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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話題

TOPIC

帶氧運動，或稱有氧運動或需

氧運動，是一種以提高人體耐力素

質，增強心肺功能為目的的體育運

動，很多時候也被用作減輕體重的

活動。

帶氧運動原理：

人體運動需要能量，身體可以

分別通過兩種形式製造能量：有氧

代謝或無氧代謝。無氧代謝能夠在

短時間製造能量，而且不需氧氣，

但是維持時間不長；而需要氧氣參

與製造能量的有氧代謝，則能夠長

時間進行。一般認為，若運動中消

耗的能量以有氧代謝產生為主的，

就是帶氧運動。

帶氧運動測定：

長時間（15分鐘以上）、有節奏、

會令心跳率上升的大肌肉運動。

如何測定自己是否在進行

帶氧運動呢？

主要有兩個方法：

進行體育運動時，心率（每分鐘

的心跳數目）達到最高心率的7

成，就可認定是在進行有氧運

動，但開始時可以由最高心跳

5成開始。

用自我感覺對自己運動時的狀態

測定，在自我感覺「很輕鬆」、

「比較輕鬆」、「有點累」、

「很累」五個等級中，如果認為

是「有點累」，到「比較累」之

間，也可認定是帶氧運動。

帶氧運動的最低要求：

每星期做3次運動，每次40-45

分鐘，其中：

10分鐘熱身。

20-25分鐘帶氧運動包括行路、

踏單車、踏上踏落（Stepper）及

游泳等。

10分鐘放鬆及深呼吸運動。

帶氧運動的例子：

長距離慢跑 （長跑）

以較慢或中等的節奏來跑完一

段較長的距離，以達到熱身或鍛鍊

的目的。跑步時間取決於慢跑者的

訓練程度，但對於初學者來說，一

開始每次運動最好不要超過10到15

分鐘，中間可以有一個慢走的過

程。慢跑時間可以在一個月內逐步

提升到20分鐘。

踏單車

游泳

游泳是一種全身運動，可以有

效鍛鍊全身的肌肉。

跳繩

跳繩是一種適合香港人的帶氧

運動。因為它的活動方式多樣化，

所需的設備簡單，活動地方不需很

大，也很容易學習。跳繩10分鐘消

耗的卡路里大約相當8分鐘的長

跑。同時，跳繩可避免跑步產生的

膝蓋損傷，跳繩亦可用來訓練手臂

及雙肩。

有氧健身操（Aerobics）

是一種以帶氧運動形式進行的

體操，能夠提升肌肉的彈性和強

度，也可以增強心肺功能。一般來

說，有氧健身操通常會由一名導師

帶領一班學員進行。

無氧運動的例子：

所有的球類運動（如羽毛球、

網球、排球等）、在健身房進行

的阻抗運動（如推舉槓鈴、啞鈴

等）、短跑、跆拳、柔道等都是無

氧運動。

眾所周知，運動對鍛鍊體力

和健康均有莫大的益處。只要我

們每天能維持30分鐘的運動，便

可促進新陳代謝、強身健體。然

而，運動的層面可以很廣，有重

柔和的，亦有較劇烈，每種運動

均會對體質有不同的效果。所

以，今次我們就來詳細認識何謂

運動，讓大家了解過後，可正確

地選擇適合自己的項目，避免受

不必要的創傷。

的分類
運動

計數方法：最高心跳 = 220 - 年齡

例：一位65年齡的人士

帶氧運動的心跳 = 

（220 - 65）x 70% = 108

帶氧運動



好處：

持之以恆地進行帶氧運動，對

身心健康都有極大的好處，包括：

強化呼吸系統連繫的肌肉，使呼

吸更順暢。

促進身體吸取氧份，令肌肉活動

更持久。

強化心臟機能，促進血液循環，

減低血壓及心跳速度，減低心臟

負荷，大大減低再中風的機會。

增加紅血球數目，有助氧份在血

液的運送。

舒緩生活及工作壓力，降低患上

抑鬱症的風險。

鞏固骨骼、預防骨質疏鬆症，並

使肌肉及關節強健。

燃燒卡路里，保持健康體重。

減少血液中的LDL壞膽固醇，增

加HDL好膽固醇。

促進骨骼筋中的毛細血管的新

生。

降低慢性疾病的發病率，特別是

冠狀動脈疾病、高血壓、大腸

癌、二型糖尿病、骨質疏鬆症。

常見誤解：

只要每日運動十至十五分

鐘，可強身健體之餘更可修

身纖形？

雖然每日運動十至十五分鐘

的確有助身體健康，但對於

修身卻未必有成效。在運動時，最

初被利用作為能量源的，是儲存在

血液或肌肉中的多醣，脂肪開始被

消耗是約在十分鐘以後。正因如

此，如果想要燃燒脂肪，一定要連

續運動二十分鐘以上才有成效。再

者，脂肪燃燒時需要大量的氧，因

此為了有效燃燒身體的脂肪，就要

讓身體一邊緩慢活動，一邊吸入大

量的氧氣，例如走路或游泳等帶氧

運動，都是極有效的瘦身運動。

有氧運動對身體好，無氧

運動對健康有壞影響？

兩種運動達致的效果不同，

對身體有不同的好處。帶氧

運動如跑步、游泳主要是心肺功能

的維持與增進；無氧運動如桌球、

網球則可訓練肌力、肌耐力、心肺

耐力、協調性、敏捷性，最好的訓

練策略，應該是帶氧與無氧運動雙

管齊下的。

注意事項：

量力而為

如遇到嚴重心跳、心悸、出冷

汗、頭昏眼花、心痛、面青等，

可能是運動量過大，或那運動不

太適合自己，如在運動時遇上甚

麼問題，可以請教醫生及物理治

療師，給予適當的意見。

穿着合適的裝束

最基本的是舒適的運動服和步行

鞋，鞋履尺碼要適合，以保護及

穩定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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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肌肉鍛鍊運動是利用身體體重

阻力或重量訓練來鍛鍊身體各組肌

肉的運動。可作以下分類：

1. 以體重作為阻力

掌上壓、引體向上、仰臥起

坐、半蹲及抱膝跳。

2. 重量訓練

啞鈴及其他各組肌肉（胸部、

腰部、手部、腿部）訓練器材

在日常生活中，人體肌肉會收

縮來提供工作所需的能量。一組肌

肉能夠產生的能量，很視乎身體的

實際需要。對沒有運動習慣的人而

言，他們的肌肉都會較為鬆弛。故

此適當的鍛鍊能使肌肉質量整體變

大之餘，肌肉產生的力量也更強。

其實任何運動都或多或少會讓

肌肉得到鍛鍊，但若想特意提升肌

肉的力量，則可做一些如掌上壓等

的日常運動，或使用健身器材來輔

助運動。

好處：

增強肌肉力量。

消耗身體多餘的脂肪，幫助控制

體重。

保持身體正確姿勢及改善體型。

活動關節，減少肌肉關節慢性

痛症。

減少出現骨質疏鬆的機會，特別

是較少活動的人。

增強各方面運動能力，提升表

現。

使肌肉保持較佳狀態，在應付突

如其來的力量支出時便能減低肌

肉受傷的機會。

在挑戰自我中紓緩緊張情緒，增

強自信。

（以上資料改編自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普及健體運動網頁）

常見誤解：

在健身中心做Gym跟參與球類

運動的健康效用是否一樣？

健身器訓練跟跑步機訓練雖

同屬運動，但兩者對提升健

康卻有着不同的作用。球類和跑步

等運動屬帶氧運動，集中提升個人

的心肺耐力，對預防心肺疾病較有

作用。 

而純粹的肌肉鍛鍊則屬無氧運

動，集中在對肌肉組織的強化，並

不太能改善心肺功能。

肌肉要多強壯才算健康呢？

日常的運動對肌肉的訓練足

夠了嗎？

其實如非運動員或從事體力

勞動人士，只要有恆常運動

的習慣，並不需要特意地進行肌肉

鍛鍊。額外的肌肉訓練，可鍛鍊肌

肉的爆發力，及作為增強運動表

現、改善個人體型及挑戰自我之目

標。

不過，如果要保持這種訓練成

果，就須持之以恆地鍛鍊肌肉，否

則這些運動效果就會逐漸消退。

注意事項：

肌肉鍛鍊時對肌肉的力量要求相

當大，若果訓練的方法出錯，受

傷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動作錯誤：

錯誤的鍛鍊姿勢容易對關節造成

長期勞損，形成關節痛。

過份鍛鍊：

太頻密的練習令肌肉未能充份休

息就運動，很容易拉傷肌肉。

難度過高：

進行負重練習時，勉強嘗試太重的

重量，容易導致肌肉撕裂或受傷。

缺乏熱身和伸展動作：

令肌肉一下子進入運動狀態，大

大提升肌肉受傷的機會。

綜合來說，要盡量減低肌肉受傷的

機會，我們應該：

運動前做好全身的熱身運動。

鍛鍊的重量由輕至重，循序漸

進，量力而為。

鍛鍊動作速度不應過快。

鍛鍊時應保持順暢呼吸，用力時

呼氣，放鬆時吸氣。

運動後也需進行伸展動作，加快

血液運行，減低乳酸積聚及肌肉

酸痛。

最多隔天鍛鍊之餘，亦可把身體

肌肉分作幾個組別來輪流鍛鍊，

讓肌肉得到休息及營養補充。

資料來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普及健體運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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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體育教學網  

http：//www.hksports.net/hkpe/running/components_fitness/muscular_endurance_strength.htm

圖片來源：

West Star Fitness Center 

http：//www.weststarfitnesscfl.com/index.php？page=strength-training

RaceWalk.com

http：//www.walkinghealthy.com/Strength/Introduction.asp

Chinese Dancesport Federation

http：//big5.sports.cn/b5/www.dancesport.org.cn/home/wdss/2005-01-15/58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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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mingpaohealth.com/hksa/main16_2b.htm

http://hk.lifestyle.yahoo.com/080221/330/2pa23.html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700608050452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erobic_exercis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6%B0%A7%E8%BF%90%E5%8A%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5%A2%E8%B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6%B3%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7%B3%E7%B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6%B0%A7%E5%81%A5%E8%BA%AB%E6%93%8D

圖片來源：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5/53/Aerobic_exercise_-_public_demonstration01.jpg/

       800px-Aerobic_exercise_-_public_demonstration01.jpg

http://new.cyberctm.com/blog/macaopen/files/2007/03/gymls.jpg

http://www.nlm.nih.gov/medlineplus/ency/images/ency/fullsize/19383.jpg

http://www.zsr.cc/ExpertHome/UploadFiles_4437/200606/20066195417964.jpg

問

問

答

答
問

答

問

答

肌肉鍛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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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度的定義

柔軟度是指單一關節或一連續

關節的活動範圍，或只在關節生理

限制內，伸展肌肉和肌腱的能力。

體操：

競技體操

包括自由體操、跳馬、雙槓、

單槓、吊環及鞍馬等等。

技巧體操

俗稱「翻筋斗」、「疊羅漢」

的表演藝術。

藝術體操

運動員根據自己的個人風格、

規則的要求，將所掌握的各種單個

動作組合而編排成一套動作。

健美體操

結合了帶氧運動、基本步伐及

難度動作的運動。

柔軟操：

想要增進柔軟度，必須常讓關

節活動。以下三種技巧都能以被動

或主動的實施伸展，有效增進柔軟

度。

靜態伸展

在不疼痛情況下盡可能的、緩

慢的伸展。最後在關節活動度的終

點維持伸展15秒，總共反覆次數3

次，每次之間休息30秒。

彈震式伸展

在輕微的震動或擺動後伸展肌

肉，但不要超過主動活動範圍的

10%，一次伸展持續30秒，只有一

組。

本體感覺神經肌肉誘導技術伸展

技巧與靜態伸展一樣，只是在

伸展前，肌肉要先做最大的等長收

縮，並且維持3秒，之後維持伸展

10-15秒。反覆次數3次，每次之間

休息30秒。

好處：

不良或過度的關節活動度，都

有可能會造成不良的身體姿勢甚至

傷害身體。因此如何達成以及保持

良好的關節活動度才是維持健康狀

態的訣竅。

要瞭解柔軟度對人體的重要性

和功效，最重要的便是每天撥出一

些時間，藉由伸展的方式靜靜的

聆聽身體給自己最佳的反應，從

中可以獲得與身體對談的時間與

機會，以令身體健康以及預防傷

害。

身體愈柔軟，做體操就愈

好？

有些人以為身體愈柔軟做體

操就愈好，其實柔軟度和肌

肉持久力是缺一不可的。若是缺乏

持久力，不論柔軟度多好，稍做體

操便是腰酸背痛。所以練習的時

候，記着兩者都要訓練。

甚麼年紀的人適合練習體

操？

關節的柔軟度以25-26歲時為

最高峰，此後隨年齡之增長

而愈僵硬。因此，體操的訓練必須

在25歲以前完成。25歲以後不必勉

強自己訓練已經老化的關節，否則

會傷害關節，十分危險。

注意事項：

由於體操需要的體能和柔軟度

頗高，所以患有心臟病、高血壓、

視網膜脫落、或頸、背曾有嚴重損

傷者，請先徵詢醫生的意見。

資料來源：

運動生理學網站 http://epsport.ccu.edu.tw/

《運動醫學常識》，各毓華編著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圖片來源：

http://image2.sina.com.cn/ty/o/p/2007-03-26/U2029P6T12D2825783F44DT20070326012136.jpg

http://photocdn.sohu.com/20070909/lmg252038831.jpg

http://www.edb.org.hk/schact/cyc/district/shamshuipo/images/005.jpg

http://image.muzi.com/pfm_image/202809246150378.jpg

問

答

問

答

伸展運動



20 March B 2009

VITAL話題

TOPIC

很多人以為在戶外跑跑跳跳，

或於健身室鍛鍊，以致汗流浹背才

算是運動，所以運動便成為年青人

的專利。

但其實很多生活細節，如行樓

梯、做家務、散步等也是有益身心

的簡單運動。瑜珈和太極都是十分

流行的活動，它們沒有一般運動劇

烈，但都是好處極多的「另類運

動」。

瑜珈：

「瑜珈」二字有聯合的意思，

結合了運動與哲學的元素，以修練

身、心、靈。瑜珈旨在把人從身心

的衝突中釋放出來，所以練習瑜珈

的人學習如何善用力量，去調和生

活以及化解衝突。瑜珈的基礎在於

平衡心理和生理的能量，透過控制

身體、心思和呼吸達到其修練目

的。

瑜珈的基本動作包括站立、坐

下、仰臥、前俯、伸展拉筋等等，

模仿很多大自然的生物和日常生活

的物件，如羊、鷹、魚、蓮花、

山、樹、半月、車輪、椅子……其

姿態多不勝數，難度亦因人而異，

初學者多跟隨導師做，或觀看影碟

自學。

透過明白及控制呼吸來控制能

量的運行，瑜珈給身體多個系統帶

來益處：

肌肉骨骼系統

提升肌肉的力量和身體的柔軟

度，並有效減低疾病引致的痛楚，

如關節炎、手腕管道綜合症和脊骨

痛。

心肺系統

增強心肺的持久力，改善肺活

量及整體運動量，增加氧氣的輸

送，降低平時心跳率，可減低不少

心、肺和血管疾病的風險。

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

透過對身體和呼吸的控制，包

括一些放鬆技巧，瑜珈更可有效減

壓，促進心理健康。

太極：

太極全名太極拳，發展自中國

武術傳統，太極圈首現於易經，形

容宇宙於天地眾生前的境界。所

以，太極的動作都是圓順的，其中

不乏變化，如空、滿、剛、柔、

前、後和靜止等等，重點在於運用

精神意識，控制身心的協調，維持

體內各平衡，被評為中度運動。太

極這種慢速又不涉及接觸的運動，

特別受老人家歡迎。

其招式不乏出拳和踢腳等剛烈

的動作，但亦講求緩慢柔順的動

作，不同年紀的人可因應自己的情

況而調節招式的強弱，最緊要是呼

吸和平衡力的控制。多數人徒手耍

太極，亦有人用劍和扇子等工具來

耍。

研究顯示太極對肌肉及骨骼的

功能、心肺系統、姿勢的控制及防

止老人跌倒有幫助：

提升平衡力、穩定性、柔軟度及

肌肉力量，甚至可減低關節炎及

類風濕關節炎引致的痛楚。

改善老人家的心肺功能，以及減

慢其老化。

深呼吸及放鬆緩慢的動作可減低

壓力、憤怒和憂慮等負面情緒，

改善心情。

減少骨質密度的流失，強化膝蓋

的靈活度，以及訓練身體各部位

的配合，因此有效減低老人家跌

倒的風險，避免意外發生。

常見誤解：

太極是否只是老人家的運

動？

當然不是，太極有很多高難

度的武術招式，只是它的要

求因人而異，容易學，危險性低，

適合男女老少練習，只是在身體機

能開始下降的老人家中特別流行。

注意事項：

瑜珈有許多高難度的動作，初

學者最好有導師指引及示範，特別

是一些拉筋及伸展的姿勢，練習者

應按照自己的程度來做，由淺入

深，掌握了一些基本動作才慢慢提

高難度，切勿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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