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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適能的認識
預期壽命為 79.4 歲，女性為 85.5 歲；在過去三十多

何謂健康？

對

年來一直持續增長。由於出生率下降，再加上平均預

很多人來說，健康就是沒有疾

期壽命的增長，人口老化的情況也就變得嚴重。

病。不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慢性疾病為香港人死亡的主因，據資料顯示

（WHO，1948），“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

（香港特別行政區衛生署，2008），2007 年的頭

之消除，而是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

三號殺手分別為癌症（30.8%，12,316 人）、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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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由此可見，健康是指身體、心理及社

病（15.9%，6,372 人）和肺炎（12.5%，4,978

會都處於一種完全安寧的狀態，而不僅是沒有

人），合共佔總登記死亡人數（39,963 人）的

疾病或虛弱。

59.2%；其他致命的主要疾病還有腦血管
疾病（8.8%，3,513 人）和慢性下呼吸道

全球健康狀況

疾病（5.2%，2,096 人）。
Health Organization）
世 界衛生組織（WHO，World
出版的《World Health Report 2004》顯示，2002 年

體力活動對健康帶來的好處

死於各種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的人，

對 於上述的慢性致命疾病來說，其實是可以透過
改變個人的生活態度和習慣而得以改善。例

佔上了全球死亡人數的 29.3%，當中單是缺血性心臟
病（ischaemic heart disease）就佔上了 12.6%，而腦血管

如，美國（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疾病（cerebrovascular disease ）則僅隨其後，佔上了

1996）的一份健康調查報告《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9.7%。各種不同性質的癌症（cancers），亦奪去了當中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指出，有規律地參與體

12.5% 人的生命。其他排名較高的致命疾病還有：下

力活動（physical activity）就是其中一個最具成效以降

呼吸道感染（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6.8%）、愛滋

低肥胖、冠心病、糖尿病、癌症、中風、高血壓、骨

病（HIV/AIDS，4.9%）、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質疏鬆症和精神優傷等風險的方法。世界衛生組織的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4.8%）、腹瀉（diarrhoeal

《World Health Report 2002》亦指出，來自世界各地的

diseases，3.2%）、肺結核（tuberculosis，2.7%）、瘧疾

數據顯示，全球 60 至 85%的人口是過著久坐的生活

（malaria，2.2%）、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1.7%）

（sedentary life）；而每年約有 2 百萬人的死因是可以

和肝硬化（cirrhosis of the liver，1.4%）。

歸因於缺乏體力活動（physical inactivity）。缺乏體力
活動會增加所有死亡原因的風險，它使到因心血管疾

香港人的健康狀況

病、第二類型糖尿病和肥胖而致死的風險倍增，也增

根 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衛生署（2008）的資料顯示，
香港人的整體健康狀況良好，健康指標亦比許

加了大腸癌、乳癌、高血壓、骨質疏鬆、情緒低落和
焦慮的風險（WHO，2002）。

多先進國家優勝。以 2007 年計，男性出生時的平均

香港人的體力活動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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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定義的文獻資料出處爲：1946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22 日在紐約召開的國際衛生會議通過、61 個國家代表
於 1946 年 7 月 22 日簽署（
《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記錄》
第 2 號第 100 頁）並於 1948 年 4 月 7 日生效的世界衛
生組織《組織法》的序言。自 1948 年以來，該定義未
經修訂。
Published by HKPE.NET

根

據一份名為《Report on Healthy Living Survey
1999》的報告（Lam，Chan，Ho 與 Chan，1999），

80% 的香港人認識到運動對預防心臟疾病的益處，最
多人採用或說會採用的促進健康方法是運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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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不過，約有 48% 的受訪者在過

Mazzeo 等（1998）的結果，成年人自 25 歲開始，在

去一年沒有做過任何改善健康或預防疾病的

隨後的每 10 年，心臟泵血及身體攝取氧氣的能力便

事情，其中最普遍的原因是沒時間或工作忙

會下降 5 至 15%；不過，持之以恆地從事耐力訓練

（60.4%）；但最有趣的卻是受訪者平均每

則肯定會對此帶來幫助。因此，增強心肺耐力在一個

天看 2.7 小時電視，有一半人甚致每天看

體適能鍛煉計劃中就顯得尤為重要。

上 3 小時或以上，當中又以 18 至 24 歲的

2. 肌肉力量與肌肉耐力

一群花得最多時間看電視。香港中文大學許

肌肉力量是指肌肉在一次收縮過程中所能

世全博士（Hui，2001）的一份研究報告亦
指出，只有約 1/4 成年人（23.7%）和 1/3

產生的最大力量，通常是以肌肉群一次過能克

年青人（31.5%）做上足夠的運動，使

服的阻力（1-RM2）作指標。肌肉耐力則是指肌

身心健康。雖然有四成（40.2% ）成年

肉反復收縮或持續用力的能力。

人和一半（50.2%）年青人有做運動，但參與程度

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不足，便難以勝任較大的工

仍未足以令他們遠離因運動量不足所引致的疾

作負荷，亦容易產生肌肉疲勞和疼痛的現象，甚至

病。此外，還有 1/3（36.1%）成年人和 18.3% 的年

會形成各種慢性的骨骼肌肉系統創傷（musculo-skeletal

青人是過著久坐而少運動的生活，這種生活都會增加

injuries），老年人亦會因而較容易跌倒受傷。肌肉耐

他們患上各種慢性疾病，並因而死亡的風險。

力和肌肉力量不足的運動員，到達比賽的末段時，也

體適能的定義

另

較容易因為疲勞的緣故而導致運動創傷。

一個與健康有密切關係的概念就是體適能。體

3. 柔軟度

適能是“一組人類與生俱來或後天獲得，與身
柔軟度是指人體各關節所能伸展活動的最大範

體活動能力相關的特質。＂體適能水平較佳的人，能
精力充沛和警覺地完成每天的工作，而且亦不會因此

圍。具有良好的柔軟度，運動時可以發揮得更有效率，

而感到過度疲累；還有餘力去享受休閒活動和應付突

亦有助於避免運動創傷的發生。

然發生的事情（USDHHS，1996）。體適能包括：心肺

4. 身體成分

耐力（cardiorespiratory endurance）、肌肉耐力（skeletal
muscular endurance ） 、 肌 肉 力 量 （ skeletal muscular

身體成分是指身體內脂肪與非脂肪部分（如骨

strength） 、 柔 軟 度 （ flexibility ） 、 身 體 成 分 （ body

骼、肌肉等）的比例。一般以脂肪百分比來表達。一

composition）、肌肉爆發力（skeletal muscular power）、

般來說，男性體內脂肪佔體重的 10 至 20%，而女性

速度（speed）、靈敏度（agility）、平衡力（balance）、

則 為 15 至 25%。 若 男 性 體 內 脂 肪 的 百 分 比 超 過

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等。由於這些特質對

25%，女性超過 30%，便可稱為肥胖。肥伴不但對運

健康和運動表現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所以體適能又可

動的表現不利，而且亦會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機

被劃分為健康相關體適能（health-related fitness）和運

會。從健康的角度看，男性的脂肪百分的下限為

動相關體適能（performance-related fitness）。

5%，而女性則為 12%（Lohman，1992）。

健康相關體適能

5. 神經肌肉鬆弛

健 康相關體適能包括所有和良
好健康有關的體適能特質，當

神經肌肉鬆弛是指減少甚至
消除因壓力而引致的不必要肌肉緊

中包括：

張或收縮的能力。能夠適當地放鬆自

1. 心肺耐力

己，不但可以更有效地應付日常的工
作，還可以在運動上發揮得更好。

心肺耐力是指循環系統和呼吸系
統持續供應氧氣作體力活動之用的能
力。心肺耐力好，便可以運動得更持久，就連日常的

2

1-RM 是指一次過能克服（舉起）的最大重量，10-RM
是指最多能重複克服（舉起）10 次的重量（已不可能
再重複第 11 次）
。

工作也會做得分外起勁；心肺耐力差，不單止會容易
感到疲勞，而且亦較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根據
Published by HKP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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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相關體適能

運

= 150 次 / 分鐘）的人為例，若與另一個健康正常但
沒有參與體育鍛煉的人比較，他們心率的相差見表一

動相關體適能包括了所有健康相關體適能的成

（Giam 與 Teh，1988）：

分，並且再加上各種能促進運動表現及技能有

關的體適能特質，當中包括：

據表一數據再繼續推算，參與運動鍛煉與不參與
運動鍛煉二人相差之心臟搏動次數：

z

靈敏度（agility）

z

平衡力（balance）

= (100,800 – 91,800) 次 / 天

z

協調能力（coordination）

= 270,000 次 / 月（以一個月有 30 天計算）

z

爆發力（power）

= 3,285,000 次 / 年

z

速度（speed）

= 164,250,000 次 / 50 年

z

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

就以上面的計算為例，每天參與體育鍛鍊的人，

良好的健康與體適能習慣

在 50 年 間 心 臟 的 搏 動 總 計 可 以 節 省 164,250,000
次，相當於不參與運動鍛煉的人 4 1/2 年的心臟搏動

想

有健康的身體，就要認識到體適能是健康的基

總計。由此可見，有規律的體育運動鍛煉，長遠來說

礎，必須透過長時期、有規律地參與運動，並

的確能減輕心臟的負擔。其實，經常性地參與體育運

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來得以改善；而健康的生活方式

動鍛煉，體內其他器官都會有類似的得益。

則應包括各種良好的習慣，當中包括：

2. 充足睡眠

1. 經常運動

所

謂經常運動，就是指在每週大部分的日子（最

除 了運動外，還要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而且每
天最少要熟睡 7 至 8 小時，才能確保完全恢

好是每日），每天累積上最少 30 分鐘的中等強

復疲勞。一般來說，不同年齡人士的睡眠時間見表二
（黃席珍，2003）：

度有氧運動（USDHHS，1996）。體適能水平較高的人
士，更應做到每週 3 至 5 天，每天 20 至 60 分鐘的大

表二、不同年齡人士應有的睡眠時間

肌肉有氧運動，如急步行、緩步跑、踏單車、跳健康
新生兒

17-18 小時

1歲

13-14 小時

輕心臟的負擔。在正常的情形下，有規律的體力活動

4歲

10-12 小時

能增進心臟整體的工作效率，其中一個較為明顯的指

10 歲

9-10 小時

20 歲

7.5-8 小時

65 歲

6.5 小時

和游泳等（Pollock 等，1998）。
從事有氧運動不但能夠增強心肺耐力，還可以減

標，就是靜止時心率的下降。健康正常的成年人靜止
時的心率是每分鐘 70 至 90 次，但經常參與體育鍛煉
的人，他們靜止時的心率大都在每分鐘 60 次或以下。
就以一個每天從事一小時中等強度運動（訓練時心率

表一、不參與體育鍛煉與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人之心率比較

靜止時心率
一天中靜止時心臟搏動次數

不參與體育鍛煉

經常參與體育鍛煉

70 次 / 分鐘

60 次 / 分鐘

100,800 次

86,400 次

0 次

5,400 次

100,800 次

91,800 次

= 靜止時心率 × 60 × 24
一天中因運動而附加的心臟搏動次數
=（運動時心率－靜止時心率）× 運動時間
一天中心臟搏動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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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衡量睡眠是否充足，可從第二天是否頭腦清醒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和精力充沛來決定。一般來說，只要是入睡快（半小
時以內）而睡眠程度深，就算只睡上 6 小時也可充分
恢復精力。

3. 避免煙酒

吸

煙危害健康，更會導致肺癌，所以必須及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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