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體育學院運動生物力學測試室佔地215平方米，它與田徑場相連以增加測試時的靈活性。我們的服務範圍包括 (一) 技術分析 (二) 

戰術分析 (三) 運動器材測量和 (四) 隨隊運動生物力學支援。為了提高運動生物力學部的服務質素，測試室內裝置了總值約數百萬港

元的科研儀器。

測試室內安裝了由十六個紅外線鏡頭組成的Vicon動作捕捉及分析系統，利用高速三維動作分析技術，我們很容易記錄運動員的細微動

作，從而找出動作瑕疵，讓運動員有所依據來改良動作，因而提升表現；除此之外，系統能幫助找出運動器材的物理特性。利用Dartfish運
動技術和戰術錄像分析系統幫助我們隨隊時在日常訓練裡能提供即時動作反饋分析，該系統可以即時顯視運動員在訓練時的技術特點，

從而提升運動員的技術；另外，系統更能提供賽後戰術運用的統計分析。除了利用以上的儀器來量度運動學特徵外，我們亦可運用Zebris
步態分析跑台來測量步行和跑步時的動態壓力分佈，自動識別步幅、步頻、速度等的步態參數。而Kistler測力板能夠為步態、踏蹬、跳躍

技術和身體平衡能力等提供有用的數據。透過這些力學參數同時配合運動學數據，運動員的個人技術特質便可以作出客觀的評價。除此

之外，運動生物力學測試室內還配備、Dytran三向型加速

度感測器、FutekS型拉壓力感測器、NAC高速攝像系統

和SportsCode戰術錄像分析系統等，讓教練和運動員得

到全面和合適的運動生物力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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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的骨骼組成支撐人體的骨架,但骨頭本身不能活動。每一根活動的骨頭都是靠肌肉來使其活動的。人體的骨骼上附著和覆蓋著一塊塊

肌肉。約660塊肌肉支配身體各部份的活動。以臉部為例，在頭顱骨與頭部之間有30多塊肌肉。我們就是藉由這些肌肉的活動，才能產生各

式各樣的表情。肌肉佔總體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肌肉百分之七十五主要是水份，約百分之二十屬蛋白質。人體最大塊的肌肉為臀腿肌。

人體最小塊的肌肉為耳肌,只有約1.2mm長。

肌肉骨骼系統

肌肉骨骼系統可提供人體機械性的支援力和運動能力，由骨骼肌、肌腱、骨骼、關節及韌帶組成。骨骼肌藉由肌腱(Tendon)而與骨骼相連，

如可收縮的槓桿；而骨骼如不可動的槓桿，可藉由關節而與其他骨骼相連，關節則由韌帶(Ligament)來保持其正確位置。肌肉、肌腱及關

節的特徵之一，乃由擁有豐富的感覺神經支配，能感知位置及運動速度。這些感覺訊息由中樞神經系統，加以整合。對於肌肉骨骼系統正

常功能的行使極為重要。骨骼肌中密佈血管與神經，促成骨骼肌的能量供應、廢物排除與活動控制。

肌肉組織 (Muscle tissue)
骨骼肌的構造單位是肌細胞(Muscle cell)，因為形狀狹長，兩端成圓錐狀，又稱為肌肉纖維。肌纖維由更小的肌原纖維所組成，肌原纖維主

要是由兩種更細的肌纖維蛋白構成。肌纖維的主要蛋白，包括肌動蛋白(Myosin)與肌球蛋白(Actin)。肌動蛋白與肌球蛋白的排列，形成肌

肉顯微外觀的橫紋，促成骨骼肌(又稱為橫紋肌)；肌動蛋白與肌球蛋白的連結與滑動，則形成肌肉收縮的基本力量來源。

結締組織 (Connective tissue)
肌纖維、肌束和肌肉的外表都有一層結締組織。這些結締組織延伸而成的膠狀束，稱為肌腱。肌腱強而有力，但本身不產生收縮。

肌肉的特質、
肌肉幹細胞與阻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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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組織 (Blood vessel tissue)
有些小動脈經由結締組織而分佈於肌束，許多微血管則分佈於肌纖

維。肌纖維必須藉由微血管的功能，才能進行氣體交換、養料供應

與廢物排出。

神經組織 (Nerve tissue)
每一條肌纖維都受到運動神經的控制，每一條運動神經則可以控制

許多肌纖維。一條運動神經，與其控制的肌纖維所構成的單位，稱

為運動單位(motor unit)。人體內約有40億的肌肉纖維，但卻只有40
萬條運動神經。故每一條運動神經纖維支配少則1至5，多則高於150
條肌肉纖維。單一運動神經纖維和其支配的肌肉纖維稱之為運動單

位。多少肌纖維接受一條神經的支配並非決定於肌肉的大小，而是

視乎部位與其功能而定,決定於動作的準確性與其協調性。如眼肌

從事細微的工作，可能只有一條神經配合十條肌纖維。而從事重作

業的肌肉，每一運動單位可能有數千條肌纖維。

肌纖維的種類

在每一個運動單位 (motor unit) 內的肌纖維都只會屬於同一類形，

亦即是說「快」運動單位內全是快收縮肌纖維，「慢」運動單位內則

只有慢收縮肌纖維。不過，同一塊肌肉卻可以由不同數量的「快」

和「慢」運動單位所組成。早期，骨骼肌纖維的類型是以肌肉收縮

的速度或微血管的密度來區分。根據骨骼肌的活動功能而言，骨骼

肌纖維的類型可以分為慢收縮肌(Type I)與快收縮肌(Type II)；根

據骨骼肌的顏色型態而言，骨骼肌纖維的類型則可以分為紅肌與白

肌。

慢收縮紅肌 (Type I)
慢收縮紅肌具有高的有氧能力與疲勞阻力，但是糖酵解(無氧)能力

差、收縮速度慢、以及運動單位肌力較低，它的微細血管分佈豐富，

肌肉細胞內線粒體較多，爆發力差，但能較持久，不易產生疲勞，是

日常生活活動的主要肌群及屬於低強度、長時間運動的肌肉類型。

快收縮肌 (Type II) 
快收縮白肌則具有最高的糖酵解(無氧)能力與運動單位肌力，但

是，肌肉細胞內線粒體都較少，微細血管則相對較缺乏，在有氧能

力、收縮速度以及疲勞阻力方面較差，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地運

動，產生巨大的爆發力，但較易疲勞，不耐持久，屬於高強度、短時

間運動的肌肉類型。 

慢收縮肌都屬於紅肌 (Type I) ，快收縮肌則可以分為快收縮紅肌 

(Type IIA)與快收縮白肌(Type IIB)兩類。研究發現，速度性項目運

動員主要運動肌肉內，快收縮肌的比例較高。例如，世界級優秀速

度性項目運動員小腿肌內快收縮肌可佔上百分之七十至九十。反過

來說，耐力性項目運動員主要運動肌肉內，慢收縮肌的百分比較高，

一些頂級長跑運動員小腿肌內慢收縮肌的比例可以高達百分之九

十。不過，一般認為這種現象只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大部分學者都

認為每塊肌肉內兩種肌纖維的比例是遺傳的，訓練並不會改變肌肉

內慢收縮肌和快收縮肌的百分比組成(Type I 不能轉換成Type II,
或Type II 不能轉換成Type I)。但快收縮紅肌(Type IIA)與快收縮

白肌 (Type IIB) 則可隨著訓練而改變。例如，耐力訓練可使原本氧

化能力較低的快收縮白肌轉化為氧化能力較高的快收縮紅肌(Type 
IIA能轉換成Type IIB 或Type IIB能轉換成Type IIA)。

運動時不同肌纖維的參與

不同肌纖維在運動中的參與，與運動的努力程度有關。輕鬆的運動

中，則僅有慢收縮紅肌 (Type I) 參與收縮、產生力量；當運動稍吃

力時，快收縮紅肌 (Type IIA) 除即加入來應付；而運動到最大運動

程度時,快收縮白肌(Type IIB) 亦會最後介入。肌纖維運動時的參與

次序為 Type I > Type IIA > Type IIB。一般的運動由慢收縮肌與

快收縮肌通力合作。肌纖維比率在不同運動形態上有不同分工的現

象：耐力性運動慢縮肌纖維參與得比較多，爆發性運動則有大量快

縮肌纖維的介入。

各類肌纖維的生理機能特點見下表：

慢收縮肌 快收縮肌

慢收縮紅肌

Type I
快收縮紅肌

Type IIA
快收縮白肌

Type IIB

收縮速度

Contractile speed
慢 中 快

無氧能力

Anaerobic capacity
低 中 高

有氧能力 

Aerobic capacity
高 中 低

耐力

Endurance
高 中 低

抗疲勞能力 

Fatigue resistance
高 中 低

氧化酵素含量 

Aerobic enzyme
高 中 低

微血管密度

Capillary density
高 低

肌紅蛋白 

Myoglobin
多 少

線粒體

Mitochondria
多而大 少而細

運動神經元 

Motor nerve
小運動神經 大運動神經

每運動神經纖維數目 10-180 300-800

運動單位肌力 

Motor unit strength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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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

幹細胞 (Stem cells) 是一群尚未完全分化的細胞及人類所有不

同種類細胞的前身(Progenitor)。它具有(1)分裂增殖成另一個與

本身完全相同的細胞及(2)分化成為多種特定功能的體細胞的兩

種特性。通過持續的細胞分裂 (Cell division) 而繁殖，幹細胞可

演變成不同種類體細胞。

幹細胞的「幹」譯自英文Stem，意為樹幹或起源的意思，幹細胞

即起源細胞。通常對那些能夠自我更新並同時能夠產生分化細胞

稱為幹細胞。故幹細胞是一種主細胞，能夠轉變成如腦部、心臟、

骨頭、肌肉等其他類型之細胞。

幹細胞的分類

(1)胚胎幹細胞 (Embryonic stem cell)
(2)組織幹細胞 (Adult stem cells)

幹細胞在生命體由胚胎發育到成熟個體的過程中，扮演最關鍵性

的角色(胚胎幹細胞)，即使發育成熟之後，一般相信幹細胞仍然

普遍存在於生命體中，擔負著個體的各個組織及器官的細胞更新

及受傷修復等重責大任(組織幹細胞)。

幹細胞的醫療用途

因為胚胎幹細胞是人類所有不同種類細胞的前身，它可以分裂、

成長及變成不同種類的細胞。因此，科學家相信，無限量地製造人

體器官作醫學用途的夢想，終有實現的一天。

(1)由於幹細胞在正確誘導下能夠變為其他細胞類型，因此科學家

可能得到以此來取代因疾病或傷害造成損壞的組織與器官。幹細

胞的醫療運用包括治療巴金森症、阿茲海默症、脊柱損傷、中風、

燒傷、心臟病、糖尿病、骨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

(2)研究人員在幹細胞進行藥物測試，觀察藥物在人類組識可能發

生療效與副作用，而不必在實驗室動物上進行實驗。

(3)幹細胞可以加以控制與集結，作為基因疾病的研究。

肌肉幹細胞 (Muscle stem cell or Satellite cell)
Dr.Katz及Dr.Mauro於1961年利用電子顯微鏡技術在青蛙肌肉

裡發現肌肉幹細胞 (Muscle stem cell) 。由於肌肉幹細胞位於

肌肉細胞的外圍-細胞膜 (Muscle cell membrane) 與細胞基部

層 (Basal lamina) 之間,所以便取名為衛星細胞 (Satellite cell)
。衛星細胞在肌肉細胞佔有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五至十五，其餘百分

之八十五至九十五的細胞是真正成熟的肌肉細胞，並位於細胞膜

之內。而衛星細胞的數目會隨著年紀衰老而減少。在一般情況下，

衛星細胞處於靜止狀態。但當肌肉受傷時，便會參與肌肉的復原

重生過程。事實上，衛星細胞在運動鍛鍊引致的肌肉肥大(Muscle 
hypertrophy) 有著重要的角色。成熟肌肉細胞並不能分裂(Cell 
division)，但由於衛星細胞仍保存細胞分裂的能力，所以便能提

供額外的細胞核(Muscle nucleus)，供使肌肉細胞生長，達到肌肉

肥大的效果。衛星細胞擁有「吸引及遷移」(Chemotaxis)的特質,

它能從肌肉的一處，遷移到另一處有需要的位置，然後參與肌肉的

生長。肌肉肥大及肌肉損傷能誘發衛星細胞的生長(Proliferation)
及溶合(Fusion)於現存的肌肉細胞。

引起衛星細胞活躍 (Activation) 的生理刺激 (Physiologic 
Stimuli)
(1)肌肉正常生長

(2)肌肉受傷

(3)肌肉超重負苛運動

引起衛星細胞活躍的實驗刺激 (Experimental Stimuli)
(1)肌肉超重負苛

(2)肌肉機械伸展

(3)肌肉電刺激

肌肉幹細胞在阻力訓練上的角色

肥大的肌肉細胞需要增加細胞內的細胞核。肌肉細胞屬於「多細胞核」

(Multi-nucleate)的細胞及成熟後不能分裂。當運動引起肌肉肥大時,

衛星細胞分裂及提供新的細胞核。由此,保存細胞核及細胞質的比例

(Nucleus-to-Cytoplasm ratio)。

肌肉肥大的過程

(1)衛星細胞活躍 (Satellite cell activation)
(2)衛星細胞生長 (Satellite cell proliferation)
(3)衛星細胞溶合 (Satellite cell fusion)
(4)暫時改變DNA的單位大小 (Transient change in DNA unit size)
(5)增加蛋白製造 (Increased protein synthesis)
(6)減低蛋白流失 (Decreased protein degradation)

肌肉超重負苛運動或肌肉受傷後

(1)衛星細胞活躍及發展成肌肉前身細胞(Muscle precursor cell)。
(2)衛星細胞多次細胞分裂後，溶入現存肌肉細胞(肌肉肥大， 

Hypertrophy)或形成新的肌肉細胞(肌肉分裂，Hyperplasia)。

蕭明輝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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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可不可以幫忙為我們的會訊寫一篇文章？容醫生是這個會

的president……」因我的孤陋寡聞，當時編輯英騏問我的問題，我

只捉到「容醫生」這幾個字。於是，從英騏提供的網址，我開始翻閱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學會的會訊。開始時我只是看看其他運動員寫

過的文章以作參考，接著卻越看越仔細，更發現這份會訊其實非常

值得我們參考。

運動員所以被稱作專業，並不是因為他們有非常豐富的比賽經驗，

而是因為他們擁有自己專項運動豐富的知識並應用。「過度專業」

的缺點是缺乏對自己專項以外事物的興趣；不僅運動員如此，教練

亦然。所以，專業運動員背後一定不能缺少一支支援團隊。2009年

全運會時，隊醫問我：「你真的要比賽嗎?」，當時我並沒有回答。然

後他默默地扶著我走向比賽場地，隊醫離開時嘆了口氣說：「如果

你堅持要比賽，那我只有盡全力幫你，但你記著還有兩個月後的亞

洲錦標賽和一年後的亞運會。」2008奧運後，我因傷停賽一年。這一

年內，不論是容醫生、體育學院的物理治療師Phoebe或體適能教練

Sonny，他們用盡一切辦法令我可以走路、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回

到場上，一切都只為了2009年的亞錦和2010年的亞運。

到了比賽場地，驚見總教練在50米外的觀眾席上大叫「停」和比劃

棄權的手勢。於是，我也比劃一個手勢和大叫：「荒謬，沒可能」作

回應。接著我一直打，直到16強止步。最後隊醫進場把我扶(可以說

是「抬」)出去，問：「好了，可以休息了，打得『爽』嗎？」我不禁大

笑：「對，打得太『爽』了。我好久沒有做過那樣俐落的進攻，你有看

到嗎？」「我就是見到你打得很『爽』，接著數個星期你要好好休息

了。來，我給你治療。」到了比賽場地，運動員總是不顧一切的向前

衝。然後，可能這兒的繃帶掉了，哪兒摔瘀青了，又或者哪裡斷了。不

過他們卻無後顧之憂，因為總是有人把它繫好、替它擦藥、替它「修

補」。另一方面，香港的運動醫學團隊、營養學、心理學和體適能專

家均嚴陣以待。回港後甫進體育學院，他們就開始替我「搶修」，好

令我兩個月後能自己走到場上。

2009年的亞洲錦標賽，我由早上七時熱身一直打到晚上七時。期間

物理治療師替我放鬆、包紮不下十次，最後，我成功奪得銀牌。當所

有人以為能鬆一口氣時，回到香港後我又要立即接受左腳腕手術，

重新開始漫長的復康之路。為了能令我回復正常走路，大家足足花

了六個月的時間。一般人難以想像在這些日子，支持我的人身心疲

憊到甚麼情況。首先是一星期五至六天，每天兩至三個小時的物理

治療；另外每天需定時做復康治療，體能教練會依照我每天的情況

調整訓練；還有每星期一次約見運動心理醫生，平衡「想打不能打」

這種令人發瘋的心理；最後約一星期一次面見營養師，於缺少訓練

期間得以維持體重；每個月容醫生亦會和所有人一起檢查進展，確

保方向正確和於不同階段達標。從十一年前執起佩劍開始，我有過

不同的傷患：腰、頸、右肩、右手肘、右手腕、右膝、左膝和右腳腕

都曾受過傷，其中左膝和左腳腕動過手術，右膝接受過衝擊波的治

療。每一次我都任性地摧殘我的身體，但每一次總有人為我疲於奔

命地善後。今天，我也是不顧一切的往前衝，不過我知道最後我一

定能衝上決賽台，因為背後有我的教練、隊友和支援團隊。能夠笑

到最後的，才是勝利者。

周梓淇

劍擊香港代表隊成員

Sports Medicine, Sports Science, and the Athletes
運動醫學、運動科學、運動員



Past Activities
Above Challenge City Chaser Exhibition

The Above Challenge City Chaser is an orienteering game around Hong Kong using a map. It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5 December 
2010 (Sunday). The participating teams started their journey from the Quarry Bay Park where an exhibition was held. As a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of the event,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Sports Medicine and Sports Science, together with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Sports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entre have set up a booth there promoting the organizations. Program 
books and souvenirs of SMART Convention 2010 were also distributed to the participants and public during the event, which were 
very well-received.

Riverside Win Win Run

The event Riverside Win Win Run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he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on 19 December 2010 (Sunday). It was 
a running competition around Shatin District, with categories of three different racing distances.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Sports Medicine and Sports Science was a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of the event. Together with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Sports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entre, a booth was set up there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s. Program books and souvenirs of 
SMART Convention 2010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participants and public during the even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Conference 2011

The Conference was a three-day event from 14-16 January 2011. The theme was “Acupuncture Management in Neurological and 
Mental Illness” and it has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professional fields. As a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HKASMSS has set up a booth to display and distribute association newsletter as well as souvenirs of SMART Convention. 

Article Contribution in Sportsoho

Sportsoho, a monthly sports magazine has invited our council 
members to contribute articles regarding various health-related issues 
in the health column「運動大字典」. There are now two articles「運動+
醫學+科學=?」and「普及運動，全城健體」in December 2010 and January 
2011 issues respectively.

P.5



P.6

Council Members 2010-2012

Annual Symposium of Hong Kong Society for Hand Therapy

HKASMSS is one of th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event which will be held on 25 March 2011. 
The event will be held in HKEC Training Centre for Healthcare Management and Clinical Technology, 
Pamela Youde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 The theme of the symposium is on “Upper Limb Sports 
Injury”. 

Consumer Council’s article on Health Ornament Products and“Electric” Therapy

The association was invited by the Consumer Council to give professional advi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Ornament Products 
and “Electric” Therapy. Related information will be published in February issue.

Athletic Ca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ports Medicine World Summit 2011

HKASMSS is one of th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Athletic Ca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ports Medicine World Summit, 
organized by the German Academy of Applied Sports Medicine. The congress date is from 28 to 30 July 2011.

Upcoming Events

Welcome to share your news and join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 any news related to sports, sports medicine and sports science, please do not hestitate to send us an email. Upon 
approval, your notice will be published in our newsletter.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receiving updates from you! You are also 
welcome to visit and join our facebook at: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91893755612.

Honorary Advisors: 

Prof KM Chan (陳啟明教授)

Dr York Chow (周一嶽醫生)

Prof Youlian Hong (洪友廉教授)

List of Officers:

President:              Dr Patrick Yung (容樹恆醫生)

Vice President:      Dr Lobo Louie (雷雄德博士)

                              Prof Gabriel Ng (吳賢發教授)

Hon. Secretary:     Dr Raymond So (蘇志雄博士)

Hon. Treasurer:     Dr John Wong (黃平山醫生)

Journal Editor:      Prof Frank Fu (傅浩堅教授)

Council Members: 

Dr Daniel Fong (方迪培博士) 
Dr Gary Mak (麥耀光醫生)
Ms Mimi Sham (岑楊毓湄女士)
Dr Parco Siu (蕭明輝博士)
Dr Tai-Wai Wong (黃大偉醫生)
Prof Stephen Wong (王香生教授)
Dr Clare Yu (余頌華博士)

Commission Members:

Miss Karly Chan (陳靄允小姐) 
Dr Peggy Cheung (張佩儀博士) 
Mr Charles Chu (朱福榮先生)
Mr Wai-Man Chung (鍾惠文先生)
Mr Ying-Ki Fung (馮英騏先生)
Dr Eric Ho (何溥仁醫生) 
Dr Cindy Sit (薛慧萍博士)
Dr Jonathan Wai (衛向安醫生)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ddress: Room 74029, 5/F, Clinical Sciences Building,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35-9944            Fax: (852) 2646-3020  

Email: bellise@ort.cuhk.edu.hk / adora@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hkasmss.org.hk/

Editors: Dr. Daniel Fong, Mr. Ying-Ki Fung and Miss Adora Ho

Membership Renewal
For members whose membership are going to expire, please renew your membership status in order to enjoy the benefits and 
privileges as HKASMSS members. You may refer to our website at http://www.hkasmss.org.hk for detai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