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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 Keep Fit

之道 專題講座 

梁耀輝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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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之道引言 

 “Keep Fit 之道”是“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網上學習課程
的科目之一，修讀時間為13週, 積分值為5分。 

 修畢本科後，你應能： 

 闡述Keep Fit 的好處； 

 評估體能狀況； 

 說明飲食、生活習慣與Keep Fit的關係； 

 概述Keep Fit計劃的步驟； 

 安全進行各種Keep Fit運動，如伸展運動、有氧運動和阻
力運動； 

 選擇適當的Keep Fit運動； 

 編寫適合自己的Keep Fit計劃，並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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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介紹 

 本科設有13個單元，各單元名稱如下： 

 單元一  何謂 Keep Fit ？ 

 單元二 你夠 Fit 嗎？ 

 單元三 Keep Fit減肥的錯誤觀念及事實 

 單元四 Keep Fit減肥的正確方法 

 單元五 Keep Fit 營養學 

 單元六 Keep Fit好開始 

 單元七 運動安全 

 單元八 增加柔軟度－伸展運動 

 單元九 增強心肺功能－有氧運動 

 單元十 增加活力及線條美－阻力訓練 

 單元十一 小啞鈴及橡筋帶運動 

 單元十二 Keep Fit運動好介紹 

 單元十三 Keep Fit計劃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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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在修畢13個單元後，你需要完成一份作業 

作業評分達“滿意”或以上者，可獲4個積分；如
果你參與學院舉辦的專題及總結講座（共4小時），
可多獲1分，即共獲5個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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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題目 

第一題（100分） 

請先綜合一下你從這個科目所學到的各個課題，
然後選擇一位你認為最需要接受“Keep Fit”指
導的親友，為其設計一個集營養和運動於一身的
健體或體重控制計劃。計劃最好具體列出以下資
料： 

1. 該位親友（不記名）現時的體重、身高、飲食和
運動習慣、腰臀圍數字、慢性病記錄、血脂和血
糖記錄（如有）、生活形態、心理狀況等（可用
表格列出）； 

2. 根據你在第一點所列的身體狀況資料，分析該位
親友的身體狀況對長期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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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題目 

3. 然後指出該位親友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是否
需要檢討運動量或飲食習慣、需要減去多少體重
以回復理想水平等。可用表格列出）； 

4. 針對該位親友需要改善的地方，以及其個人性格
特點和喜好，設計合適的營養餐單和運動項目，
甚至擬定整體生活形態的改善計劃。 



7 

作答指引 

你可選擇以書面或口頭方式作答，做法如下： 

書面方式：繳交一篇約200字（不多於400字）的
中文短文（第一題之第一及第三點，如用表格列
出答案，則表格內之字數不在此限）。 

口頭方式：繳交不超過5分鐘的錄音片段（可用錄
音帶或電腦wav檔案儲存）。 

請注意，超出規定字數或時限的內容一概不予評
核。 

請將完成的作業至以下電郵地址予導師批改。 

電郵地址：cbmp_elearning@ouhk.edu.hk 

繳交限期 ：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總 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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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要點 

“瘦”只是Keep Fit的五個健康相關性因素之一 

 Keep Fit = 保持良好的健康相關體能！ 

健康相關體能的五個基本因素: 

心肺功能  

肌力及肌耐力  

身體成分（肥瘦組合） 

柔軟度  

肌肉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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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關體能的五個基本因素 

心肺功能  

心血管系統是給全身輸送養料和氧氣的主力軍，
並且負責帶走留在體內的廢物。一個強壯健康的
心臟及運作正常的肺部是健康生活的基礎，使你
有能力應付日常活動。經過運動鍛煉，你的心臟
將會更加強壯有力，應付一般的任務會游刃有餘，
同時緩減因年齡增長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心血管
疾病是非常嚴重的都市病，增強心肺功能，有助
我們預防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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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關體能的五個基本因素 

肌力及肌耐力  

肌力即肌肉力量，指某一部位的肌肉或肌群在一
次活動中所能發揮的力量；而肌耐力即肌肉耐力，
是指某一部位肌肉或肌群在重複收縮動作時可持
續多久。人類25歲以後，肌肉的力量和重量每10
年會減少5%─10%，這是衰老的重要標誌，同時
也是導致新陳代謝下降和脂肪增多的重要原因。
保持肌肉的活力是運動的重要目標。 



任，每天長達12小時以上，因此增強肌肉的力量
和耐力有助減少疼痛、預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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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關體能的五個基本因素 

身體成分（肥瘦組合）  

身體成分是指體內的脂肪含量。肥胖（即身體脂
肪含量過高）會對人產生多種不利影響，如導致
高血壓、膽固醇過高、心臟病等。均衡的飲食和
規律的運動可以幫你減少脂肪，增進健康。瘦身
可以減輕身體的負擔，減少疾病的發生，並且會
讓你更有自信。（有關脂肪對人體的作用，單元
四、五會詳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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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關體能的五個基本因素 

柔軟度  

隨着年齡的增長，人體關節及肌肉的柔軟度會逐
漸降低，既影響正常生活，又容易引起疾病和肌
肉疼痛。所以，增加柔軟度既可以幫助你有更良
好的體型，身體活動更靈活，又可以預防疾病和
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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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關體能的五個基本因素 

肌肉放鬆  

肌肉放鬆是指肌肉在平常狀態下，沒有出現不必
要的緊張。肌肉出現不必要的緊張與心理壓力有
關，例如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大多會有肩膀或腰
背肌肉痠痛的情況，尤其在工作壓力加大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或多或少是因為肌肉在長時間內不知
不覺地收縮，沒有適當的放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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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 

預防疾病: 

預防低運動疾病 

一系列的都市病，如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
癡肥、下背痛、關節炎等都與我們日常缺乏運動
有直接關係；其中因為長期缺乏運動而導致肥胖，
也會引發上述疾病。所以保持適量運動，可以防
止肥胖，對預防以上的都市病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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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預防疾病 

增強身體的抵抗力 

適量運動可以增強免疫力和抵抗力，減少你受傳
染病感染的可能。經常鍛煉的人，患感冒的機會
比不運動的人少。一個研究資料提到，有氧運動
和阻力訓練都可以使體內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增
加，其主要原因是增加了身體內免疫細胞的數量
和活性。但是，需要留意過量的鍛煉會在短期內
降低你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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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預防疾病 

預防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是隨着年齡的增長，骨骼礦物成分不斷
流失，並且補充不足而造成的。女性容易患上此
症，特別是在更年期之後，由於雌激素的分泌減
少，骨骼中鈣質成分的流失將進一步加快，部分
男性亦會患上。患有骨質疏鬆的人容易骨折，特
別是股骨（大腿骨）骨折。防治骨質疏鬆的最有
效辦法是在飲食中注意補充鈣質和維生素D，加
上規律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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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預防疾病 

增加肌肉力量和關節的柔軟度──免除你的傷痛 

關節病及腰椎病是現代人常常碰到的問題，也是
造成身體疼痛的重要原因。頸痛、腰痛大多是由
於背部肌肉的力量不足、姿勢不正確和長期勞損
造成的，有效的預防和治療辦法是利用運動來改
善身體姿態，增強肌肉力量、耐力和柔韌性，特
別是加強腹肌、背肌和大腿後部肌肉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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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預防疾病 

帶你遠離癌症 

癌症是由於致癌物質使體內的遺傳基因發生改變，
從而使正常細胞增長不受控制成為腫瘤細胞所致。
運動可以提高自身免疫系統的活力，從而阻止癌
症的產生。研究資料顯示，有規律的運動可以降
低結腸癌的發病率，這可能與運動使食物停留在
結腸內的時間縮短有關。其他研究資料也證明，
年輕時運動量多的女性，患上乳腺癌的可能性也
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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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預防疾病 

增強心肺功能──心血管的最佳保鏢 

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壓、冠心病等）已經成為都
市人的嚴重疾病。 

為何心血管疾病愈來愈常見？ 

坐式生活方式。早上起來，坐車上班，長時間坐
在辦公桌前或電腦前，下班回家又坐在電視機前。
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再加上過度飲食，造成一個惡
性循環，體重增加、心肺功能日差，患上心血管
疾病的機會便愈來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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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預防疾病 

經常運動會讓心血管收縮得更加有力，心腔也會
稍稍加大，這樣心臟工作起來也就更加輕鬆。 

運動可以減輕體重和緩解緊張，因而可以幫助血
壓的下降。 

運動還可以降低血脂，提高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
的含量； 

高密度脂蛋白被譽為“血管的清道夫”，它可以
緩解動脈硬化和防止血管閉塞的形成，有助預防
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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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消除壓力及舒緩情緒 

現代人面對的壓力往往是長時間的、不間斷的，
比如工作壓力、家庭壓力、社會壓力等 

這些壓力會讓身體產生皮質醇激素（人類遇上壓
力時自然會分泌這一種激素）便會增加 

若長期下去，會對身體造成損害。人們往往會失
眠、精神不集中、易疲勞，更嚴重的會導致癌症、
胃潰瘍、抑鬱症等疾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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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消除壓力及舒緩情緒 

運動可緩解壓力 

運動結束之後往往會感到渾身輕鬆、心情舒暢，
這是由於體內的神經系統和激素水平又回到正常
狀態。 

身體在鍛煉之後，會分泌一種叫內啡呔的物質，
減輕疼痛、感覺舒適。 

睡眠質量也會得到改善，對緩解壓力、增進心理
健康都是大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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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消除壓力及舒緩情緒 

改善人們的緊張生活 

有多項研究資料證明，四星期的規律運動鍛煉可
以大幅度減少抑鬱症的症狀。 

運動也可以幫助你發洩不良的感覺，如憤怒。 

運動後，你的心情也會平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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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消耗熱量保持體態優美 

消耗熱量保持體態優美 

經常運動的人，脂肪代謝也比較迅速，身體利用
脂肪的能力也大有提高，體內多餘脂肪更容易消
耗，體重也就隨之下降；加上適當的肌肉鍛煉，
便可塑造出更優美的體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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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Fit 的好處-增強自信 

增強自信  

通過有系統的訓練，我們的身體，無論在體能或
體型上，都會有更好的發展，增強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的自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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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要點 

本單元會介紹各種
測試健康相關體能
的方法 

通過不同的測試方
法，你可以衡量自
己的健康相關體能
狀況是怎樣 

表2.1所介紹的測試
項目是以一般人在
有限器材及較容易
實施的原則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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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要點 

體能測試有助我們清楚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提
供具體資料讓我們擬定自己的Keep Fit計劃項目。 

做體能測試時，必須確保有充分的熱身。 

同時，你應記錄測試結果、測試的時間，以及事
後的感受。 

再次測試時，最好選擇同樣的時間進行，以得到
最精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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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的測試 

心肺功能的測試有三種方法： 

 1. 靜態心跳率  2. 三分鐘踏台階測試  3. 血壓計量
度及評估 

 1. 靜態心跳率 

為確保身體訓練的強度合適，你必須在訓練前、
訓練時，以及訓練後測試心率。測量脈搏是最簡
單的測量心率方法 

測量靜態心跳率的最好時機是早晨剛起床的一刻，
因為那時你比較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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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的測試-靜態心跳率 

根據活動二的步驟及
注意事項量度靜態心
跳率，並記下連續三
天的結果。 

表2.2是靜態心跳率讀
數的簡單說明，你可
以判斷自己的靜態心
跳率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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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的測試-三分鐘踏台階測試 

 2. 三分鐘踏台階測試 

這個測試的目的是評估運動後，心臟恢復正常的
能力，亦即心臟及肺部的效率，整個過程中必須
保持正常呼吸。 

如果在進行三分鐘踏台階測試時，你覺得呼吸困
難、噁心、頭暈目眩，則應立即停止並向你的醫
生求助。 

根據活動三的步驟來進行三分鐘踏台階測試，並
記下所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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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的測試-三分鐘踏台階測試 

根據表2.3所列數字，
檢查自己運動後心臟
及肺部的效率屬差、
一般、良好，還是非
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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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的測試-血壓計量度及評估 

 3. 血壓計量度及評估 

血壓是身體內的血液對動脈血管壁形成的壓力。
血壓有高壓和低壓之分，兩者都有正常值。 

高壓即收縮壓，又稱心縮壓，是指心臟收縮時把
血液打到血管壁所得的血壓。 

低血壓即舒張壓，又稱心舒壓，是指心臟在不收
縮時所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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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的測試-血壓計量度及評估 

持續的高血壓或會導致心臟擴大、心肌梗塞、腎
衰竭、腦中風等，血壓亦會隨着年齡增長而增加。 

表2.4是世界衛生組織頒布的血壓標準值，可作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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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 

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有四種方法: 

 1. 皮摺量度法  2. 人體脂肪分析計（電子脂肪磅）
3. 身體圍度及腰臀比例  4. 體重指數 

 1. 皮摺量度法 

通過測量皮脂的厚度，可以估計身體裏脂肪所佔
的比例。對於內臟脂肪積聚較多的人，這種方法
的準確度較低。 

量度時需要一把脂肪尺，通常會附上一本詳盡的
操作手冊，依照手冊上的步驟，便可進行皮摺量
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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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人體脂肪分
析計（電子脂肪磅） 

 2. 人體脂肪分析計（電子脂肪磅） 

由於脂肪的導電性很差，而身體其他成分（如肌
肉）的導電性較強，於是我們便可以利用人體脂
肪分析計，把微小電流導入身體來計算電阻。 

然而，這種方法受不同人的脂肪分布差異、體內
水分多少等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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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參考表 

根據皮摺量度法或人體脂
肪分析計（電子脂肪磅）
兩種方法，我們可以計算
出身體脂肪百分比 

參考表2.5，得知自己的
身體組合屬於哪一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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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身體圍度及
腰臀比例 

 3. 身體圍度及腰臀比例 

 身體圍度 

 利用一把軟尺，量度以下的身體圍度： 

 胸部（吸氣狀態） 

 胸部（呼氣狀態） 

 腰部 

 臀部 

 大腿（左、右） 

 小腿（左、右） 

 手臂（左、右） 

 前臂（左、右） 

 每隔兩至三個月量度一次，可作為體型變化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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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身體圍度及
腰臀比例 

腰臀比例 

這是評估身體脂肪聚積部位的指標。計算方法如
下： 

腰臀圍比例 = 腰圍（厘米）／臀圍（厘米） 

目前有些學者認為脂肪在身體內分布的位置，比
含量更重要。腰臀比例的標準一般為男性少於0.9；
女性少於0.8。 

一般來說，依脂肪在體內分布的位置，可將肥胖
身材分為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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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身體圍度及
腰臀比例 

蘋果形身材的人脂肪多積
存於腰部及腹部，患上心
臟病及糖尿病的機會往往
會較那些脂肪積聚在臀部
（梨形身材）的人高。 

若男性腰臀圍比例大於0.9

或女性腰臀圍比例大於0.8，
即屬蘋果形，即使未超重，
但體內脂肪亦可能已達到
對身體健康有害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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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體重指數 

 4. 體重指數 

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是指用身高
和體重的比例來計算你的身體成分。世界衛生組
織建議體重指數應介乎18.5至22.9之間。 

體重指數的計算方法是： 

體重指數 = 體重（公斤）／身高2（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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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合及脂肪百分比的測試-體重指數 

根據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建議，體重指數劃分如表
2.6。 

體重指數只是衡量身體健康的指標之一，不要過
分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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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及肌耐力的測試 

肌力及肌耐力的測試有三種常用方法，分別是： 

 1. 仰臥起坐測試  2. 俯臥撐測試  3. 背靠牆下蹲 

 1. 仰臥起坐測試 

以一分鐘內可完成仰臥起
坐（Sit Up）的次數，來
評估腹部的肌耐力。 

完成的次數愈高，代表腹
肌耐力愈強、愈持久，表
2.7展示仰臥起坐測試結果
所反映的肌耐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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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及肌耐力的測試-俯臥撐測試 

 2. 俯臥撐測試 

俯臥撐測試是用作評估上肢的
肌力和肌耐力。一分鐘內完成
的次數愈多，代表上肢肌肉的
力量及耐力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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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及肌耐力的測試-背靠牆下蹲 

 3. 背靠牆下蹲 

這個測試主要是用作評估下肢在靜態收縮時的肌
耐力。表2.9顯示這個測試結果所反映下肢的肌耐
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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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度測試 

柔軟度測試有三種方法，分別是： 

 1. 坐地體前伸測試  2. 肩膀伸展測試  3. 身體姿勢
的評估 

 
 1. 坐地體前伸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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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度測試-坐地體前伸測試 

 1. 坐地體前伸測試 

差──如果手指與腳尖的距離超過5吋（12.5厘
米），則你需要做多些伸展運動。 

正常──如果手指觸到或幾乎觸到腳尖，則你的柔
軟度較好，但仍須做伸展運動。 

良好──如果手指超過腳尖1吋（2.5厘米）以上，
則你的柔軟度非常好，繼續保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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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度測試-肩膀伸展測試 

 2. 肩膀伸展測試 

差──如果手指相距超過3吋
（7.5厘米）以上，則你需
要多做些伸展運動。 

正常──如果手指能互相觸
及，則你的柔軟度較好，但
仍須做伸展運動。 

良好──如果雙手可以互握，
則你的柔軟度非常好，繼續
保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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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度測試-身體姿勢的評估 

 3. 身體姿勢的評估 

   “寒背” 

主要是由於上背部的肌肉力量及耐力差，肩膀及
胸部的柔軟度不良引致。要改善這個不良的身體
姿勢：第一，要強化上背的肌肉群；第二，要進
行肩膀及胸部的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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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度測試-身體姿勢的評估 

   “凸肚腩” 

主要是由於腹部的肌肉力量及耐力差，臀部的柔
軟度不良所致。要改善這個不良的姿勢：第一，
要強化腹部的肌肉；第二，要進行臀部的伸展運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