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過新年 

展出期間：100.01-100.02 

片名 索書號 

營養與運動 DVD 399.4781 0076  95 

認識膽固醇 DVD 399.4781 0076 95 

養生保健 DIY 第一集 : 腦血管篇 DVD 412.5 8222 pt.1 

養生保健 DIY 第二集 : 疼痛篇 DVD 412.5 8222 pt.2 

養生保健 DIY 第三集 : 腸胃篇 DVD 412.5 8222 pt.3 

養生保健 DIY 第四集 : 睡眠篇 DVD 412.5 8222 pt.4 

養生保健 DIY 第五集 : 強化篇 DVD 412.5 8222 pt.5 

健康又長壽 第一集 : 人類的詛咒 DVD 400 0000 2277 pt.1,92 

健康又長壽 第二集 : 青春之泉 DVD 400 0000 2277 pt.2,92 

建康又長壽 第三集 : 追求永恆 DVD 400 0000 2277 pt.3,92 

常見疾病 第三集 : 體重控制 DVD 415 9600 pt.3,94 

認識消化系統 : 飲食與消化 DVD 415.5 0032 pt.1,94 

認識消化系統 : 如何吃才健康 DVD 415.5 0032 pt.3,94 

酒的誘惑 DVD 411.81 3205 94 

健康飲食 DVD 411.3 2088 

膽固醇與最新療法 DVD 415.382 7617 96 

You on a diet workout 3 exercise levels on one 

DVD 

DVD QT255 Y83 2006 

飲食、營養與健康 DVD 417.5 7020 pt.3 96 

最ㄏㄤ的運動:臺大醫院活力 DVD DVD 411.71 6232 96 

維他命的真相 DVD 399.6 2282 93 

 

  



營養與運動 

 

 

  

 

透過影片的介紹，希望觀眾可以了解營

養與運動計畫的重要，並學習如何預防

心臟病和糖尿病等疾病，以及選擇健康

生活方式。 



認識膽固醇 

 

 

 

  

心臟病是美國男性與女性頭號殺手，而

膽固醇過高是心臟病和中風主要風險

因子。影片介紹如何透過飲食的改變及

運動降低膽固醇，探討治療膽固醇的各

種藥物及其副作用並希望患者了解藥

物可能是他們的好朋友。 

 



養生保健 DIY 

腦血管篇 

 

 

  

養生保健大作戰、指壓按摩自己來!  

 

養生保健 DIY─反射區按摩，針對國人最關心

的五項健康主題，腦血管篇、疼痛篇、腸胃篇、

睡眠篇、強化篇，由知名反射區按摩專家江慶

興老師主講。 

 

腦血管篇： 

降壓功/中風邊緣急救/中風之復健/耳鳴方 

 

 

 

 



養生保健 DIY 

疼痛篇 

 

 

  

養生保健大作戰、指壓按摩自己來!  

 

養生保健 DIY─反射區按摩，針對國人最關心

的五項健康主題，腦血管篇、疼痛篇、腸胃篇、

睡眠篇、強化篇，由知名反射區按摩專家江慶

興老師主講。 

 

疼痛篇： 

腰酸背痛、關節炎解套 / 腰背扭傷還原法 / 

坐骨神經痛止痛法 

 

 

 

 



養生保健 DIY 

腸胃篇 

 

 

  

養生保健大作戰、指壓按摩自己來!  

 

養生保健 DIY─反射區按摩，針對國人最關心

的五項健康主題，腦血管篇、疼痛篇、腸胃篇、

睡眠篇、強化篇，由知名反射區按摩專家江慶

興老師主講。 

 

腸胃篇： 

解便秘方、消痔功  

/ 除脹功、止嗝點、止胃痛點 / 止瀉法 

 

 

 

 



養生保健 DIY 

睡眠篇 

 

 

  

養生保健大作戰、指壓按摩自己來!  

 

養生保健 DIY─反射區按摩，針對國人最關心

的五項健康主題，腦血管篇、疼痛篇、腸胃篇、

睡眠篇、強化篇，由知名反射區按摩專家江慶

興老師主講。 

 

睡眠篇： 

安眠術 / 止暈眩方、開心功 / 夜夜磨牙終結

術 / 落枕還原法 

 

 

 

 



養生保健 DIY 

強化篇 

 

 

  

養生保健大作戰、指壓按摩自己來!  

 

養生保健 DIY─反射區按摩，針對國人最關心

的五項健康主題，腦血管篇、疼痛篇、腸胃篇、

睡眠篇、強化篇，由知名反射區按摩專家江慶

興老師主講。 

 

強化篇： 

固齒術、強心術 / 治攝護腺肥大方 / 活龍方 / 

去老返童 

 

 

 

 



健康又長壽 

人類的詛咒 

 

 

  

 

人人都想活得健康又長壽，同時力求外型青春

亮麗。在人類與老化的對抗戰中，做臉、拉皮、

肉毒桿菌注射、除皺美容、消除眼袋等整形外

科手術，讓許多人保持年輕外貌，重拾了自信

與快樂。而先進的身體掃瞄器，不但能檢視體

內老化現象，幫助表面健康、實則老化的人及

早掌握身體變化，還能預防疾病侵襲。21 世

紀的今天，老年疾病將一一被克服，人類壽命

也將延長，讓老化不再是可怕的宿命，而是即

將被破解的詛咒。Discovery Channel 將帶您

探究細胞老化這門新科學，進而了解如何掌握

基因、控制老化。 



健康又長壽 

青春之泉 

 

 

  

 

研究顯示，長壽與適當飲食和運動控制有關。

低脂飲食和適量運動不但能降低心臟病發的

機率，也有助於預防某些癌症，例如攝護腺

癌。婦女則可藉由肌力訓練，逆轉生理時鐘，

改善骨質密度。另外，不停刺激腦部運作，永

遠學習新事物也能強化腦神經通路，延緩老化

進程。Discovery Channel 將帶您追隨科學家

的腳步，深入探討老化原因及延長壽命的藥

物，探索如何以基因控制的方式，延長實驗體

的壽命。 

 



健康又長壽 

追求永恆 

 

 

  

 

此影片將帶您深度探索人類追求永生

的努力，包括最新的細胞複製技術，可

透過細胞核轉換，培養出任何人體需要

的器官或組織。而尚在實驗階段的再生

醫學，則更進一步，試圖啟動身體細胞

的再生能力，讓人類自體恢復受損部

位，例如骨骼、膀胱，甚至全身。此外，

您也將見識到另一種追尋永生的方

式，便是利用進步的冷凍技術，讓死後

的生命再度復活。 



體重控制 

 

 

  

 

此影片帶您探討現代人最關心的肥胖問題。隨

著生活水準提升，肥胖成了文明世界中男女老

幼都需提防的健康大敵。脂肪是什麼？它究竟

是如何堆積到我們身上來的？肥胖帶來的致

命疾病有哪些？我們又該如何有效地擺脫它

的威脅？看主持人凱特卡妮深入病理實驗

室，「親手」調查脂肪的真面目，並體驗最新

科技儀器「體脂分析莢」。最難能可貴的是，

曾經重達 109 公斤的凱特，將娓娓道來她本

人減重的心路歷程。 



飲食與消化 

認識消化統 

 

 

  

 

漢堡、薯條加上熱狗，已成為現代美國人的日

常飲食，這些食品儘管嚐起來美味，但卻營養

極低，不但會使人體累積多餘脂肪，太多油脂

也會賭塞腸胃道，引發各類胃疾病。Discovery 

將追蹤一個愛吃速食的傳統美國家庭-亞維里

歐提一家人的生活，藉由他們的日常飲食習

慣，來分析各類飲食對腸胃道的利與弊，飲食

學家柯思艾尤和可愛動畫人物消化脢艾迪也

會隨時提點觀眾正確的飲食概念。想知道如何

吃才健康的人，千萬別錯過本片。 



如何吃才健康 

認識消化統 

 

 

  

 

人類的消化系統是一條很長的管道，整個消化

過程從口腔開始到肛門結束，需花費 12-24 小

時的時間，但若是飲食習慣不良的人，便需花

費兩倍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因此，若要常保健

康，良好的飲食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世上的飲食種類甚多，但對大眾而言，最美味

可口的飲食和最方便烹煮的飲食永遠都是人

們的第一選擇，然而，您可曾想過自己吃下肚

的美食會對我們的消化系統造成何種影響？

本集節目將帶您探索世界各地的健康飲食，包

括強調自然無雜質的生機飲食、重視蔬果纖維

的地中海飲食、去油脂的法國料理等。另外，

還要跟著營養學家蕾思莉龐西的腳步，一起去

看看運動員們在選擇飲食時，如何在增強體能

和維持健康中取得平衡。  



酒的誘惑 

 

 

  

 

酒精是世上最廣泛使用的藥物,在它的

影響下,我們喝醉，出糗，生病,有人甚

至喪命。當我們喝酒，身體究竟會發生

什麼變化？酒精為何會使某些人飄飄

欲仙,卻使某些人痛苦難受？此影片聘

請七位自願者參與科學實驗,探索酒精

對一般人的身體和行為的影響。整個實

驗在芝加哥的某間飯店酒吧裡舉行，當

自願者正怡然自在的飲酒時,一組科學

家也同時在裝有特殊設備的密室內觀

察分析自願者，他們將紀錄每一小時自

願者在身體和心理上的變化，讓您了解

酒精如何影響我們的身體和行為,以及

對於不同體質和遺傳的人有何不同的

反應,但最重要的,還是"飲酒過量有害

健康". 



健康飲食 

 

  

在生活步調緊湊的現代社會，攝食適當

的營養似乎很困難。但是此部影片以金

字塔作為飲食指標，教導觀眾多攝取金

字塔底部的穀類、蔬菜與水果，少攝取

金字塔上層的乳製品、肉類和脂肪。只

要循該原則，更可以獲得健康，遠離疾

病。 

 



膽固醇與最新療法 

 

 

  

 

 

美國有將近 50%的人有膽固醇過高的

問題，它可能導致冠狀動脈心臟疾病。

它是所有美國人的頭號殺手，但膽固醇

並不是毒藥，有好膽固醇也有壞膽固

醇。許多人的膽固醇太多，是飲食或基

因造成的，膽固醇太高可能罹患動脈硬

化引起胸部疼痛，叫做心絞痛，也可能

引發致命的心臟病發作。 

 



YOU ON A DIET 

WORKOUT 

 

 

  

 

 

如果你想減肥，並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金錢

或設備，名人教練喬爾哈珀告訴您如何做到。 

 



飲食、營養與健康 

 

 

  

 

此影片製作的目的希望家長能認識營

養、體適能、自尊和健康笑容的重要

性。 除此之外，什麼是正確的刷牙方

法？家長應該挑選哪種牙膏？還有輪

狀病毒是什麼?為什麼兒童會危害成兒

童的生命呢？ 這些問題此影片將為您

一一解答。 



最ㄏㄤ的運動 

 

 

  

 

臺大醫院健康教育中心聽見許多民眾

的心聲，期望更多民眾不受時空限制，

能隨時開始運動，特規劃-最ㄏㄤ的運

動： 臺大醫院活力 DVD，希望藉此讓

民眾更貼近健康。 

本片所有動作均經主講老師精心設

計、親自示範，除適合一般民眾保健、

養成正確姿勢與運動習慣，更適合現代

人針對不同疾患加強保健，即使是做過

心肺手術的病患，亦可由〈心心相印為

起點，再次積極邁向健康、迎向希望。 

 

http://epaper.ntu.edu.tw/view.php?listid=35&id=381


維他命的真相 

 

 

 

 

維他命不可否認對人體極為重要。如果

說「維他命是生命的基礎」，這句話一

點都不誇張，雖然它們在人體內的數量

很少，但對於保持健康、促進生長、維

持人體各系統的功能以及加強你的免

疫系統有著重要的作用。本節目將揭開

維他命的真相，說明如何正確使用維他

命。適當的使用是良藥，如果過量則會

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