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05年7月，民政事務局局長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負責檢討香港體育學院(體院)的訓練設施及配套。根據此小組建議，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在2006年10月公佈，政府會預留撥款開展體院的重建工作，而體院重建計劃工程督導委員會在同年的11月

成立。經過詳細和嚴緊的籌劃和廣泛的咨詢，立法會財在2008年中批准撥款17多億港幣予體院重建計劃的主要工程項目。

體院的重新發展計劃分三階段進行。首階段工程已在2010年首季完成，包括翻新火炭院址現有的室內體育大樓，以及在白石

興建一個臨時單車場。體院也將於三月初由烏溪沙青年新村搬回火炭原址。第二階段則於2009年年中展開，主要進行新建

大樓之地基工程。而第三階段則包括各新建大樓及設施之上蓋建築工程。 

當整項計劃於2012年竣工後，體院將設有一個全新的52米國際標準室內泳池及一座多用途體育館。體育館內設有12條球道

的保齡球中心、武術訓練場及兩個雙打壁球室，另有八個網球場，當中包括兩個有蓋網球場及兩個泥地網球場。此外，還會

新建一座九層高的多用途大樓，設有會議中心、運動員宿舍及體育旅舍以供訪港運動員入住。 

而現有的設施亦會全部提升至國際水平，當中包括運動科學實驗室、運動醫學診所、體能訓練中心及獲擴充的綜合運動恢復

中心等設施。以上的設施將會由原本的位置，移到舊大樓的較中間處以提升運動科學、醫學以及體能訓練的合作關係。這三

個部門的應用面積也有所提升，而以體能中心增

幅最高，達一陪之多。除此之外，各部門也會更換

及增置適合精英訓練應用的儀器，包括可控環境(

溫度及濕度)倉、大型及高速跑步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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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體育活動 (Adapted Physical Activity) 強調接受個人差異，透過專業人員在融合及特

定的環境下為任何年齡、有行動不便或受到社會限制 (例如態度與環境障礙) 的人士提供

專業服務、教學或訓練，以推廣健康活躍的生活模式。最終目標是讓他們培養自決 (self-
determination) 及達至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每個人應享有平等機會去參與體育

活動，以體驗及享受體育活動所帶來的好處和樂趣。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防護中心所發表

的「健康人民2010年」 (Healthy People 2010) 報告，殘疾或有特殊需要人士最好能每天進

行30分鐘或以上中度至強度的活動量 (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體育活動

對於殘疾人士更為重要，因擁有健康活躍的生活習慣能加強疾病的預防，有效減少慢性疾

病的病發率如肥胖症、糖尿病，及預防相繼性的病症 (secondary conditions) 如骨折等。此

外，持續參與體育活動可提升個人應變環境及面對逆境的能力 (empowerment)，使生活更

為圓滿愉快。

相對非殘疾人士而言，外國及本地研究均指出殘疾人士的體育活動參與率較低。據近期刊登於國際期刊的本地研究為例，

有特殊需要的香港學童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於校內體育課及小息時段的活動量偏低，只能達至國際健康水平指引

的百分之十四點六。身體殘障學童的活動量較其他殘障類別的學童 (如視障、聽障、智障) 為低。研究亦發現學童於體育課的

活動量受體育教師的課程內容及教學行為所影響。若我們希望提升學童的活動量，可以嘗試從學校入手，如增加體育課的節

數及時數，於常規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引入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學童對體育活動的興趣，鼓勵他們多參與、多嘗試。下一步便是

家校合作，共同制定推廣健康生活模式的合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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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適應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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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詠春師父黃淳樑於1997年1月份逝世之後，同年通過梁

敏滔先生介紹，我認識了黃錦銘師父。黃師父1997年第一次

寄給我“振藩截拳道核心”(Jun Fan Jeet Kune Do Nucleus) 
年刊和李小龍三個不同時期的教學課程 (Seattle, Oakland, 
Los Angeles)。從1997至1999年，我同黃師父保持電話、電

郵及書信聯繫。1998年我正式提出要求黃師父收我為徒，因

為“徒弟”與“學生”是不同的，黃師父同意了。1999年2月，

我參加了黃師父在紐約主持的振藩截拳道修習班，並且當時

在紐約唐人街茶樓裡正式斟茶拜師，於是我就成了黃師父

在中國地區所收的第一個“徒弟”。同年9月我邀請黃師父來

港，主持第一次振藩截拳道修習班。在此期間他另外也收了

三個徒弟，其中有高拔華師弟。1999年12月黃師父再次來港

主持修習班，並授與我“見習教練”(Apprentice Instructor) 
資格。

到了20 0 0年李小龍6 0歲冥壽時，美國“振藩 截拳道核

心”(Jun Fan Jeet Kune Do Nucleus) 4月份在美國“拉斯

維加斯”舉辦大型紀念活動 (Dragon Expo 2000)。我提前

飛往洛杉磯，先在黃師父家中接受私人振藩截拳道訓練，

然後再飛往“拉斯維加斯”，接受10位李小龍親傳弟子的

振藩截拳道訓練，弟子包括木村武之 (Taky Kimura)、周裕

明 (Allen Joe)、李鴻新 (George Lee)、李愷 (Dan Lee)、黃

錦銘 (Ted Wong)、Richard Bustillo、Herb Jackson、Bob 
Bremer、Pete Jacob和Steve Golden。研討會結束後，在一

個黃師父全球弟子的聚會中（2000年5月1日）我得到了黃師

父頒給“李小龍截拳道”三級証書，根據“李小龍截拳道”傳

統，三級證書就代表是“正式教練”資格。

此後，黃師父每一年都來港一至兩次親自主持振藩截拳道修

習班，並且在香港振藩截拳道總會恢復“李小龍截拳道”的

段位制度。 

香港振藩截拳道總會

振藩截拳道核心（另稱李小龍教育基金）是由李小龍遺孀

李蓮達女士、女兒李香凝小姐及13名李小龍的弟子（以上10

位再加伊魯山度、Jerry Poteet和Larry Hartsell）在美國於

1996年1月10日成立的非牟利組織，宗旨是致力於保存李小

龍之珍貴資料，推動李小龍之武學（振藩截拳道）、哲學、科

學理論、歷史及電影藝術，促進教練 (Instructors)、修習者 

(Practitioners) 及會員 (Members) 之間的團結。

1997年6月，我獲李小龍遺孀李蓮達女士的邀請，加入美國

振藩截拳道核心，成為該組織第一位中國地區成員。同年8
月，在李蓮達女士倡議和振藩截拳道核心正式授權下，我開

始籌辦振藩截拳道香港分會Jun Fan Jeet Kune Do Hong 
Kong Chapter（現稱香港振藩截拳道總會）。同年11月份，

正值李小龍先生57歲冥壽前夕及香港回歸中國4個月之際，

振藩截拳道香港分會正式成立，我並為創會會長。

1997年成立的振藩截拳道香港分會直屬於美國的總會“振

藩截拳道核心”，曾改稱為“香港振藩截拳道會”（2003年

12月），後經黃錦銘師父及李小龍家族同意，最後改稱為“

香港振藩截拳道總會”。根據與李小龍家族所簽署的授權協

議書，“香港振藩截拳道總會”（2006年1月）致力於中、港、

澳、台兩岸四地傳播及發揚李小龍之哲學、武術（振藩截拳

道）及電影藝術。至2005年10月止，已開辦了多屆黃錦銘師

父振藩截拳道修習班和一屆李愷師傅振藩截拳道修習班。

1998年，振藩截拳道香港分會第一次接待李香凝小姐（李小

龍先生之女兒）。她來港是宣傳她的新電影。2000年11月李

小龍60歲冥壽，振藩截拳道香港分會在香港玩具反斗城舉

辦宣傳李小龍的大型展覽 (Hong Kong Dragon Expo 2000)
。同時以李小龍大聯盟名義與“香港電影資料館”合作舉

辦“李小龍電影節”。從John Little處取到失蹤已久的李小

龍最後遺作—《死亡遊戲之旅》。

李小龍紀念廊

1999年初，臨時市政局葉國謙議員提出在“香港電影資料

館”內設立“李小龍紀念廊”，但遭個別議員反對，因而提案

被否決。

李蓮達女士聞訊後與我聯繫，希望能重新爭取。為此，振藩

截拳道香港分會成立了李小龍大聯盟，通過傳媒介紹及各種

渠道，呼籲各界支持此項計劃。我曾公開向媒體說：「不明白

政府在大力鼓吹振興旅遊業，籌建迪士尼樂園的同時，為何

不可以接納一位風靡萬千海內外華人的武打巨星，為其設紀

念館呢？我十分慨嘆，香港給李小龍的待遇還不如一隻米奇

老鼠。」

最後，臨時市政局大部份議員接受了李小龍大聯盟及廣大市

民的意見，以差不多全票數目贊成通過此議案（當時只有一

位議員投反對票）。後因臨時市政局被解散，此議案最後沒

有落實 。 

香港振藩國術館

黃師父在1999年一共來港兩次，共收了4名弟子，他鼓勵我

們定期練習。2000年初，每逢星期六，大家到我家中練習，

可惜留下來堅持練習的只有我和高拔華。

2000年11月，黃師父認為條件己成熟，在李小龍60冥壽時，

正式授權我在香港成立振藩國術館，從此我們便有了永久

練習場地。由於無論在天份或對截拳道的造藝上，高拔華都

比我好，所以“振藩截拳道香港分會”就決定由高拔華擔任

截拳道班的第一位總教練，他並且獲得黃師父授與截拳道

三級證書。第一期的截拳道班在2001年開課，一共有七位

學員，由於訓練艱苦，他們七人被稱為“振藩七小福”。經過

了一年多的艱苦訓練後，2002年7月，由黃錦銘師父第一次

親自考試，結果6位合格，一位棄權。他們當中有一位成績

突別出眾，大家都認為是可造之才，以後數年他果然不負眾

望，2003年12月，通過黃師父親自考試，獲頒截拳道二級證

書。2007年4月，他再下一城，通過黃師父嚴格考試，獲頒截

拳道三級證書，成為截拳道“正式教練”。他是誰？他就是現

任香港振藩截拳道總會總教練Ricky Fong。這說明了武術

的一種真理：「學無前後，達者為師。」

陸地  

一個截拳道的追尋者

振藩截拳道之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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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跟新朋友說起自己的運動項目時，總要費一番唇舌才能令對方大慨明白這是一個甚麼的運動。有時候我在想，玩一個

別人不懂的冷門體育項目，感覺頗特別的。不經不覺發現自己參與獨木舟水球已有九年的時間，當中給我最大滿足感是能夠

與一班有共同目標的隊友一起練習、比賽和成長。最初由幾個為興趣而組軍的雜牌小子，變成現在一隊能跟其他亞洲國家比

併的香港隊，實在感受很深。冷門運動的其中一個特點是較少人認識和參與，只要掌握一定的技術，不難在本地比賽中獲得

成績，所以要成為本地冠軍隊伍，其實並不是想像般困難。及後，當我們走出亞洲跟其他國家較量，才知道世界之大，技術之

精，體能之強，發現原來獨木舟水球是可以這樣打。經過連場敗仗後，我們回去關起門，自己不繼練習。我們基本上是沒有不

練習的星期天，不論溫度有多低，風有多大，我們都會一起訓練。面對比賽前一星期六天的訓練，雖然過程是艱辛，但教練不

時提醒我們要「享受練習才能享受比賽」。這個座右銘給我們一個很真實的感覺，就是當我們沒有認真練習，打不出水準，

即使贏了比賽也只是跟別人「海軍鬥水兵」。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去台灣大敗給他們本地一個球會0比11，4年後我們再跟他們

打了一場，最後我們成功復仇，贏了7比4。這4年多來我們享受練習，更享受比賽的過程及其成果，我深信只有艱苦努力練習

過的人才會感受到這種無言的喜悅。

運動與學業兩難存？

體育運動沒有捷徑，沒有立竿見影般的效果。曾經跟一位中國國家金牌運動員討論關於香港運動的發展，問及為甚麼大部

份香港運動員多年來總打不出成績來，她解釋說內地運動員每天只做一件事，可能香港運動員每天有太多事情要辦。簡單的

一句道出了兩地運動員訓練的分別，也間接說明了沒有付出就沒有收獲的道理。香港社會太現實了，能當全職運動員的人並

不多，而業餘運動員能走上世界運動頒獎台上的例子亦寥寥可數。在種種現實生活的壓迫下，運動員可以不訓練，但不可以

不讀書，要毅然放棄學業來全情投入運動訓練，這個決定實在不簡單。主要考慮的是經濟問題，退役後出路等等。如果說先

專心訓練，待退役以後再繼續讀書，可行嗎？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太行。但隨著我國成功舉辦08北京奧運及09香港東亞

運，體育運動在本港的地位不斷上升，政府加強支持使各運動項目的資助、運動員的支援等都明顯增加。對於運動員退役後

出路的問題，成敗關鍵在於運動員本身能不能拋開守舊的思想，把運動能力轉化到其他地方上。

當香港足球代表隊贏得2009年東亞運動會足球金牌後，特首曾蔭權在祝捷會上表示，他親身感愛到體育運動的神奇力量、

澎湃激情與強勁感染力。他口中所謂的神奇力量，只不過是運動員心裡的一份堅持。向來被外界形容體能遠不及外國球員，

香港足球隊在決賽當日，經過120分鐘激烈的比賽，最後以互射十二碼勝出。這出色的一戰真真正正創造了香港人的傳奇，

也足已體現球員在心理和生理極根的一種堅持。「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每一位出色運動員的背後，必定經歷過艱苦訓

練，以頑強的鬥志不斷尋求突破，才有驕人的成績。要訓練出一名金牌運動員，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這時候運動員本

身也正值黃金年齡，而全職訓練更不能兼顧學業，導致運動生涯結束後，返回現實社會中變得無所適從。

事實上，要做一個有學識的

運動員，也是不無先例。最

近在東亞運足球決賽中撲出

成名的港隊門將葉鴻輝正式

被港大取錄，成為下年度本

科生。其他先後透過類似計

劃被大學取錄的運動員包括

前飛魚方力申、東亞運風帆

金牌陳慧琪、三項鐵人李致

和、奧運女子排球金牌運動

員張平等等。他們都有一個

共通點，就是能夠把運動場

上驚人的意志力和長期刻苦的堅持投放在學業上，使他們都能在多方面取得成功。「付出和收獲是成正比」這一句話，相信

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但我們應該相信，要一件事情成功必定不能單靠運氣，努力、刻苦、堅持決一不可。在此希望所有默默

耕耘的每一位香港運動員，能發揮體育運動的神奇力量，在各方面繼續發光發亮。

 林默涵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博士研究生

獨木舟水球香港代表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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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前補液的目的是為了在運動開始之前使機體達到水分充

足的狀態，使機體處於正常的血漿電解質水準。如果在膳食

中攝入足夠的飲料，在最後一次運動後的延遲恢復期(8~12

小時)基本可以達到平衡水合狀態。然而，如果個人處於持

續缺水的狀態，則要採取積極的補液計畫。再水合計畫有助

於確保個人在參加運動項目之前機體的水-電解質達到平衡

狀態。運動前4小時，個人便應開始按體重逐漸補充水分(約

5~7毫升/千克)。如果之後未有小便或尿液的顏色仍較深，便

應在運動前2小時，再按體重補充水分(約3~5毫升/千克)。在

運動前數小時開始補充水分，能確保尿液的排出在運動開始

前已回復正常。飲用含鈉飲料(20~50毫克當量/公升)和/或進

食加進小量食鹽的小食，或含鈉的食物都能刺激口渴感覺及

吸收足夠水分。運動過程中，過度飲水會出現超水合現象，

擴大細胞內、外可以容納水分的體積，增加危險性(例如水和

甘油)。飲用過多的水分對促進生理功能或運動表現都無明

顯好處。另外，當運動員在運動中補液次數過頻時反而會增

加出現稀釋性低血鈉症的風險。提高攝取飲品的口感有助

於促進運動前、運動中或運動後水分的攝入。液體的口感受

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溫度、鈉含量和個人喜好。一般來

說，攝氏15至21度的水較為可口，但溫度以及口味喜好亦會

因應個體和飲食文化不同而有較大差異。 

建議 

如有需要，在運動前數小時開始補充飲料，確保體內水準

衡。飲用含鈉飲料及進食加有小量食鹽的小食，能刺激口渴

的感覺及吸收補充進的水份。 

運動中的補液 

運動中水分補充的目標就是防止脫水(超過體重的2%)和保

持電解質平衡，提高運動表現。補充的份量和速率要按個人

的汗液流失速率、運動

的 持 續 時間和可以補

充水分的機會而定。如

果出現口渴的感覺，說

明身體已經處於缺水狀

態，所以在運動時應採

取階段性地攝取飲料(

當條件許可時)。尤其在

超過3小時以上的運動

項目中，個人要小心確

定補液次數。運動時間

持續越長，機體對水分

的需求和補液之間輕微

失衡的累積效應就越明

顯，會導致嚴重脫水和稀釋性低血鈉症。運動項目(代謝需

求、持續時間、衣著、配帶的裝備)、天氣狀況的不同以及其

它因素(例如遺傳性易患病的體質、熱適應和訓練水準)等都

會影響到汗液流失速率和電解質濃度，所以很難提供一份

適合每一個人的水分和電解質補充指引。

關係到環境狀況的特殊運動項目時，建議進行訓練/競賽的

人士監測體重變化估計自身汗液流失情況。這有助於個人按

照自己的實際需要制定補液計畫，符合每個人的特殊需求。

補充液體的成分相當重要。藥物研究所為炎熱天氣時進行

長時間運動的運動員提供了一份“運動飲料”指引。他們建

議各類型的運動飲料加入大約20~30毫克當量/公升鈉(以氯

離子形態存在)，約2~5毫克當量/公升鉀和約5~10%碳水化合

物。這些不同的成分(碳水化合物和電解質)需求要依據運動

項目(例如運動強度和持續時間)和天氣狀況而確定。鈉和鉀

有助於補充含有中流失的電解質，鈉還可以刺激口渴的感覺

而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能量。還可以攝取濃縮Gel食品、能

量棒和其它食物來補充這些成分。在持續大約1小時或更長

時間的大強度運動中，攝取碳水化合物有助於提高運動表

現。運動飲料中添加含碳水化合物有時是為了迎合機體對碳

水化合物的需求，並試圖補充流失的水分和電解質。以大約

30~60克/小時速度補充碳水化合物證實能有效保持機體血

糖水準和維持運動能力。例如，為了攝取充足的碳水化合物

以維持運動能力，個人需要每小時攝入1公升的傳統運動飲

料(濃度為6~8%碳水化合物，每小時可為身體提供30~80克

碳水化合物)，同時攝入的充足水分可以避免過度脫水。要以

最大速率吸收碳水化合物的話，最好是攝入混合糖類(例如

葡萄糖、蔗糖、果糖和麥芽糖)。如果想通過飲用一種飲料就

可以達到同時補液和補碳水化合物的目標，碳水化合物的濃

度不可以超過或稍低於8%，因為高濃度的含碳水化合物飲

運動與補液
在炎熱環境下運動時，體熱散發的主要途徑是靠汗液的蒸發；除了水分以外，汗液中包含的電解質亦會流失。如未能及時正

確補液，導致水分缺失和電解質失衡(脫水和低鈉血症)，就會降低運動表現，甚至影響健康。電解質流失量會因應運動員的 

特點、運動項目和氣候的不同個體差異較大，因而有必要因人而異制定補液計畫。需要重視的是，運動時須避免吸取過多水

分，以免超出其補充流失汗液所需的補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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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會減弱腸胃排空速度。最後，攝入咖啡因可能會有助於維

持運動表現，但可能不會改變運動時的水合狀態。 

建議 

個人須因自己的實際需要制定適當的補液計畫，以預防過度

脫水(體重降幅小於基線體重的2%)。常規測量運動前後體重

變化的方法可以用於計算出汗率和制定補液計畫。攝入含有

電解質和碳水化合物的飲料可以有助於保持水分和電解質

平衡和維持運動表現。 

運動後的補液 

運動後水分補充的目標，就是要完全恢復體內的水分和電解

質儲備。需要積極地依據水合速度來補充水分和大量流失的

電解質。如果恢復時間和條件許可，正常的飯餐及小食(只要

含有適量的鈉)，再加上清水已足夠，在食物或飲品中加進鈉

可以補充失去的電解質。脫水狀態時可以用於補液的恢復期

相對短(少於12小時)，需採取積極的再水合計畫。不能充分

補充流失的鈉將會妨礙機體水合狀態的恢復及刺激多尿。恢

復期間攝入鈉有助於刺激口渴感覺和吸收水分。補充流失的

鈉比補充流失的水分更不容易。由於每個人的汗液流失速率

不同，所以各人應當喝的分量也有差異。不但多種運動飲料

等含鈉飲品的補給有裨益，許多種食物同樣能夠補充所需的

電解質。就算從汗液流失了較多的鈉，只要在食物和補液飲

品中加多少許的食鹽，

一般已足夠補充失去的

電解質。運動後若脫水

的情況嚴重(超過體重

的7%)，伴隨出現反胃、

嘔吐或腹瀉症狀，又或

者不能喝進飲料時，可

從靜脈給予水分補充。

除此以外，大部分情況

下，通過靜脈補充水分

並不會帶來任何額外好處。

建議

如時間許可，攝入正常膳食和飲料可以令身體保持充足水

分。若要儘快解決脫水的問題，個人應按每千克體重的水分

損失儘快和完全地從過度脫水狀態中得到恢復。正常的飯餐

及小吃中加入適量的鈉，有助刺激口渴感覺和保留補充的水

分，以加速體內的水分和電解質儲備的恢復。除非是脫水的

情況嚴重才需從靜脈給予水分補充，通過靜脈補充水分並不

會帶來任何額外好處。

陳亞軍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體育運動科學系

香港兒童的活動量不多，情況與世界其他地區相約。從本地大型研究資料顯示，只有約16%的受訪兒童有足夠的活動量（即

每日最少進行60分鐘的體能活動）。要提高兒童的活動量，最直接的想法是透過學校的體育課，讓兒童有更多體能活動的時

間。

然而，有研究透過有系統的方法去量度兒童在體育課堂的活動量，顯示小學生每節平均雖編排了43分鐘的體育課時間，扣

除一些課堂管理及常規活動的安排，實際進行體育課的時間只有約32分鐘，論到活動強度方面，兒童在體育課時進行高強

度活動只佔約4.6分鐘，當中中等強度活動亦只有約15.8分鐘，無論是活動時間或強度，體育課似乎不足以讓兒童有更高的活

動量。雖然教育局有為學校的體育課時作出建議，但體育課的受重視程度不及其他學術科目，所以在實際操作上，往往未能

作出配合而達至提高活動量的效果。

由於上課的模式已被規範，而且兒童每天大部份時間均留在校園內進行各種學習，活動量不足而影響健康變成普遍的現象，

從兒童健康著想，運用不同類型的介入活動去提高兒童的活動量顯得尤為重要。

綜觀每日的活動模式，兒童在下課後的數小時是最有機會參與體能活動；研究以數步器或以問卷的形式量度兒童不同時段

的活動量，均顯示兒童在非上課時間的活動量較大；而在下課後的數小時，兒童在沒有父母的直接監管下，主要會主動參與

一些低強度的活動（如看電視，打游戲機等），而男孩一般比女孩有較多活躍的參

與時間；另外，一些有參加有組織性體能活動（例如：體育項目的校隊或興趣班）

的兒童，他們不活躍的時間則比其他兒童明顯地減少。

要為兒童安排課後活動，很多家長會選擇一些以學術或藝術為主的活動，例如語

文、數學、音樂、繪畫等，隨著很多研究提出體能活動的參與跟學業成績的正面關

系，家長們應認真考慮及安排更多體育相關的活動給兒童參與。

張佩儀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健康及體育學系 助理教授

課後時間—提高兒童活動量的良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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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by definition is 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 of skills by a person who 
has had an illness or injury so as to regain maximum self-sufficiency and function 
in a normal or as near normal manner as possible. Professor Walter R. Frontera, 
the current FIMS President, said at FIMS World Congress of Sports Medicine 
Beijing 2006, that rehabilitation is certainly not just the control of pain plus the 
ability to perform the very basic daily functions. Rehabilitation is a process of 
restor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acute, recovery and functional phases. As a sports 
physiotherapist, my role is to provide the 5 “re” principle of rehabilitation. 5 “re” 
means: reverse the reversible, reduce the symptoms if condition is irreversible, 
regain physical normality, restore functional ability, and finally we minimize the chances of recurrence. To facilitate memory, 
I illustrate rehabilitation phases with the model below. These phases are time phases and overlap with one another.  
Athletes have to go through the same four stages of rehabilitation process, as do the ordinary people. The level of functional 
restoration may however be higher, which may consequently affect the level of reconditioning. Sometimes there may be a 
consideration time and risk factors. What makes an elite athlete different from an ordinary patient? Perhaps I answer this 
question in the following way. Olympic athletes desire to achieve a “gold”, they carries the mission for the whole Nation. To 
ordinary patients, consulting a rehabilitation therapist is like purchasing a product. They want the symptoms to disappear. 
If rehabilitation fail, hard luck, consult another therapist. To recreational athletes, they do not only want the symptoms to 
disappear, they also want to return to and enjoy the sport. If rehabilitation fails, they may need to quit the sport and find 
something else to enjoy. To professional athletes, they do not only want to return to the sport, but to win in competitions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Failing of rehabilitation may indicate lost of their job. To Olympic athletes, what would happen if 
rehabilitation fails? Please, never ask this question. They cannot afford to fail. In order to make the mission possible, I have 
another treasure kit, that is the word “FLESH”. We treat the athletes as Frequently as possible, we provide as Long treatment 
as possible, we see the case as Early phase as possible, we entertain athletes as Soon as possible upon request, and finally 
we make ourselves as Handy as possible. Otherwise treating world-class athletes is of not much difference from treating 
ordinary patients except you may be more famous afterwards.

Sports Rehabilitation Therapy - Our Elite Athletes 
Dr. Raymond Li
Sport Physiotherapist
Athlete and Scientific Services Division,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劇烈運動帶來的氧化壓力(Oxidativestress)
用自由基的理論來解釋：劇烈運動會帶來氧化壓力。人體內自由

基的產生量，會隨著運動時攝氧量的增加而遞增，因此，隨著

運動強度的增加，自由基即會大量增加。研究證實自由基容易

與不飽和脂肪酸引起作用，形成過量的脂質過氧化物，進而造

成人體的氧化壓力(Oxidativestress)。在劇烈運動的過程中，我

們需要大量的氧氣而會產生許多的活性氧化物自由基，因而就

開始傷害人體組織，造成DNA變異、蛋白質性變與脂質過氧化

等。

運動時體內自由基的生成為什麼會增加？

人體運動時需要更多的能量(Energy)，機體對氧的攝取和消耗

都會增加，體內自由基也將成比例增加。因為運動時機體處於

相對缺氧(Ischemia)、細胞質內鈣離子(Calcium)濃度增加、體

溫增加，均可引起自由基的產生增加。換句話說，運動增加氧利

用的速率，通過電子傳遞鏈的電子流也就增加自由基的產生。

有研究發現，運動到力竭後肝臟和肌肉的自由基產生增加2-3
倍。在自由基增加的同時，大強度運動也消耗機體的抗氧化物

質（維他命C、維他命E），從而降低機體的抗氧化能力，也就是

削弱了機體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高強度的激烈運動與長時間

的耐力運動，則可能造成身體產生過量的自由基，形成氧化壓

力的危險。

人體對運動所產生自由基的適應

但有研究指出，長期運動的運動量和強度合適時，並不增加體

內自由基的生成，而超氧化歧化酵素(SOD)、穀胱甘汰過氧化酵

素(GPx)、過氧化氫酵素(Catalase)等體內抗氧化酵素，皆會在

中、低強度運動訓練後顯著提昇，達成增進體內抗氧化功能的

效果，有益於健康。

參加運動的人如何防止自由基損傷？

從運動時自由基的生成和清除過程看，從事運動的人要防止自

由基的損傷，可以從兩方面著手：(1)選擇適當的運動方式和(2)
適當攝取抗氧化物質增強人體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持之以恒從

事有氧及阻力運動訓練可以提高體內抗氧化酵素的活性，達到

抗衰老及減慢發生慢性病的效果。無論你從事那種運動，為防

止自由基的損傷，都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切忌“運動得越多越好”的錯誤觀點，運動的頻度、時間和強

度都要有所限制。一般認為每週從事3至4次20至60分鐘

的有氧運動最合適。而阻力訓練，則每週2至3次：8至10個

不同的大肌肉阻力訓練動作。

2.  運動強度在中等或中等以上為宜。有氧訓練：最大心率

的70至85%(或60至80%的心率貯備Heart rate reserve)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12至16。阻力訓練：1至3
組，8至12最大重覆次數(Repetition Maximum)。

3.  運動要遵循生理規律。首先要做熱身活動，運動要逐步加

量，有氧運動在20分鐘以上，運動結束時要作放鬆和伸展

活動。

4. 抗氧化劑適量的攝取(主要從蔬果攝取)、適當的休息等，

都是避免激烈運動後，排除身體多餘自由基的有效處理方

式。

蕭明輝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運動鍛鍊的抗氧化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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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Activities
運動大字典專欄

各委員於本年一月至四月接受蘋果日報健康與醫療版的邀請，撰寫運動大字典專欄，文章於每星期一刊登。至目前已有五

篇文 詳情請瀏灠下列剪報 。

       2010年1月4日                                               2010年1月11日                                            2010年1月18日

                            2010年1月25日                                                                    201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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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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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Miss Karly Chan (陳靄允小姐)
Mr Wai-Man Chung (鍾惠文先生)
Dr Daniel Fong (方迪培博士)
Dr Eric Ho (何溥仁醫生)
Dr Jonathan Wai (衛向安醫生)

Council Members 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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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http://www.hkasmss.org.hk/

Editors: Dr. Daniel Fong and Miss Jessica Lam

The 3rd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Sports Medicine and Sports Science (HKASMSS) Student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June 19, 2010 (Saturday). It will be co-organized by HKASMSS, Department of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HK),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Sports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entre, and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Sports Medicine and Health Promotion. 

For further details and update,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hkasmss.org.hk/

Upcoming 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