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明白運動對身體有益，

但是當年紀大了、骨骼關節退化

了，心臟也負荷不了進行運動的時

候，身體老化速度會加速，只能借

助傳統手工或機器按摩稍為舒緩身

體的不適，或使用一些可以用來加

熱身體、促進血液循環的方法，如

泡澡或遠紅外線照射等，或使用震

動器讓身體產生氣血循環。

分析前面這些方法有其限制，

如傳統手工或機器按摩大都屬於表

面肌肉按摩，無法達到深層內臟按

摩效果，泡澡或遠紅外線照射及震

動器對促進血液循環是有些幫助，

但許多只屬於局部性而無法產生全

面性或只有短暫性效果。

運動雖然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及

內臟按摩效果，但也同時產生下列

副作用，如造成運動傷害、膝關節

退化，骨質疏鬆產生骨頭及脊椎病

變。或產生乳酸堆積及自由基的產

生，這些產物對身體不好，如果無

法排除，對身體細胞會產生老化現

象。此外，運動消耗太多體力，銀

我們再把活動這二個字拆開分析：

活：舌頭可以分泌唾液，表示活的人

才能分泌唾液，唾液幫助消化

系統。

動：重+力。何為重力呢？就是具有

「重力加速度」的運動！

什麼運動具有「重力加速度」的運

動呢？跑步、跳繩、外丹功等等，凡

是可以讓身體產生上上下下、具有重

力加速度的運動，就是有效的運動，

因為這些運動就可以產生內臟按摩、

腸胃蠕動和促進血液循環的效果。

1 從國人十大死因探討疾病發生可能原因 

健康探索 被動式運動與銀髮族養生
文／葉東龍（欣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現代科技突飛猛進，醫學也進步

神速，如基因療法、幹細胞療法、化

學及放射線療法，但我們卻發現癌症

仍名列國人十大死因榜首，身邊愈來

愈多的人死於癌症，我們不由得懷疑

我們是不是沒有真正找到帶給人類真

正健康的方法與途徑。現在許多醫學

研究及治療方式，都是針對已經產生

癌細胞之後，研究用何種方式殺死癌

細胞。根據臨床發現癌細胞會轉移，

他們發現術後存活時間與未經由手術

產生結果差異不大。 

現在另一抗癌研究方向傾向於

如何預防癌症的產生，如美國華裔科

學家陳昭妃博士研究如何提高身體免

疫系統，啟動免疫功能抵抗腫瘤研

究，榮獲 1997 年「美國十大傑出青

年獎」，人類的身體本來就有自癒能

力，只要恢復身體免疫系統就可以

抵抗外部細菌及抗癌。所謂上醫治未

病，當身體產生癌細胞的時候再來進

行治療其實已經都太慢了。

癌細胞的產生是經過相當久的

時間慢慢轉變的，國人必須要有正確

的健康觀念，平常不注重保養，生活

及工作壓力大產生自律神經的失調，

熬夜加上睡眠障礙，肝及內臟無法獲

得有效休息保養，加上西化的飲食油

膩及氫化食物，喝酒、吃宵夜文化盛

行，偏偏又缺少運動。睡覺的時候，

腸胃食物尚未消化，長期缺少蠕動，

我們的身體怎麼受得了？

根據表一統計分析，癌症、心腦

血管、高血壓及肝硬化疾病所占死亡

比率達 53.6%，再仔細分析這些都是

身體內臟器官及血管疾病。肌肉產生

病變很少，肌肉與內臟最大的差別就

在於肌肉是隨意肌，而內臟是不隨意

肌。內臟無法隨意識而運動，但並不

表示內臟不需要運動，現在國人癌症

及肝硬化占死亡比率達 31.8%，最主

要可能原因就是因為國人缺少運動，

以至於內臟無法獲得有效運動及按摩

效果。

心腦血管及高血壓 (22.4%)主要原

因就是血液循環發生問題，原因也可

以歸納為缺少運動及飲食油膩有關。

在此我們提出上述疾病發生可能

原因如下：

1.因缺少有效運動造成內臟無法獲得

按摩效果，而造成內臟病變及癌化

有相當關聯性。

2.因缺少有效運動造成血液循環不

良、流速降低，營養物質無法送達

各器官，廢物無法有效排出體外。

再從中國先賢古老造字的智慧

來探討健康之道，我們經常說「活

動」，顧名思義就是「要活就要動」，

↑被動式運動適合一些銀髮族保健應用。圖為一氧化氮氧生儀。（欣麟科技提供）

上醫治未病，如何啟動身體本有的自癒能力，預防癌症的

發生？什麼樣的保健方式適合無法運動的銀髮族或無暇運

動的人？與「震動」相關的被動式運動，如何讓內臟獲得

更好的按摩效果？藉以避免內臟病變？相關的研究在國際

的運動醫學年會中獲得廣泛討論。

髮族大多已經缺乏體能，消耗體力

對銀髮族而言不是一件好事。

那到底有什麼方式可以達到兩

全其美，既不消耗體力又不會產生

運動傷害，可以達到運動所產生的

內臟按摩及氣血循環功效？

所謂被動式運動，就是經由外

界機器設備協助身體產生運動的效

果，完全不需要人使用肌肉主動方式

的運動，我們稱為「被動式運動」。

被動式運動有以下優點：

1.產生運動效果：

內臟按摩腸胃蠕動，幫助消化

防止便祕，排除毒素，強化血液及

欣麟公司係一家研發公司，總經

理葉東龍早期任職於工研院從事機器

人開發工作，經過多年研究將原本應

用於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的精密伺服

馬達，拿來開發運動及醫療器材產業

的設備，所開發的第一個產品是具有

震動功能的跑步機，可以邊走邊震或

原地震動適合中風患者復健。8 年前

有機會與美國 NIMS 公司合作開發水

平加速度運動床，榮獲美國 FDA 認

證，成為全世界第一台以被動式運動

方式協助人們維持健康狀態的床，有

助於心腦血管方面的緩解。

根據臨床研究，帕金森氏症是因

為腦部缺氧造成多巴胺分泌不足所致，

如果能夠將血足夠的打到腦部，這些症

狀將會有效獲得緩解。水平加速度運動

末梢循環。

2.提高身體能量：

既不會消耗體力反而增加身體

能量，免疫系統活化抵抗疾病能力

加強。

3.輕鬆運動，效果顯著：

無運動傷害，只要站著坐著或

躺著，機器主動幫助運動，適合中老

年齡，無法運動或無暇運動的人。

床就是模擬人類跳繩的時候，利用胸腔

與腹腔相互上下作用產生心肺復甦及內

臟按摩效果，結果心臟多出 90% 血流

量，人因為躺著無重力影響，流到腦幹

的血流量增加了 180%，各器官增加了

50%，腦部缺氧問題獲得有效緩解，改

善了患者症狀。

研究發現當人體血液流速加快的

時候，身體血管內皮細胞將自動釋放

一氧化氮 (NO)，一氧化氮作用讓血管

擴張預防心腦血管梗塞，防治動脈硬

化，抗發炎（心肌梗塞舌下含片硝酸

甘油的成份就是一氧化氮 (NO))，除了

血液循環獲得有效改善之外，同時具

有內臟按摩效果，增加了腸胃蠕動、

幫助了消化系統因而改善便祕問題。

這些效果其實就是以被動式運動

的方式幫助身體運動，身體有足夠有效

的運動之後促進身體各器官及系統恢復

正常運作，身體逐漸恢復健康運作。美

國 NIMS 公司合作開發水平加速度運

動床其往復式運動頻率最高為 3hz。

欣麟公司與美國 NIMS 公司合作

開發水平加速度運動床可以看作是低

頻運動床，其最高頻率只到達 3hz 但

其往復移動距離長達 24mm，欣麟公

司另一項產品震動跑步機的使用過程

中發現由於振動頻率可以高達 16hz

並將往復移動距離縮短的情況下讓人

們產生了「震動」的效果，此震動效

果人們實際使用後發現免疫能力提升

了感冒減少了，而且臨床發現高頻的

震動對身體又另外產生一項新的效果

在此高頻振動的情況下竟然改善了睡

眠問題。

根據中央研究院士王唯工博士經

歷 17 年的研究《氣的樂章》，提出人

身體 12 經絡是以心跳為基頻由 1—

12 倍頻的頻率在震動，如果心跳以

每分鐘 72 下為例，心臟就是以每秒

1.2hz 在跳動，肝經以 1.2hz，腎經為

2.4hz，脾經 3.6hz，肺經 4.8hz，胃

經 6hz，五臟屬於低頻波，六腑屬於

高頻波直到 14.4hz。

欣麟震動跑步機頻率 1 至 16hz 與

人體 12 經絡的振動頻率吻合，震動跑

步機的震動可誘發身體的共振，產生

很強烈的氣血循環效果，人們感受到

能量提升改善了身體 12 經絡循環，而

睡不好主要因素為自律神經的失調，

自律神經屬於高頻波，故高頻的震動

調和了自律神經也改善了睡眠情況。

我們結合震動跑步機及美國NIMS

水平加速度運動床優點開發了一款適合

於亞健康族群居家保健的床或沙發，晚

上睡覺前使用運動模式進行內臟按摩、

幫助消化及氣血循環之後，再用高頻振

動調合自律神經幫助睡眠。

因為震動方式具有非侵入式及

沒有藥物副作用的好處，國外在醫療

及運動方面已經投入相當多的研究，

如 2014 年第 61 屆美國運動醫學年會

研究論文報導整理發現，至少有一半

以上研究論文都是針對被動式運動及

震動對銀髮族及運動員訓練效果的研

究，一致指出這種方式可以協助亞健

康的人維持一個良好健康水平。

我們相信「震動」是人類在未來能

量醫學研究中一項重要的研究方向，

台灣有機會以被動式運動與振動結合

中西醫技術創造一個「能量醫學」產

業，照顧廣大亞健康族群維持基本健

康常態，提高人類健康品質，減少健

保龐大支出，減輕全民社會負擔。◇

排名 死亡原因 人數
占死亡人數
百分比%

排名 死亡原因 人數
占死亡人數
百分比%

1 癌症 46,094 28.2 6 事故傷害 7,123 4.3

2 心臟疾病 19,400 11.9 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6,430 3.9

3 腦血管疾病 11,736 7.2 8 高血壓性疾病 5,459 3.3

4 肺炎 10,352 6.3 9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4,962 3.0

5 糖尿病 9,845 6.0 10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4,868 2.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2014年國人十大死因排名 葉東龍小檔案

年紀：58 歲

現職：

欣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經歷：

研究所逢甲一號機器人發明獎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研究員

關節型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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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中西醫技術，協助亞健康的人維持一

個良好健康水平。（欣麟科技提供）

↑按摩只能傳達到表皮，無法傳

達到內臟深層。（Fotolia）

↑銀髮族受限於關節退化，運動有其限制。（Fotol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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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髮族無法運動或無暇運動的人如何保健？

3 被動式運動是銀髮族最佳保健方式？

5 由東方醫學來看被動式運動實際體現

4 由西方醫學來看被動式運動實際體現

6 國外臨床研究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