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份量跟成人差不多，可以按照長

 者的體質調節劇烈程度及選擇運

 動的種類；加上

‧維持身體柔軟度的運動；加上

‧訓練平衡力的運動

‧每星期五天，持續30分鐘的中等

 劇烈運動；或

‧每星期三天，持續20分鐘的高度

 劇烈運動；或

‧中等及高度劇烈運動的混合，相

 等於以上的其中一項；加上

‧每星期最少兩天，每次8至10組

 的肌肉鍛鍊運動（重覆兩次）

‧減少抑鬱和焦慮的情緒

‧帶氧運動和肌力鍛鍊可治療抑

 鬱症

‧預防和減輕壓力，並讓人可以更

 有效地面對壓力

‧改善外表，以致提高人的自信心

‧每天60分鐘中等至高度劇烈的運

 動對他們的發育是重要的，當中

 可包括不同種類的運動。

‧ 減低死於心臟病或患上結腸癌的

 機會達50%

‧ 減低患上糖尿病（第二型）的機

 會達50%

‧ 減低患上高血壓的機會30%，還

 有助患高血壓人士降低血壓

‧ 有助控制體重

‧ 有助強健骨骼、肌肉和關節，更

 可預防骨質疏鬆及減低女士發生

 盤骨關節移位的機會達50%

‧ 強化肌肉及鍛鍊平衡的運動能預

 防長者跌倒，改善自我照顧能力

VITAL話題

TOPIC

運動的定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體

能活動（physical activity）是因肌肉

活動而導致身體運動，因而產生能

量消耗的任何活動。

普遍的例子包括步行、跑步、

跳舞、球類活動及游泳等。體能練

習（exerc i se）是體能活動的一

種，旨在發展或維持體能及整體健

康。至於體育活動（sports）則涉

及到活動的技巧及競賽的規則，旨

在個人或團隊之間的競技。

健康的定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

「健康不但指沒有疾病或殘障，更

是指體格、精神與社交均處於完全

健康狀態」。

運動對身體的益處

若每星期進行適量的體力活

動，並持之以恆，將可有以下的益

處：

恆常運動對平時活動不多的人

產生最大的益處，平時活動較多的

人則可從運動中得到額外的好處，

而且可改善體適能水平。

健康與精神健康

運動與益處不止限於身體，還

與人的精神健康息息相關：

運動對社交的益處

恆常的運動的益處還伸延到社

交的層面：

‧減低工作間的壓力和提高生產力

‧改善學童學業成績

‧親子的運動是家庭活動的選擇

運動的份量

不同年齡的人所需要的運動份

量都不同，透過運動控制體重的人

所需的運動量也會較多。患有慢性

疾病的人，如心臟病、糖尿病、肥

胖或容易患上這類疾病的人士，都

必須先徵詢醫生的意見，才開始新

的運動計劃。量度運動份量的一大

原則是要每次的體能活動不少於十

分鐘，可以累積計算。

兒童及青少年（5至18歲）

成人（18至65歲）

長者（65歲以上）

如何分別中等與高度劇烈

運動？

運動的劇烈程度對每個人都不

同，主要是因應他本身運動的經驗

和體質而定。一般而言，體能活動

若能令人稍微感到吃力，但仍能舒

適地交談即屬中等劇烈程度；高度

劇烈的體能活動則會令人呼吸比正

常急促得多，而且不能舒適地交

談。以下是一些簡單的分類，以作

參考：

January B 2009 January B 2009

一片熾熱的運動氣氛，由零

八年的北京奧運開始揭幕，它不

單讓全中國人感到無限光榮，更

同時豐富了港人對運動的認識，

以迎接零九年另一運動盛事「東

亞運動會」。

別
有
別
有    

    

天天  

別
有    

天 

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會每年

一度舉辦的健康展覽，亦於

2008年特別以運動作為大會主題，

並藉此向大眾宣揚健康與運動的

關係及重要性。中文大學醫學院

院會健康展覽2008籌委會主席常洛

汶表示：

「2008年，中國舉辦了一屆空

前成功的奧運。香港，亦透過協辦

馬術比賽而參與其中。無論是精彩

的賽事、運動員的風采以及是熱鬧

的氣氛，都令全世界的觀眾為之

着迷。相信不少人在奧運過後，

對『運動』一詞有更深的體會。京

奧為你帶來了一股熱潮，又

有沒有為你帶來一個運

動健康的訊息呢？

生活節奏急促、

食 無 定 時 、 缺 乏 運

動，是不少香港人的

寫 照 。 根 據 衛 生 署

2007年的統計，超過56%的香港人

一週裏連做十分鐘的中度劇烈運動

也不能，數字較其他先進國家差得

多。其實，缺乏運動會提高患上不

少疾病的風險，例如心臟病、中

風、骨質疏鬆等等。不少人亦不懂

得正確的運動方法，也忽視了運動

安全的重要性，運動創傷已是屢見

不鮮的事。

有見及此，香港中文大學醫學

院院會第二十一屆健康展覽以『別

有動天』（Sport a New Life）為題

，希望借助奧運熱潮，向市民介紹

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與及預防運動

創傷的方法。」「別有動天」，就

是希望各位市民能夠在透過做運

動，得到一個健康的明天。

由今期開始，《生命力》將於

Book B 刊載「別有動天」特刊的內

容，與讀者分享更多運動與健康的

知識。

10 11

資料來源

運動定義 --- WHO ( http://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pa/en/index.html); 運動與健康展覽booklet

運動對身體的益處 ---DH (http://exerciserx.cheu.gov.hk/html/b5/index.asp?n=sec3_benefits); Stanley Hui, 2001,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Hong

                             Kong – A Review (http://www.hksi.org.hk/hksdb/html/pdf/research/r2.pdf)

運動與精神健康 --- Stanley Hui, 2001,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Hong Kong – A Review (http://www.hksi.org.hk/hksdb/html/pdf/research/r2.pdf)

運動對社會益處 --- WHO ( http://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factsheet_benefits/en/index.html)

運動的份量 --- WHO，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07) ( http://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factsheet_recommendations/en/index.html)

分別中等與高度劇烈運動 --- WHO ( http://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factsheet_recommendations/en/index.html)

圖片來源

http://www.redlinebicycles.com/2008-redline/800/Conquest-Sport-Silver-800.jpg

http://www.nlm.nih.gov/medlineplus/ency/imagepages/19479.htm

http://www.nlm.nih.gov/medlineplus/ency/imagepages/19480.htm

中等劇烈 高度劇烈
的體能活動 的體能活動

急步行 跑步

跳舞 行山或爬山（急促）

園藝 踏單車（快）

家務 健康舞

帶寵物散步 競爭性運動 
 （例如足球、排球、
 籃球等）

拿起或搬運重物  拿起或搬運重物
（<20公斤） （>20公斤）

動動動

運動健康正確知識

運動與健康

Sport A New Life

香



‧在拉緊肌腱後用力彈壓：會刺激

 肌腱伸展反射及拉傷肌腱

‧手臂作大圓周急速轉動：容易拉

 傷肩膊肌肉

‧腰部前後左右作圓周：扭動容易

 傷及腰骨

‧雙膝微曲撤然後作前後左右轉

 動：容易磨損半月板軟骨

肌肉損傷是常見的運動創傷，

要有效避免肌肉勞損，運動前的熱

身和伸展運動是不可缺少的。

應於甚麼時間做熱身運動？

要達至最佳效果，於正式運動

前的十五分鐘便應該開始做適量的

熱身。

甚麼是適量的熱身運動？

熱身運動最理想的強度大概

為身體最大攝氧量（VO2Max）的

40–60%，但實質運動的多少與強

度高低因每人的體質不同而相異，

一般來說熱身時運動員於那強度應

該感受到心跳輕微加快，肌肉溫度

提升並有輕微的出汗，但其體力不

應因此下降至疲倦。平均而言，有

效的熱身大概需要十五至三十分

鐘。

熱身的效果

提升運動表現

熱身會令肌肉溫度提升，加速

肌肉的新陳代謝，並加快神經傳

送，增加肌肉收縮的力量和速度，

也能增加關節活動的幅度和範圍，

使關節更靈活。熱身也會令血管舒

張，促進血液供應和循環；受熱的

血液能為肌肉提供較多的氧份。此

外，熱身時身體會分泌出增加碳水

化合物和脂肪酸釋放的荷爾蒙，給

身體供應足夠的能量以應付運動。

減低受傷機會

熱身運動會增加體溫，令肌腱

柔韌度提升，減低拉傷和勞損的機

會。熱身也能讓身體預備好進入運

動的心理狀態，使人更加專注，提

高警覺性和反應速度，從而減低意

外受傷的機會。

有助身體散熱

熱身能啟動身體的散熱功能，

如流汗、血管舒張等，這些都能讓

身體更有效率地散熱，防止身體於

運動初段時溫度過熱。

熱身運動的種類

熱身運動旨在使人體逐步從安

靜狀態適應到運動狀態，以柔和及

強度低為原則，強度需由低開始循

序漸進地增加。理想的熱身應運用

到在正式運動時會拉扯到的肌腱，

因此熱身通常會是強度低的緩步跑

和肌腱伸展動作。

緩步跑

兩手自然的在旁擺動，從慢至

快，並保持呼吸輕鬆自然。

肌腱伸展

靜態伸展的原理為在未感到痛

楚的情況下，盡量拉鬆肌肉至感受

到明顯的牽扯感，如壓腿、彎腰

等，然後停留約二十秒，然後放

鬆，稍息後重複再做約五至十次。

這方法被認為可以調整肌纖活動能

力，增加肌肉的長度。

錯誤的熱身

熱身雖然能幫助身體進入運動

狀態，但我們必須留意熱身時的動

作及姿勢，因為有些動作不但對熱

身無甚益處，反而容易引致肌肉受

傷和關節勞損。

以下是一些錯誤的熱身：

VITAL話題

TOPIC

January B 200912

熱
身
運
動

資料來源

Woods K. Bishop P. Jones E. Warm-up and stretching in the prevention of muscular injury.

Sports Medicine. 37(12):1089-99, 2007.

http://exerciserx.cheu.gov.hk/html/b5/index.asp?n=sec3_safety_precautions

http://www.thestretchinghandbook.com/archives/cool-down.php

http://www.hkua.org.hk/Finswimming/warmup_c.htm

圖片來源

http://www.lcsd.gov.hk/healthy/b5/persons2.php

http://www.wppc.hk/physio_topic_stretching_l.htm

http://www.wppc.hk/Jun%2004(web).pdf

http://www.deepdownwellness.com/Images/site/guystretching.jpg

http://d.yimg.com/eur.yimg.com/ng/sp/empics/20071104/09/

1098732081-soccer-coca-cola-football-league-championship-sheffield-united-v-burnle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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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後，身體的心肺系統和體

溫需由運動狀態回復至平靜狀態，

而適量的冷卻則能有助身體更快適

應這過渡的階段。

冷卻的步驟

冷卻的過程分為三個步驟：緩

和運動、肌腱伸展和補充體力。

緩和運動

運動後首三至五分鐘，做些與

剛完成的運動類似、但相對簡單和

強度較低的動作，例如步行、緩步

跑等，並同時多做深呼吸以增加身

體的氧份供應。

肌腱伸展

之後的五至十分鐘，應做些靜

態伸展，其方法與熱身時一樣。

補充體力

運動後必須喝大量流質液體及

進食固體食物以補充失去的水份和

能量。除了水外，也可喝專為補充

體力而設的運動飲料。運動後應進

食較易消化的食物，例如生果。

為甚麼要做冷卻運動？

減少肌肉疼痛

運動過後，肌肉會因經過強烈

收縮而收緊僵硬，新陳代謝的廢物

如乳酸亦會積聚在於肌肉的血液而

令肌肉酸痛及腫起。輕度的運動和

伸展肌腱既可令它放鬆和柔軟，亦

會刺激肌肉的血液循環，帶走新陳

代謝的廢物而減少肌肉疼痛。

幫助修補受損的肌腱組織

運動時，肌肉纖維會出現微小

的撕裂，這些撕裂會導致肌肉組織

腫起，令神經受壓而引起痛楚。緩

和運動能促進血液循環，血液裡帶

有的氧份及營養能供給肌肉、腱和

筋以幫助修補損傷。

冷
卻

伸展運動建議（熱身及冷卻皆可）

目的： 伸展頸側部肌肉

方法： 眼向前望，慢慢將頭向右側，

 然後向左側。

目的： 伸展肩膊及上背部的中央位置

方法： 舉高右手伸向左肩，用左手將

 右手踭拉向自己的方向，直至

 右肩有拉緊的感覺，然後轉換

 左手，重複動作。

目的： 伸展胸肌

方法： 雙手互握放在頸後，然後慢慢

 分開手踭，直至手與兩肩成一

 直線。

目的： 伸展胸椎及手臂兩旁的肌肉

方法： 雙手緊扣，手心向上，然後向

 上伸直手臂，儘量拉直雙臂及

 軀體。

目的： 小腿伸展

方法： 雙手按於牆上，後腳伸直，腳

 跟不離地，徐徐地把身體向前

 傾。

目的： 四頭肌伸展

方法： 站立並按牆，左手拉住右足

 踝，保持大腿垂直。

目的： 後大腿肌肉伸展

方法： 平臥，雙手抱膝，徐徐地伸直

 膝關節。

目的： 腳底膜伸展

方法： 坐在地上，曲膝及足踝上屈，

 用手把所有腳趾拉向自己。



‧做熱身運動，減低受傷機會。

‧鞋子尺碼要適合，以保護足部，

 穩定步伐。

‧應在空氣流通、無太多障礙物的

 地方進行。

‧盡量不要拿重物，尤其是行樓

 梯，挽着重物會大大增加發生意

 外、受傷的機會。

‧有需要時稍作休息。

VITAL話題

TOPIC

January B 2009 January B 2009

掃地、吸塵

以家務來說，掃地、吸塵是較

能有效消耗熱量的活動。只要進行

約45分鐘，就可消耗150千卡熱

量。其次，進行這些活動也能鍛鍊

臂部肌肉，甚至減少臂部贅肉，對

強調瘦身的新一代也很有吸引力。

而毋庸置疑，定時抹地、吸塵，可

保持地板清潔衛生，也減低了細菌

滋生的機會。

與煮食、洗碗等家務一樣，掃

地、吸塵也是很安全的活動。當

然，長期保持彎腰的姿勢，對腰部

肌肉的負荷也很大，這也會增加勞

損的機會，因此，有需要休息一下

以避免肌肉疲勞，做一些伸展運

動，便萬無一失了。

燙衣服、摺疊、懸掛衣服

燙衫、摺衫、掛衫都是有益身

心的。從消耗熱量來說，進行以上

活動45-60分鐘，便能付出約100千

卡熱量。從另一方面看，對子女來

說，這些活動可訓練他們獨立、注

意衛生整齊，對個人成長也很有幫

助。

從安全角度看，燙衣服有機會

造成燙傷，在高處懸掛衣服也有可

能失去平衡而跌倒，而小朋友和老

年人較易發生意外。故此，在他們

進行以上活動時，最好有成年人從

旁協助。

做功課、溫習

原來做功課、溫習也有助消耗

熱量。只要坐著做功課或溫習90分

鐘，就可以消耗約150千卡熱量。

當然，除了消耗熱量，這些活動也

與學業成績有直接關係吧！

對香港很多用功的莘莘學子來

說，溫習一、兩小時確是等閒之

事。但也應注意不能過度操勞，如

消耗過多熱量，反而會令體重不正

常。另外，如坐姿不當、燈光不

足，亦可能造成肌肉勞損，或加深

近視。因此，適量的休息是需要

的，不但可避免以上問題，也能提

高溫習進度。

坐着打字、站着影印

長期在辦公室工作的文員、秘

書等，其實也在消耗熱量。原來只

要打字一小時，或影印45分鐘，就

可消耗約100千卡的熱量。各位OL

積極消耗熱量的同時，更能表現出

勤奮的一面，確是一舉兩得。

與其他以上提到的活動一樣，

適量的休息是必要的。不時轉換工

作姿勢，甚至離開座位，做一些伸

展運動，如頸部肩關節和下肢肌肉

的伸展，不但減輕疲勞，更可幫助

血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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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活動是

有益身心，而且易於進行的。有否

想過步行、抹窗，以至煮食，也可

以是運動的一部份？

根據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建議，每日所需的運動量只要相等

於消耗150千卡熱量（約等於游泳

15分鐘或打羽毛球30分鐘），便足

以令身體獲益，如強化心肺、肌

肉、骨骼、增強抵抗力等。

步行、行樓梯

步行是每天必做的事，而上落

一兩層樓梯也是很平常的事，而這

兩項活動都得到大力推廣。要消耗

150千卡熱量，可以步行約30分鐘

（完成約3.2公里的路程），或上

樓梯約15分鐘，也可下樓梯35分

鐘。

除了消耗卡路里，步行、行樓

梯也可鍛鍊腿部肌肉，強化骨骼，

減低患上骨質疏鬆症的機會。另

外，大家應減少用交通工具、升降

機，藉此多做運動。

當然，進行任何活動，也須注

意安全。

以下有幾個安全措施：

如患有心肺毛病、關節痛症等

問題，進行活動均必須諮詢醫生或

其他專業人士的意見。

煮食、洗碗碟

別以為只有媽媽才可當米飯班

主，各位家庭成員也應踴躍參與煮

食、洗碗等家務。這些活動比其他

如行樓梯、抹地等較輕鬆，但如果

進行45-60分鐘，也可消耗約100千

卡熱量。（如要達至每天150千卡

之消耗，就要配合其他運動。）

除此之外，與家人分享家務，

還能增進溝通，培養感情，花一下

心思煮食也不失為都市人減壓的良

方。

在安全方面，嚴重受傷或發生

意外的機會是很低的。當然，煮食

時避免吸入過量油煙、洗碗碟時帶

手套保護皮膚，這些也是一般保護

自己的常識。

日常生活中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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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能量消耗
 （千卡/公斤/小時）

步行（時速6.4公里） 5.0

掃地 3.3

掃地、吸塵 3.5

洗車、抹窗 3.0

洗碗碟、燙衣服 2.3

煮食 2.0

編織、縫紉 1.5

摺、懸掛衣服 2.0

（坐着）做功課、溫習 1.8

（坐着）打字 1.8

（站着）影印 2.3

搬運、移動家具 6.0

洗擦地板、浴室 3.8

體力活動能量消耗參考表

根據Ainsworth（2002）:  The Compendium of Physical
 Activities Tracking Guide 編製

原文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會舉辦的健康展覽
「別有動天」之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