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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老? 



祝老? 
祝總驤 
 312經絡鍛煉法 

 

1.  312經絡鍛煉法創始人 

2.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 

3.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終身教授 

4. 北京經絡研究中心主任 

5. 北京炎黃經絡研究中心主任 

6. 中國管理科學院終身教授 

7. 首次科學實驗證明人體經絡存在的世界級經絡學家 

8. 被美國，英國，法國等十餘國授予勳章，院士，博士，教授，顧
問等稱號 

9. 美國國際針灸醫學院教授 

10. 國家首屆“星火杯”創造發明特等獎獲得者 

11. 其首創的“312”經絡鍛煉法全球受益人群超過3000萬人，遍及數
十個國家 

12. 312“經絡鍛煉法被國家體育總局推薦為科學健身法 

13. 歐盟連續11年派遣代表團來華學習“312”經絡鍛煉法 



“312經絡鍛煉法” 

人體內蘊含著神秘而巨大的生命能量！學會調
動這種能量，您就找到了打開健康長壽之門的
鑰匙！ 

 

幫助您激活自身的生命能量！ 

 

經絡通暢則百病不生 
    



好處 

1．激活經絡，提高人體免疫力 

2．暢通氣血，強身健體 

3．緩解病痛，提高生活質量 

 

ＡＧＡＩＮ：  

“312”統管全身經絡，經絡暢通則百病不生 

 

 

 

 

 

 

 



312? 
 “3”：三個穴位按摩合谷、內關和足三里 

一般人每天早 晚兩次，左右不拘 

每次共5分鐘；按壓的頻率約為每分鐘30次 

大拇指／中指；指甲要短，防止劃傷皮膚 

得氣感覺：酸、麻、脹，上下竄 

 

 “1”：腹式呼吸 
每天早 晚兩次；每次5分鐘 

 

 “2”：兩條腿的體育鍛煉 

每天一次；每次5分鐘 
力所能及的，自覺的 

 
 



 

1．合谷穴屬手陽明大腸經，從手上行經上肢到達頭、面部，
對頭、面部和上肢的疾病，如頭痛、牙痛、肩周炎等都有
療效 

 



2．內關穴屬手厥陰心包經，從胸部發出經上肢到達手部，
又分支到達胸腔內，對心臟和肺、氣管的疾病有一定的療效 

 



 



3．足三里穴屬足陽明胃經，縱貫全身，從足到頭，除對胃、
腸消化系統疾病有療效外，對全身(包括五臟六腑)的疾病都
有療效。足三裏穴還有“長壽穴”的美稱。 

 

酸麻脹感最強處 

就是足三里穴 

四橫指 

脛骨 

膝眼: 髕骨外側下方 

         凹陷處 



腹式呼吸 

 胸式呼吸 (平時) - 就是靠胸廓的起伏，達到呼吸的目的。 

腹式呼吸就不一樣，它是有意識地保持胸廓不動，利用
膈肌的上升和下降，達到呼吸通氣的目的。 

胸式呼吸主要是全肺上 1/5 的部分參與呼吸運動，進行
換氣，而約占全肺 4/5 的中下部肺組織長期得不到充分
利用，極大地限制了人體氧氣的吸入量，不能充分滿足
大腦等重要器官對氧的需求。 

腹式呼吸是通過有意識地加大腹肌運動，激發腹部經絡，
同時也增加了呼吸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氣量，最大限度
地增加氧氣的供應和二氧化碳的排出。 

這樣做，肯定是對你的健康很有好處的！ 



腹式呼吸是一種在有意識的控制下 

通過慢而深的呼吸方式 

 

激發人體腹部的九條經脈線 

(雙側的腎經、胃經、脾經、肝經以及任脈) 

 

腹部的呼吸運動激發了五臟六腑的經絡與氣血運行，
從而達到了經絡鍛煉的目的 



 平臥或端坐（建議：睡覺前） 

 全身放松，排除腦子裏的雜念，將所有的注意力、意念，盡可
能地集中在丹田，盡量排除雜念，保持胸部不動。 

用鼻均勻吸氣，小腹隆起就會隆起。 

 意念可隨呼吸之氣慢慢到達丹田(小腹)。 

用口均勻呼氣，腹肌就會收縮，小腹就復原了。 

 每天做1次，每次5分鐘就行了。 

 

 剛練的時候，呼吸頻率要保持在每分鐘10次（６秒一次），全
身自然放松，不要緊張。 

 熟練之後，呼吸頻率可以逐漸減到每分鐘4～5次 (12-15秒一次), 
這樣是比較合適的。 

 如果你在鍛煉中意念不能集中，或者竟然慢慢地睡著了，像這
種情況，都不影響鍛煉的效果。 



下蹲運動活躍經絡 

通過骨骼肌肉的活動帶動全身經絡活躍起來，實現全身
的全面經絡鍛煉 

 “人老腿先老” 



下蹲運動 
 長者及體質較差的人：可以借助身邊能夠支撐自己的東西，
比如床、桌子、暖氣管，或者是院子裏的柱子、樹木等，然
後進行練習 

 

全身放松 

雙腳分開 

雙腳與雙肩同寬，自然站立 

雙臂伸直，平舉到胸前 

開始下蹲到最低體位 

然後雙腿用力，直立站起 

 

 臥床的病人：可以在床上進行鍛煉，也可讓家人幫助，做雙腿屈伸、
繃腳、勾腳、腳內收、腳外展等鍛煉。 

 

 鍛煉最重要的是要堅持。 





運動時間和強度可以根據自身情況確定 

一般每日1次 

每次運動5～10分鐘就行 

至於運動量的大小，要把握好，在每次活動之後稍有氣喘，
脈搏跳動在120次／分以內，全身感到舒適最好 

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會使全身感到疲勞，不利於養生。 

對於體質虛弱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調整，注意
量力而行，循序漸進。 



藥王=孫思邈 

西魏公元 581年 ~ 公元 682年， 

 活了１０２歲 
 

有的考證活了１４０歲 
 

 

 

 



情／欲過度早衰 
十二少 
少思 

少念 

少欲 

少事 

少語 

少笑 

少愁 

少樂 

少喜 

少怒 

少好 

少惡行 



常欲小勞 

運動比營養、休息更重要 

 

全身運動：按摩、搖動肢節 

 ＝養生的重要內容 

http://cn.epochtimes.com/b5/tag/%E9%A4%8A%E7%94%9F.html


孫思邈養生十三法 

 
（耳聰目明法） 



１. 髮常梳 

手掌互搓  36 下  掌心發熱 

由前額開始掃上去    頭頂    頸後 

 

早晚做10次 
 

 

 

 頭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 

 明目袪風、防頭痛、耳鳴、白髮和脫髮。  

 



2. 目常運 

(a) 合眼 

 用力睜開眼 

 眼珠打圈（左、上、右、下） 

 再合眼 

重覆3次 

 

 
(b) 搓手36下  發熱的掌心敷眼 

 

 

 

強化眼睛，糾正近視 
 



３. 齒常叩 

口微微合上 

   上下排牙齒互叩 

無需太用力，但牙齒互叩時須發出聲響 

輕輕鬆鬆，慢慢做36下 

 

 

通上下顎經絡 

保持頭腦清醒，加強腸胃吸收、防止蛀牙和牙骹骨退化。 

 



４. 漱玉津(津液、口水) 

(a) 口微微合上舌頭伸出牙齒外 
由上面開始，向左慢慢轉動，一共轉12圈 

將口水吞下去 

之後再由上面開始，反方向再做一下 

 

(b) 口微微合下舌頭不在牙齒外邊，而在口腔裏 
圍繞上下顎轉動(左轉)12圈 

吞口水 

反方向做一次 

吞口水時，盡量想象將口水帶到下丹田 
 

 「寅興漱玉津」早上 醒來 

 強健腸胃，延年益壽 



5. 耳常鼓 

(a)雙掌掩雙耳用力向內壓放手 
應該有卜一聲 

重覆做10下 

 

 

(b)雙掌掩雙耳，將耳朵反摺 

雙手食指壓住中指 

以食指用力彈後腦風池穴10下 
卜卜有聲 

 

「亥寢鳴天鼓」 臨睡前做，增強記憶和聽覺 



6. 面常洗 

(a) 搓手36下暖手上下掃面 

 

 

(b) 暖手後雙手同時向外圈 
 

 

 

令臉色紅潤有光澤，不會有皺紋 

 



7. 頭常搖 

雙手叉腰  閉目  垂下頭 

緩緩向右扭動 

直至恢復原位為一次 
共做6次 

反方面重覆 

 

注意要慢慢做，否則會頭暈 

患有頸椎病的人士，請先諮詢您家庭醫生／中醫的意見 

 

 令頭腦靈活，防止頸椎增生 



8. 腰常擺 (身體和雙手有韻律地擺動) 

當身體扭向左時，右手在前，左手在後， 

在前的右手輕輕拍打小腹， 

在後的左手輕輕拍打「命門」穴位 

反方向 重覆 

 50-100下 

 

 

 強化腸胃、固腎氣、防止消化不良，胃痛、腰痛 



9. 腹常揉 

搓手36下 

手暖後兩手交叉 

圍繞肚臍順時針方向揉 

當自己的身體是一個時鐘 

揉的範圍由小到大 

做36下 

 

 幫助消化、吸收、消除腹部鼓脹 



10. 攝谷道(提肛) 

吸氣時：提肛=肛門的肌肉收緊 

閉氣：維持數秒，直至不能忍受 

呼氣放鬆 
 

無論何時都可以練習 

每天早晚各做20至30下 

 

相傳這動作是十全老人乾隆最得意的養生功法 



11. 膝常扭 

雙腳並排，膝部緊貼人微微下蹲雙手按膝 

向左右扭動 

各做20下 

 

 

 強化膝頭關節 

「人老腿先老、腎虧膝先軟」 

要延年益壽，要由雙腳做起 



12. 常散步 

挺直胸膛，輕鬆地散步 

心無雜念，盡情欣賞沿途景色 
 

 

 

 

 

 「飯後走一走，活到九十九」 



13. 腳常搓 

(a) 右手擦左腳，左手擦右腳 

由腳跟向上至腳趾, 再向下擦回 腳跟 = 一下 

共36下 

 

(b) 兩手大拇指輪流擦腳心湧泉穴 
共100下 

 

治失眠、降血壓、消除頭痛 

 ~腳底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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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