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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古人自古就是期望人類遵循天地自然法則而努力的活下去。但是，科技發達，人
心不古，於是有人定勝天，偉大的偉人比天高等的雄心壯志。古早人尤其是農人要看天吃飯，現代看天吃飯的
還有小販，下與每個夜市生意就不好。這裡講的就是天氣、氣候影響人類生活生計非常之中大。
提到天氣氣候，本書所提的二十四節氣，就先來介紹，二十四節氣分別是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
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代曆法家所創，用以區分全年氣候寒暑變化的週期，目的是要補救中國使用陰曆，無
法配合季節變化的缺點，農民只要了解當時節氣，便可瞭解該時期的氣候，進行適時的農事，以免影響收成，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農人生活起居不可或缺的準則。
二十四很難記，所以古人也有對應的歌可供背頌，就是所謂的二十四節氣歌，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
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兩節不變更；最多相差一兩天；上半年來六廿一；下半年來八廿三。正月蔥、二月韭、三月莧(杏菜)、四
月蕹(空心菜)、五月匏、六月瓜、七月筍、八月芋、九芥藍、十芹菜、十一蒜、十二白。以節氣定律做為依循，
只要「不違農時」
，必然五榖豐收，物阜民豐。
農作物要順應天時的種，人類也要順應天時的食用，
《黃帝內經》提到：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
《黃帝內經》有五運六氣學，將一年分為風、熱、火、濕、燥、寒六氣。
每一氣都占二十四節氣中的四個節氣，與二十四節氣相呼相應。每年六氣第一氣開始於大寒，歷經立春、雨水、
驚蟄；第二氣在春分，歷經清明、穀雨、立夏；第三氣從小滿，歷經芒種、夏至、小暑；第四氣始於大暑，經
立秋、處暑、白露；第五氣從秋分，到寒露、霜降、立冬；第六氣開始於小雪，經大雪、冬至、小寒。然後又
進入次年第一氣大寒。
黃帝內經講陰陽。二十四節氣是天地陰陽所產生的現象，人體也有二十四節氣，但天氣會反常，身體節氣
也會反常，我們要把身體的生物時鐘調到正常，該熱時熱、該冷要冷、該虛則虛、該實要實。
《黃帝內經‧靈樞》提到，智者的養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
辟邪不至，長生久視。就是說聰明的人是一個懂得養生的人，養生首重順應春夏秋冬氣候的變化，《黃帝內經》
所講的“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所以人是天地造化的產物，是天地之靈。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多留意
一下天氣的變化，慢慢感應和捕捉到自己身體微小的訊號，並知道自己的身體是否會與天時不配合後，找出相
應的方法調養治療，這才是中醫的精華所在；如果在春天的時候身體還停留在冬天，或者已經早一步去了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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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現象無所察覺，等到疾病來臨時才臨陣磨槍，那只能是養病而不是養生了。
立春 2 月 3～5 日
立春時節，人體易出現咽喉痛、嘴唇裂、大便燥、食欲不振上火等症狀。立春後，我們應該防止內熱的產
生。吃補陽氣的食物如蔥、蒜等，利肝氣的疏洩。此外，還有芽菜和韭菜。
《黃帝內經》用植物嫩芽將鬱積物質
發散掉的功效。人體的陽氣發散不出來，可借助芽菜來幫助發散。芽菜放醋或和肉炒，這兩種做法都是不正確
的。立春吃芽菜切記兩條規則：一是少放醋或不放醋，二是少放肉或不放肉。不放醋是因為酸味的東西有抑制
收斂作用，不利於陽氣的宣洩生發，因此不僅僅是醋，所有帶有酸味的東西，比如果汁等都應該少喝。不放肉
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滋補了一個冬天的肉，到了春天還接著吃就超過。二是動物在春天生產、哺育，為順
應天地之生氣，不殺生。春天芽菜以涼拌、煮湯最佳，這些吃法最能體現它幼嫩、爽口的特點。綠豆芽和黃豆
芽性寒涼，可適量放一些辛辣、芳香、發散的調料，如薑絲中和其寒性。綠豆芽寒性重，易傷胃氣，所以，脾
胃虛寒和患有慢性胃腸炎的人不要多吃。
韭菜和芽菜一樣，
《本草綱目》韭菜的記載是，春香、夏辣、秋苦、冬甜。因此，早春時節的韭菜最鮮嫩可
口。韭菜養肝，韭菜是辛溫補陽之品。辛溫就具有發汗解表，讓毛孔恢復正常功能的功效。補陽，韭菜被譽為
“補陽草”，韭菜同時還具有補足肝陽的功能。氣血不足、面色蒼白、健忘、失眠的患者應該多吃。
韭菜雖好，易上火的人不宜多食或常吃，有腹瀉和消化不良的人同樣不宜食用。由於酸味入肝，會導致肝
功能偏亢，損傷脾胃，所以酸性食物應該少吃。春季，我們也不能吃油膩和生冷及刺激性的食物。
總之，立春之後的養生應順應陽氣生發的天地之氣，幫助人體陽氣發散。
防風梳頭。中醫稱魚腦髓為“補腦湯”。荷蘭研究發現，年齡在 60～69 歲之間，每周至少吃一次魚的人與那些
不吃魚的人相比，在往後 15 年內中風的機會要少一半。梳頭也能將風邪“拒之門外”。
《聖濟總錄‧神仙導引》
中這樣記載：“梳欲得多，多則祛風，血液不滯，發根常堅。”《延壽經》也認為：“發多梳能明目祛風。
雨水 2 月 18～20 日
《黃帝內經》指出春主肝，肝在春季活動旺盛。肝木克脾土，易導致損害脾胃。降雨增多，濕氣加重，濕
邪易困擾脾胃，這時期，要注意對脾胃的養護，健脾利濕。
唐代藥王孫思邈認為春天宜食粥，粥以米為主，以水為輔，水米交融，香甜可口，便於吸收，對身體很有
滋補作用。民間有“春天喝粥，勝似補藥”的說法喝。
薏苡仁黨參粥，乾洗腳，腳，素有人體的第二心臟之稱。經絡學上來看，人體的五臟六腑在足部都有感應點和
反射區，腳容易受到濕寒之氣的侵襲。腳部保暖除穿上合適的鞋襪外，每晚睡前還需用溫熱水浸泡雙腳。春天
已到，但早晚溫差變化大，要做好防寒保暖。百歲藥王孫思邈認為春天不可薄衣，人易傷寒，霍亂，食不消，
頭痛。民間也有吃了端午粽，再把棉衣送等俗語，春寒料峭、濕氣襲人還是要多穿衣服，適當地保暖，順應陽
氣生發，抵御邪氣、預防疾病。
驚蟄 3 月 5～7 日
中醫認為肝應春時。春天是肝病多發的季節，春季常見肝疼痛，眼睛干澀，困倦，頭頂痛，咽乾、口苦、
打嗝，腹瀉，手腳抽筋，過敏等都與肝有關，是肝應春時的表現。春天是肝病好發時節，也是養護和治肝的重
要時節，只有它當令的時候，我們的治療才會有針對性的目標，是養肝的最佳時機。春天養肝，調養肝臟有“養
肝”和“清肝”之分。過勞一族是肝氣偏弱。長時間工作身體各器官血液需求量大大增加，血氣消耗很大，肝
是體內的藏血器官，疲於工作就會受損。過勞一族要維護肝臟。在飲食上吃些養肝食物，例如將零食換成話梅、
杏脯之類，別吃傷肝的甜味夾心餅干；綠色蔬菜餐餐必備，白菜、包心菜和菠菜等各式葉菜對應人體的肝膽，
能協助器官加速排出體內的毒素。女真子茶、菊花茶、高粱酒、足三里穴、關元穴。
春分 3 月 20～21 日
春分，天氣變化劇烈，溫度與濕度相差很大，氣候驟變，人體平衡失調，體弱易生病，舊病易復發，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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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前後，要注意避免情緒波動，多做戶外活動，將一切煩惱置之度外，迎風順氣、隨風送憂。明目藥膳——
枸杞黑豆排骨湯。枸杞子 20 克，黑豆 30 克，豬骨 300 克，薑片、蔥段、鹽、黃酒各適量。將枸杞子、黑豆和
豬骨洗淨後同入鍋中，加適量清水，先用大火燒沸，加黃酒、鹽、薑片、蔥段等調料，再改用小火煨燉至黑豆
爛熟，湯汁黏稠即成。當湯佐餐隨意服食。黑豆強肝、解毒、明目、四能補腎。最好選擇“青仁黑豆”，即皮
黑肉青綠的黑豆。色青入肝，色黑入腎，黑豆補肝腎佳。
清明 4 月 4～6 日
清明時節，祭祖掃墓，中國人重視“祭之以禮”的追遠活動。民間把清明稱為“寒食節”，在清明這一天，
有不動灶火，忌食熱食，不然會遭到神的懲罰的說法。

從養生來講，清明時期，人們宜多戶外運動，如晨

運、登山、踏青、郊游等，宜加大運動量。清明過後雨水增多，氣候潮濕，人易產生疲倦嗜睡。慢性疾病（如
關節炎、哮喘、精神病等）易復發。不可對肝髒進補。按傳統中醫養生理論，肝屬木，木生火，火為心，心會
過於旺盛，高血壓易發期，高血壓患者對此要高度重視。
鼻炎關鍵在於祛寒。就是按摩神闕穴。神闕穴就是我們的肚臍眼，按摩時先將雙手搓熱，稍稍用力順時針
按摩 50 次，再用手逆時針按摩 50 次。按摩神闕穴，不僅對於過敏性鼻炎，對於關節炎、中風、水腫、蕁麻疹
等病都有很好的療效。
按摩腳底下的湧泉穴也是降低血壓的好方法。湧泉穴是人體中最低的穴位，位於腳板前部凹陷處第 2、第 3
趾趾縫紋頭端與足跟連線的前 1/3 處，按摩湧泉穴的方法有很多，可用指腹在穴位上輕推，也可直接在穴位上
輕揉，還可以用整個手掌在穴位上擦。按摩時一定要注意用力要輕，每次四五分鐘。
穀雨 4 月 19～21 日
走出情緒低谷，與春季抑鬱說再見，核心在於調理肝的疏洩功能。第一是遠眺。第二是梳頭。第三是按摩
十宣穴法。十宣穴位於十個手指尖端的正中，左右手共十個穴。十宣十宣，宣即為宣洩，刺激井穴最能調節情
志，怡神健腦。
立夏 5 月 5～7 日
不管天氣如何炎熱，都需要保持心態平和、情緒穩定，才可取得“心靜自然涼”的效果。
其次，飲食也是祛除心火的重要法寶。夏季食苦，苦味入心，可瀉心火，夏季易引起心火過盛，可通過吃
苦瓜、芥藍、蕎麥、奶油生菜等來進行防治。吃苦去火，首推蓮子心，它味苦，可以發散心火，雖然有寒性，
但不會損傷人體的陽氣，所以一向被認為是最好的化解心體熱毒的食物。
按摩穴位失清心火。頭部的神庭、百會和太陽穴，手上的合谷穴（虎口）以及腳背上的太沖穴，均有調整
肝經氣血運行、降心氣的作用。
小滿 5 月 20～22 日
吃辣去濕並非適合所有的人。體質不同，有人不適宜吃辣，心腦血管疾病患者、胃病患者、腎病患者以及
產婦等，吃辣可能會對健康造成危害。紅豆薏米粥。紅豆，中醫有利水、消腫的效果。紅色入心，吃紅豆對於
夏季補心也是很有好處的。將紅豆洗淨，與薏米一起放在鍋裡煮粥，粥熟時再適量白糖調味。薏米又叫薏苡仁，
健脾益胃，利水祛濕，與紅豆搭配效果最好。
芒種 6 月 5～7 日
民間有朝含三片薑，不用開藥方的說法。在冷氣房待太久，體內的寒氣偏重，就可以吃生薑。吃生薑後總
會感覺渾身火辣辣的，這是生薑發汗解表效果的一種體現。發汗可以趕出病毒，也會帶走寒氣。薑棗茶：取生
薑一塊，切成細絲，與 5 枚紅棗一起放入鍋中，加入適量清水煎。大棗性溫，補益脾胃，生薑驅寒，兩者搭配，
效果顯著。
夏至 6 月 21～22 日
這一節氣患有高血壓、冠心病、高脂血症的三高族一定要警惕夏季的“熱中風”。一般來說，頭昏、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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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麻木酸軟、肢體無力、視力模糊、頻繁打哈欠等都是中風前的症狀，俗稱小中風。
冬瓜荷葉湯，冬瓜 500 克，新鮮荷葉一張。將荷葉清淨，切絲，冬瓜去皮、去瓤及籽，切成塊狀，再把荷
葉和冬瓜一起放入湯鍋中，加 5 碗水，先用大火煮沸，之後再改用小火熬煮一會兒，煮好之後，再放入食鹽等
調味品即可飲冬瓜湯，吃冬瓜肉。冬瓜，性味甘淡，涼，入肺、大小腸、膀胱經，功能利水消痰，清熱解毒；
荷葉，性味苦澀，平，入心、肝、脾經，功能清暑利濕，二者搭配，可以清熱解暑，利尿除濕，生津止渴。民
間，人們經常用這道湯來治療暑期口渴心煩、肺熱咳嗽、口瘡等症。
受限於篇幅，一年過一半，就此打住，總結來說，藥補不如食補，而食補又要以時蔬、當季符合天地萬物
的道理所孕育的食材為首要，另外就是觀天時，天冷穿衣，天熱減衣，隨時了解自己，穿衣吃飯，隨時注意，
多學習穴道的按摩，好好善待自己，就是最大的孝順。以下為本書主要條綱:
小暑避暑濕
7 月 6～8 日，【宜】養心，保持樂觀心態，【忌】過分貪涼及攝入過多冷食。
大暑防中暑
7 月 22～24 日，【宜】清熱補氣、冬病夏治，
【忌】食欲不振、暑濕。
立秋養脾胃
8 月 7～8 日，【宜】祛濕養脾胃、食補，【忌】陰暑、秋老虎。
處暑防溫燥
8 月 22～24 日，【宜】早睡早起，【忌】秋燥，辛辣食物。
白露當養陰
9 月 7～9 日，【宜】養陰，【忌】貪食寒涼、穿過於暴露的衣服。
秋分防燥涼
9 月 22～24 日，【宜】保養肺陰、護肺，【忌】秋燥、寒涼。
寒露防寒涼
10 月 8～9 日，
【宜】熱水泡腳，保養頭發，出遊，【忌】運動過度，過度悲傷、情緒過激。
霜降宜進補
10 月 23～24 日，【宜】進補，防寒保暖，【忌】著涼，氣喘發作。
立冬養陽補腎精
11 月 7 日～8 日，
【宜】進補，養陽護陽，補腎精，
【忌】腸道傳染病、瘧疾的發生，舊病復發。
大雪要溫補避寒
12 月 7～8 日，
【宜】溫補，
【忌】受寒。
冬至護陽氣
12 月 21～23 日，【宜】早睡晚起，持續運動，
【忌】陽氣不足，性生活過度。
小寒宜養腎
1 月 5～7 日，【宜】養腎，保護脾胃，
【忌】大魚大肉。
大寒潤肺除惡燥
1 月 20～21 日，【宜】清淡食物，潤肺、保暖潤燥，
【忌】過食反季節蔬菜。
了解經絡及穴道，要在合適的時辰對筋絡適當的按摩拍打，氣血暢旺就不容易生病。此外不好吃的食物，
但對身體有益的，就要努力嘗試，相反的，好吃但對身體有害的就要忌口。總之，撇開所有不懂的穴道不講，
建議事項包括: 房事節制、睡的好、不熬夜、勿早起、避寒涼、早上排便、要吃早餐、飲食清淡、忌食冰生冷、
細嚼慢嚥、過午不食、情緒平緩、勿久視、不久坐、午小睡、適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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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存摺悅讀會
主題：學習健康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吃，從頭學起
日期：101 年 05 月 11 日 地點：J306
出席人：陳振南、楊宗蘅、林育慶、張惠雅、張智堯、
楊金樺、林雪雲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有時，人算不如天算，當意外打亂了人生，一切就得從零開始。是的，因為生了一場大病，讓原本緊張忙
碌的生活，全部暫停，我開始思考這樣的生活，就是我要的人生嗎？我的未來，就是要像之前那樣過嗎？原來，
「健康」
，是這麼的重要，也才知道，原來要吃得養生又活得健康，有些食物應該要這麼吃，而一直以來，我們
都認為
飲食清淡，少油沙鹽少吃糖
多喝開水，補充水分兼排毒
咖啡茶葉，骨質流失傷腸胃
拒菸喝酒，酒後亂性菸傷肺
清心寡慾，忍精保命百年身
爬山跑步，強筋健骨好體魄
這些建議很有道理吧！此書的作者告訴我們－錯！大錯特錯！醫學已經證實，以上皆為錯誤的養生觀念。
多喝水？對嗎？攝取方式才是關鍵！每天該喝多少水，是要以體重為計算標準才對；白開水不一定是最好，
而且千萬不要口渴口臭了才喝水，儘量挑選弱鹼性質的水分，慢慢喝，溫度適中的水分，吸收效率最快。台灣
的自來水含有豐富化學藥物殘留及藻類毒素，生飲等於慢性自殺，地下水、河水、井水…..都可能受到重金屬
污染，一樣會危害健康。
牛奶，老實說……，壞處很多！過敏、胃病都是牛奶惹的禍，牛奶中的雌激素和黃體素是人類乳癌和前列
腺癌的重要誘因；牛奶是酸性食物，會導致鈣質流失；牛奶中的 IGF-1 會加速腫瘤細胞生長，引起皮脂的過度
分泌。
咖啡可以保肝、抗老、防癌，一天一至三杯咖啡，可以降低一成罹患乳癌的機率，如果六杯以上，居然可
以降低七成，真的是好處多！
豆漿屬於小分子的胺基酸，有利於肝細胞的再生，對於肝臟有問題的人，更是可以顧好我們的健康！
多吃水果的好處：水果味道甜美，又以生食居多，營養流失少，食療方法多，水果有果皮和殼，受到蟲害
農藥的污染少，所以多吃水果是有益健康！唯有葡萄柚和苜蓿芽少吃，葡萄柚會干擾肝臟解毒，苜蓿芽不利於
蛋白質的吸收，容易受大腸桿菌污染，引起出血性腸炎。
黑巧克力會讓人心情好、身材好；菇類和藻類可以打造無敵免疫力；綠蘆筍更是超級好食物，提升免疫力；
選對好米，抗壓、減肥一把罩。
另外還有掌握養生的 12 個關鍵密碼，可以讓健康無敵，一夜好眠，而這些醫界早已證明，失眠和癌症、憂
鬱、自殺、肥胖、三高、感冒、發炎、代謝、中風、老化、陽萎及冷感都有密切關係。
慢活、豁達，可以提高快樂指數，肯定自己快樂知足，比藥療食補都要好，趕趕趕！不懂放鬆，人生何苦？
其實，我們都容易自己為難自己，等到把自己的身體作賤夠了，轉身面對的，是老化和病痛，及家人在病褟前
為我們擔心的愁容。疼愛自己，慢活健康，如果再不痛下決心善待自己，那麼下半輩子忙跑醫院過日子，還有
什麼樂子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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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日子發生了很多事，對於自己不重視健康的結果，而差一點失去了性命，讓家人擔心，很難過，原
來，生命真的很脆弱，不堪一擊。沒有健康，就沒有未來，這本書很多觀念完全顛覆我們原先對食物根深蒂固
的迷思，就像是震撼教育，讓大家對生命的本質與延續，重新了解，融入每個人的生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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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存摺悅讀會
主題：學習健康
(第三次讀書活動)

書名：腳底按摩圖典
日期：101 年 06 月 15 日 地點：J306
出席人：陳振南、楊宗蘅、林育慶、張惠雅、張智堯、
楊金樺、林雪雲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腳底按摩」約在四千年前起源於中國，屬於中國古代傳統醫學的一部份，和同樣是傳統醫學的「針灸」
屬於相同原理的治療方法。歷經各個朝代之後在唐朝時傳入日本， 成為今日的「針灸」和「足心道」；元朝時
傳入了歐洲。雖然「腳底按摩」起源於中國，但卻沒有在中國普遍流傳，這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天
災人禍不斷，使得從黃帝時代就發明的「腳底按摩」文化遺產幾乎消失殆盡。
二十世紀初，美籍醫師 Dr.William Fitzgerald 利用現代醫學方法研究、整理有關此種「區域治療」的理
論，在醫學界公開發表後，才漸漸引起西方人士的重視。
「區域治療」的創世人是美國的菲特茲格拉得博士，承
襲布雷斯勒博士的理論，在維也納從事穴道和身體各器官間的治療研究。1582 年，亞當姆斯（Adamus）和阿塔
堤斯（A'tatis）兩位博士也將腳部療法介紹到歐洲，同一時間，巴爾博士（Dr.Ball）也利用穴道來治療內臟
器官，成效卓越。
至於台灣的「腳底按摩」歷史就要追溯到瑞士籍的吳神父了，民國六十七年時，吳神父飽受關節炎之苦，
經過中西醫的治療，總還是沒辦法根治；同是瑞士籍的一位修士告訴他一套免服藥的「足部反射區健康法」
，想
不到試過幾次之後，多年來的關節炎居然康復了，這也引起了吳神父的興趣，他開始研究閱讀關於「腳底按摩」
的書籍，也開始慢慢替人按摩，成效卓著。 回到台灣後，吳神父就在他所服務的台東市寶桑路天主堂開始訓練
教友們，並在教堂內為人按摩治療，之後「腳底按摩」就傳遍整個台灣及全世界。
身體的不健康，多半是因為缺乏運動的關係，古時候的人鎮日赤腳在田中工作，腳底直接接觸地面，因而
受到刺激，促進循環，然後流汗喝水，完成了一個新陳代謝的正常循環，發揮人體的治禦本能，所以，古人的
身體比現代的我們健康許多。「腳底按摩」就是依照刺激穴道的原理，來做治療。
「腳底按摩」按摩法是以刺激
原理，按摩病變器官或腺體的反射區帶，使其恢復原有功能，達到治療的效果，保持健康的自然健康法。是第
三醫學的一門傳統醫療方法。我們的身體藉著新陳代謝作用，達成排除體內廢物與毒素的功能。散佈在全身的
淋巴系統、腎臟、大小腸、皮膚等，都是排除新陳代謝作用所產生的廢物的主要器官。 如果這些器官的功能失
常，則體內的廢物與毒素無法排除，身體就會不健康。
「腳底按摩」能藉著刺激各部位反射區，使血液循環順暢，
排除積聚在體內的廢物或毒素，使新陳代謝作用正常運作，達到治療的效果。
反射區帶皮膚下面的神經末梢附近，就是反射區所在。有些反射區像檸檬一樣大，如肝臟反射區；有些則
小如大頭針的針頭一般(甚至更小)，如腦下垂體反射區。 大體上，反射區的大小和其對應器官的大小成正比。
當體內器官或腺體異常時，其反射區就會有結晶沉積，成為痛點。每個痛點的觸覺反應不同： 有的摸起來像沙
子，有的呈現顆粒狀，有的只有腫脹的感覺。按摩經驗豐富的人，可以在病人還沒叫痛之前，就感覺到結晶的
存在。第三醫學用刺激細胞組織的再生能力，讓器官自己恢復並保持正常功能的醫療法(一般用吃藥、打針來治
療疾病，稱為第一醫學;物理治療、超音波治療等稱為第二醫學。這兩種醫學理論，只能治標，無法根治，因此
面臨無法突破的境界)，這是未來的醫療趨勢，也有很多醫學家正在努力研究的一門醫學，腳底反射區按摩也是
第三醫學的一種，它能造福更多的病患。
人體的足部，彷彿是一面可以反映人體器官的鏡子，佈滿各個器官相對應的「反射區」
，藉由按摩刺激反射
區，就能達到強健身體與治療器官病變的效果，本書藉由淺顯易懂的筆觸、彩色圖文，將器官、反射區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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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清楚呈現，提供最完整的足部「按摩」學術，導正一般人對「腳底按摩」的錯誤印象，為初學者提供簡單、
易學的入門平台，讓您一學就會！為自己的健康儲蓄更多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