工
作之用。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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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生理學簡介運動生理學簡介

 ATPATP在人體內是不斷地被分解及重新合成，而在人體內是不斷地被分解及重新合成，而
重新合成重新合成ATPATP也是需要能量。也是需要能量。

 人體內就有三個供能系統，可以供應能量作為人體內就有三個供能系統，可以供應能量作為
重新合成重新合成ATPATP之用；當中兩個是之用；當中兩個是無氧系統無氧系統，另，另
外一個則是外一個則是有氧系統有氧系統。。

 ATPATP--PCPC系統（系統（ATPATP--PC systemPC system）及乳酸系統）及乳酸系統
（（lactic acid systemlactic acid system）是無氧系統；氧氣系）是無氧系統；氧氣系
統（統（oxygen systemoxygen system）則是有氧系統，必須在）則是有氧系統，必須在
有充足氧氣的情況下，才能夠重新合成有充足氧氣的情況下，才能夠重新合成ATP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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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系統

氧氣系統

ATP-PC系統

無氧系統

ATP製造及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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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氧系統無氧系統

 在無氧的情況下，碳水化合物會在不完全分解在無氧的情況下，碳水化合物會在不完全分解
的情況下釋放出能量以重新合成的情況下釋放出能量以重新合成ATPATP

 無氧系統仍然是一個相對迅速的能量來源無氧系統仍然是一個相對迅速的能量來源，而，而
且對於那些在且對於那些在11至至33分鐘間完成的最大努力活動分鐘間完成的最大努力活動
（如（如400400米及米及800800米跑）尤為重要米跑）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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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系統氧氣系統

 在氧氣充足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總能量是難以估在氧氣充足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總能量是難以估
計，因為計，因為不僅是碳水化合物，就連脂肪及蛋白不僅是碳水化合物，就連脂肪及蛋白
質都可以被用作「燃料」質都可以被用作「燃料」，所以對於那些長時，所以對於那些長時
間的耐力活動（如馬拉松長跑），氧氣系統對間的耐力活動（如馬拉松長跑），氧氣系統對
ATPATP的重新合成特別重要。的重新合成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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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運動是需要能量的，如果能量來自細胞內人體運動是需要能量的，如果能量來自細胞內
的有氧代謝（氧化反應），就是有氧運動；但的有氧代謝（氧化反應），就是有氧運動；但
若能量來自無氧酵解，就是無氧運動。若能量來自無氧酵解，就是無氧運動。

 有氧運動有氧運動=>=>葡萄糖代謝葡萄糖代謝=>=>水和二氧化碳，可以水和二氧化碳，可以
通過呼吸很容易被排出體外，對人體無害。通過呼吸很容易被排出體外，對人體無害。

 無氧酵解無氧酵解=>=>大量丙酮酸、乳酸等中間代謝產物，大量丙酮酸、乳酸等中間代謝產物，
不能通過呼吸排除。不能通過呼吸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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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運動有氧運動 (Aerobic)  v.s (Aerobic)  v.s 
無氧運動無氧運動 (Anaerobic)?(Anaero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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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運動有氧運動 (Aerobic)(Aerobic)

 是指在比較長的時間內（約是指在比較長的時間內（約2020至至3030分鐘），進分鐘），進
行「全身性」肌肉、「持續性長」且具有「節行「全身性」肌肉、「持續性長」且具有「節
律」的運動，並以氧提供運動所需的熱能。由律」的運動，並以氧提供運動所需的熱能。由
於消耗大量的氧氣，體內較不易累積乳酸，不於消耗大量的氧氣，體內較不易累積乳酸，不
會感到疲勞。會感到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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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氧運動無氧運動 (Anaerobic)(Anaerobic)

 是指肌肉在「缺氧」的狀態下進行較短活動的是指肌肉在「缺氧」的狀態下進行較短活動的
時間，且為「部分性」、「瞬間性」身體的運時間，且為「部分性」、「瞬間性」身體的運
動。由於速度過快及爆發力過猛，體內的糖分動。由於速度過快及爆發力過猛，體內的糖分
來不及經過氧氣分解，不得不依靠「無氧」產來不及經過氧氣分解，不得不依靠「無氧」產
生能量。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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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運動有氧運動 無氧運動無氧運動

強度強度 適度，約適度，約50~90%50~90%最大心跳最大心跳 很高，個人最大能力，接近很高，個人最大能力，接近90%90%最大心跳以最大心跳以
上上

能量來源能量來源 葡萄糖與脂肪葡萄糖與脂肪 葡萄糖和身體儲存的能量葡萄糖和身體儲存的能量

能量產生能量產生 產生較多產生較多ATP ATP 產生較少產生較少ATP ATP 

乳酸產生乳酸產生 乳酸濃度不增加或增加不多乳酸濃度不增加或增加不多 大量產生乳酸大量產生乳酸

運動感受運動感受 有負荷但尚可講話，舒暢有負荷但尚可講話，舒暢 呼吸急促．肌肉酸痛．感覺疲憊呼吸急促．肌肉酸痛．感覺疲憊

受傷機率受傷機率 較少較少 稍高稍高

訓練效果訓練效果 增進心肺功能，控制體重，減少脂肪增進心肺功能，控制體重，減少脂肪 增強肌肉強度，力量，爆發力，反應時間增強肌肉強度，力量，爆發力，反應時間

例子例子

持續時間持續時間 較長較長 短暫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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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運動~~
有哪些好處呢有哪些好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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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身健體、激發活力、休閒娛樂、修身塑型強身健體、激發活力、休閒娛樂、修身塑型

 增強體質、增進健康、養身保健、預防疾病增強體質、增進健康、養身保健、預防疾病

 促進治療、復健機能促進治療、復健機能

 掌握運動技能、提高競技水準、挑戰自我極限掌握運動技能、提高競技水準、挑戰自我極限

 促進生長發育、延緩衰老、豐富文化娛樂生活促進生長發育、延緩衰老、豐富文化娛樂生活

 調節情緒、提高生活品質調節情緒、提高生活品質



運動的基本原則運動的基本原則(FITT)(FITT)

運動頻率(Frequency)

運動強度(Intensity)

運動型式(Type)

運動時間(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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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頻率運動頻率(Frequency)(Frequency)

 要改善心肺機能的運動並不需要每天都做，若要改善心肺機能的運動並不需要每天都做，若
是想得到中上水準的身體適能，一週實施三次是想得到中上水準的身體適能，一週實施三次
就可以了，最好是隔天運動一次。就可以了，最好是隔天運動一次。有些研究指有些研究指
出，每週少於三次的運動，對於心肺耐力的提出，每週少於三次的運動，對於心肺耐力的提
昇效果有限，對於減肥的幫助更少昇效果有限，對於減肥的幫助更少

 對於一些剛開始運動的人，一週運動對於一些剛開始運動的人，一週運動3~43~4天是天是
最理想的，一方面可以避免運動過勞，另一方最理想的，一方面可以避免運動過勞，另一方

面則可以減少運動傷害的機會面則可以減少運動傷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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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強度運動強度(Intensity)(Intensity)

 單位時間內的運動量單位時間內的運動量，是決定運動量的主要因，是決定運動量的主要因
素素

 常使用以下指標來決定運動強度常使用以下指標來決定運動強度::

心率心率(Heart rate)(Heart rate)

自覺用力係數量表自覺用力係數量表(RPE)(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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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強度運動強度(Intensity)(Intensity)

 心率心率(Heart Rate):(Heart Rate): 通常，運動程度愈激烈，通常，運動程度愈激烈，
心跳數就相對的增加越多，兩者的增減近乎是心跳數就相對的增加越多，兩者的增減近乎是
一種等比關係，因此，一種等比關係，因此，運動中的心跳數一般都運動中的心跳數一般都
被用來評估運動強度的指標被用來評估運動強度的指標

 要以運動來提昇心肺適能，運動時心跳數必須要以運動來提昇心肺適能，運動時心跳數必須
被增加到最大心跳數與休息時心跳數之間差距被增加到最大心跳數與休息時心跳數之間差距
的的6060％～％～8080％。這種強度代表著一種安全而合％。這種強度代表著一種安全而合
理的範圍，對於大多數要改善心肺機能的運動理的範圍，對於大多數要改善心肺機能的運動
者來說最為適用者來說最為適用



如何自我量測心跳如何自我量測心跳????

(1)量手腕內側或頸部
前側脈搏10秒或15秒

(2)再將10秒或15秒的
脈搏數乘以6或4，即
可得到每分鐘的心跳
率



21

運動強度運動強度(Intensity)(Intensity)

 預測個人最適當訓練心跳數預測個人最適當訓練心跳數

公式一公式一:: 220220－年齡＝最大心跳數－年齡＝最大心跳數

最大心跳數－休息時心跳數＝最大心跳數－休息時心跳數＝((最大最小心跳差最大最小心跳差))

((最大最小心跳差最大最小心跳差))×× 6060％～％～8080％＋休息時心跳數＝最％＋休息時心跳數＝最
適當訓練心跳數適當訓練心跳數

公式二公式二::個人適當訓練心跳數＝個人適當訓練心跳數＝

最大心跳數最大心跳數×× 6060％～％～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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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強度運動強度

 自我運動強度自我運動強度:: 運動過運動過
程中程中，依靠自我感覺來判斷，依靠自我感覺來判斷
運動強度的一種方法運動強度的一種方法

 運動後休息運動後休息5~105~10分鐘，心分鐘，心
率率、呼吸能否恢復到運動前、呼吸能否恢復到運動前
水準水準，且身體有無出現明顯，且身體有無出現明顯
不適感不適感

RPE   RPE   自覺用力係數表自覺用力係數表

6
7
8
9

非常輕鬆
Very very light

10
11
12
13

輕鬆
Fairly light

14
15
16

吃力
Hard

17
18
19
20

非常吃力
Very very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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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運動種類(Type)(Type)

 有氧耐力運動有氧耐力運動:: 改善和提高機能有氧代謝能力，改善和提高機能有氧代謝能力，
適合強身健體、延緩衰老、保健預防適合強身健體、延緩衰老、保健預防

 放鬆性伸展柔軟運動放鬆性伸展柔軟運動:: 有效調整呼吸有效調整呼吸、安神養、安神養
性性，適合於治療疾病、保健復健、消除疲勞，適合於治療疾病、保健復健、消除疲勞

 抗阻力量運動抗阻力量運動:: 增強體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增強體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有利於身體素質和健康水準的提高有利於身體素質和健康水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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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時間運動時間(Time)(Time)

 運動持續的時間和運動強度有著直接關係。運動持續的時間和運動強度有著直接關係。

 一般來說一般來說，，每次從事心肺耐力運動時，應保持每次從事心肺耐力運動時，應保持
2020到到6060分鐘的持續時間分鐘的持續時間，且其中達，且其中達到適宜運動到適宜運動
心率的持續時間應在心率的持續時間應在55分鐘以上分鐘以上——這是運動給這是運動給
予呼吸、循環等系統產生有效刺激所必須維持予呼吸、循環等系統產生有效刺激所必須維持
的最低時間限度的最低時間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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ㄡㄡ~~!~~!
愛注意喔愛注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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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運動項目的選擇運動項目的選擇

 參加運動訓練的禁忌參加運動訓練的禁忌

 運動訓練中自我觀察的指標運動訓練中自我觀察的指標

 停止運動、調整運動的標準停止運動、調整運動的標準

 針對各疾病特點和患者的具體情況做個人化調針對各疾病特點和患者的具體情況做個人化調
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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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運動來運動......來來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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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處方設定基本原則運動處方設定基本原則

以體力或全身耐力差別作為運動處方的基礎以體力或全身耐力差別作為運動處方的基礎

因人而異，個別對待因人而異，個別對待

確定最適合的心率範圍確定最適合的心率範圍

設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設定不是一成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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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前要了解設定前要了解……

 ((一一))一般檢查一般檢查::了解患者的需求、運動的興趣、了解患者的需求、運動的興趣、
疾病史、生活工作環境疾病史、生活工作環境……等等

 ((二二))臨床醫學檢查臨床醫學檢查::正確的評斷患者目前的健康正確的評斷患者目前的健康
狀況，判斷是否能實施運動訓練狀況，判斷是否能實施運動訓練

 ((三三))心肺功能測試心肺功能測試::設定運動處方的基本依據之設定運動處方的基本依據之
一，測試過程中逐漸增加運動負荷，同時測定一，測試過程中逐漸增加運動負荷，同時測定
一些相關的生理指標係數，主要用來檢查和衡一些相關的生理指標係數，主要用來檢查和衡
量心血管系統功能量心血管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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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測試心肺功能測試-- CosmedCos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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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處方設定運動處方設定

 運動強度的安全界限運動強度的安全界限((運動適宜心率範圍運動適宜心率範圍、必、必
要的運動時間和頻率要的運動時間和頻率))必須做出明確的規定必須做出明確的規定

 運動訓練運動訓練3~63~6個月後，需重複接受前述的檢查，個月後，需重複接受前述的檢查，
以評定運動的效果，並重新設定下一階段的運以評定運動的效果，並重新設定下一階段的運
動處方，不斷地提高訓練成果動處方，不斷地提高訓練成果

 有疾患之患者，須在訓練過程針對不適當的地有疾患之患者，須在訓練過程針對不適當的地
方進行調整，適應後再訓練一段時間，而訓練方進行調整，適應後再訓練一段時間，而訓練
過程中，醫學檢查的間隔時間應當縮短，不宜過程中，醫學檢查的間隔時間應當縮短，不宜
過長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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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患者的運動處方肥胖患者的運動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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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運動v.sv.s肥胖肥胖

 增加基礎代謝量增加基礎代謝量

 增加胰島素之敏感性增加胰島素之敏感性

 減少脂肪合成減少脂肪合成、促進脂肪分解、促進脂肪分解

 心肺功能提高、肌肉力量增強、骨骼組織強壯心肺功能提高、肌肉力量增強、骨骼組織強壯

 改善因肥胖所引起的胰島素抵抗症候群、高胰改善因肥胖所引起的胰島素抵抗症候群、高胰
島素血症、高血脂症、高血壓及動脈硬化等併島素血症、高血脂症、高血壓及動脈硬化等併
發症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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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強度的控制運動強度的控制

有氧運動有氧運動，是肥胖患者主要的運動訓練模式。，是肥胖患者主要的運動訓練模式。

主要特點為主要特點為: : 強度低強度低、有節律、有持續性、有節律、有持續性，脂肪，脂肪
只有在只有在有氧代謝有氧代謝時，才會被分解利用，大多數時，才會被分解利用，大多數
的運動都會運用到有氧及無氧兩大功能系統，的運動都會運用到有氧及無氧兩大功能系統，
只是比例不同只是比例不同

 至於運動強度取決，建議採用至於運動強度取決，建議採用中等強度中等強度的運動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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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強度的控制運動強度的控制

體力較好的年輕人，運動強度可控制在體力較好的年輕人，運動強度可控制在70~80%70~80%
的最大心率的最大心率

體能較弱的中老年人，運動強度則控制在體能較弱的中老年人，運動強度則控制在
60~70%60~70%的最大心率的最大心率

每次的運動時間需要達到每次的運動時間需要達到30~6030~60分鐘，每週運動分鐘，每週運動
至少至少3~53~5次次
強度的判定可以參考強度的判定可以參考RPERPE，控制在，控制在11~1311~13分最適合分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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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的選擇運動種類的選擇

 有氧性運動包括游泳、水中有氧、騎腳踏車、有氧性運動包括游泳、水中有氧、騎腳踏車、
散步等。而慢跑及有氧舞蹈其實也是不錯的有散步等。而慢跑及有氧舞蹈其實也是不錯的有
氧運動，但是因為對象為肥胖者，其體重很重，氧運動，但是因為對象為肥胖者，其體重很重，
這種跑跳的運動模式容易對其骨關節造成衝擊這種跑跳的運動模式容易對其骨關節造成衝擊
而形成傷害，因此，較不適合採用。而形成傷害，因此，較不適合採用。

 肥胖者可以依據自身年齡肥胖者可以依據自身年齡、身體狀況、興趣愛、身體狀況、興趣愛
好來選擇練習好來選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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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量的消耗熱量的消耗----METMET

 METMET是一種計算身體代謝的單位。當我們靜止是一種計算身體代謝的單位。當我們靜止
不動時身體的代謝率為不動時身體的代謝率為1MET1MET，表示此時我們的，表示此時我們的
身體每一公斤體重在每一分鐘內會消耗掉身體每一公斤體重在每一分鐘內會消耗掉3.53.5
毫升的氧氣毫升的氧氣；當我們從事各種活動時，身體消；當我們從事各種活動時，身體消
耗氧氣的速率會上升。理論上，活動的耗氧氣的速率會上升。理論上，活動的METMET數數
越高，表示該活動越激烈，身體消耗的熱量也越高，表示該活動越激烈，身體消耗的熱量也
越高，但是相對也需要較高階的心肺功能狀態。越高，但是相對也需要較高階的心肺功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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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ACSM(美國運動醫學學會美國運動醫學學會))曾經指出每小時所跑或曾經指出每小時所跑或
走的公里數即為走的公里數即為METMET，這是最簡便計算能量消，這是最簡便計算能量消
耗的方法。亦即耗的方法。亦即 1 MET = 1 km/h1 MET = 1 km/h

 運動消耗熱量運動消耗熱量==MET(MET(消耗熱量消耗熱量kcal/kg/hr) x kcal/kg/hr) x 
體重體重(kg) x (kg) x 運動時間運動時間(hr)(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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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體重8080公斤的人公斤的人,,於於1515分鐘跑分鐘跑30003000公尺公尺,,其在這其在這

1515分鐘消耗多少大卡熱量分鐘消耗多少大卡熱量??

 Ans:Ans:
15 min 15 min 跑跑3000 m=> 1 hour 3000 m=> 1 hour 跑跑 12000 m => 12000 m => 
12 km/h = 12 MET                       12 km/h = 12 MET                       
12 x 80 = 960 kcal/hour                12 x 80 = 960 kcal/hour                
所以，所以，15 min 15 min 共消耗共消耗 960/4 = 240 kcal960/4 = 240 kca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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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運動消耗熱量表常見運動消耗熱量表
（（MET, MET, 單位單位: kcal/kg/hr: kcal/kg/hr））

 項目項目 消耗熱量消耗熱量 項目項目 消耗熱量消耗熱量

 平躺休息平躺休息 1.0       1.0       保齡球保齡球 2~42~4

 散步散步(4km/hr)(4km/hr) 2~3       2~3       直排輪直排輪 5.15.1

 快步快步(6km/hr)(6km/hr) 6~7       6~7       羽毛球羽毛球 5.8 (4 ~9+)5.8 (4 ~9+)

 排球排球 3 ~ 6     籃球籃球 8.3 (7 ~12+)8.3 (7 ~12+)

 腳踏車腳踏車 3 ~ 8 (3 ~ 8 (時速時速1616公里強度約公里強度約7MET)7MET)

 桌球桌球 4.1(3 ~ 5)4.1(3 ~ 5)

 跳快舞跳快舞 5.1          5.1          野外登山野外登山 7.2 (5 ~10+)7.2 (5 ~10+)

 有氧舞蹈有氧舞蹈 6~9          6~9          網球網球 6.5 (4 ~9+)6.5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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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運動消耗熱量表常見運動消耗熱量表
（（MET, MET, 單位單位: kcal/kg/hr: kcal/kg/hr））

 慢跑慢跑(400(400公尺公尺))
33分鐘分鐘 跑完操場一圈跑完操場一圈 8.78.7 22分分4545
秒秒 跑完操場一圈跑完操場一圈 9.49.4 22分分3030
秒秒 跑完操場一圈跑完操場一圈 10.210.2 22分分1515
秒秒 跑完操場一圈跑完操場一圈 11.211.2 22分鐘分鐘
跑完操場一圈跑完操場一圈 12.5             12.5             11分分4545秒秒 跑跑
完操場一圈完操場一圈 14.114.1 11分分3030秒秒 跑跑
完操場一圈完操場一圈 16.316.3

 爬樓梯爬樓梯
緩慢爬樓梯緩慢爬樓梯1010階階 3 ~ 4 3 ~ 4 慢速度爬樓梯慢速度爬樓梯4 ~ 64 ~ 6

中速度爬樓梯中速度爬樓梯6 ~ 86 ~ 8 快速度爬樓梯快速度爬樓梯 8 ~ 108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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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運動消耗熱量表常見運動消耗熱量表
（（MET, MET, 單位單位: kcal/kg/hr: kcal/kg/hr））

 游泳游泳 ((蛙式慢游蛙式慢游 ~ ~ 自由式快游自由式快游)) 4 ~ 10+4 ~ 10+

 跳繩跳繩
每分鐘跳每分鐘跳 60 60 -- 80 80 下下 99
每分鐘跳每分鐘跳 120120––140 140 下下 11 ~ 1211 ~ 12

 高爾夫球高爾夫球 ((搭乘電動車搭乘電動車)) 2 ~ 32 ~ 3

 高爾夫球高爾夫球 ((揹球具步行揹球具步行)) 5.1 (4 ~ 7)5.1 (4 ~ 7)

 足球足球 5 ~ 12+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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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肥的不二法門減肥的不二法門

 均衡飲食、多運動均衡飲食、多運動

當攝食的熱量超過身體需要量時，多餘的熱量當攝食的熱量超過身體需要量時，多餘的熱量
則轉變成為體脂肪，而導致體重過重和肥胖則轉變成為體脂肪，而導致體重過重和肥胖

除了減少熱量的攝取，並可藉運動燃燒體脂肪，除了減少熱量的攝取，並可藉運動燃燒體脂肪，
減少脂肪細胞中的脂肪，以助於體重的減輕，減少脂肪細胞中的脂肪，以助於體重的減輕，
運動也可以使肌肉結實，避免因體重減輕造成運動也可以使肌肉結實，避免因體重減輕造成
皮膚的鬆弛。皮膚的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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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注意運動之安全注意運動之安全，，避免運動傷害。例如運動前避免運動傷害。例如運動前
要先暖身運動以及運動後的緩和運動、慎選衣要先暖身運動以及運動後的緩和運動、慎選衣
物及運動鞋物及運動鞋、應使用適當裝備及護具應使用適當裝備及護具、水份的、水份的
補充、身體感覺不適時就要停止運動補充、身體感覺不適時就要停止運動

 對於有併發其他疾病肥胖者要特別注意，因為對於有併發其他疾病肥胖者要特別注意，因為
一般肥胖者之運動處方不一定適用於他們身上一般肥胖者之運動處方不一定適用於他們身上

 減肥減肥==適量運動適量運動++適當飲食控制適當飲食控制++生活方式改變生活方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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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訓練前要選擇自己有興趣並長期堅持下去的運訓練前要選擇自己有興趣並長期堅持下去的運
動項目動項目

 定時定量、有恆心的長期規律性運動，才會有定時定量、有恆心的長期規律性運動，才會有
效果；確認自己運動的目的，遵循正確有效的效果；確認自己運動的目的，遵循正確有效的
運動方法，隨時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切忌逞運動方法，隨時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切忌逞
強去做超出自己體能範圍的運動，以免造成傷強去做超出自己體能範圍的運動，以免造成傷
害、過度疲勞或不適，甚而對運動失掉興趣害、過度疲勞或不適，甚而對運動失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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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想瘦運動想瘦? ? 
享受運動享受運動!!

感謝各位的
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