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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作為一個嚴重智障人士的爸爸，我希望每個人

都可以活得有尊嚴，活得有價值。更希望這不是

夢，而是發生在每一位智障人士、每一個院舍內。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扶康會總幹事陸慧妍、

前警察義工隊召集人張肇華、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李芝融

聯合推薦

」
懷智推動體適能訓練已有十年。智障人士與我們一樣，

有感受、有情緖，同樣需要健康的生活。往往是因為難以表

達內心世界，阻礙了智障人士享受到正常的生活，體驗做運

動的樂趣和帶來的好處。社會上的標籤，逐漸成為智障人士

的限制；限制，每個人都總有一些，視乎我們是否願意及拿

出勇氣踏出改變的一步⋯⋯

我們相信總有辦法突破限制。

走動吧!!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邨東海樓地下9-15號

電 話：2776 2622      傳 真：2784 6717      電 郵：hqwj@wj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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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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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不可怕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董事局義務秘書

東華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教授

物理治療課程主任

司徒佩玉教授

體
適能是身體健

康其中的一個

重要元素。在現代社會，

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

如香港，靜態的生活方式

越來越普遍。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缺乏運動是長期

慢性病，如中風、糖尿病

和癌症的一個重要風險因

素。

缺乏運動和老齡化正在成為智障人士面對一個日益

嚴重的問題，懷智的服務使用者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田

景中心的體適能計劃，經過十年的辛勤，成功地改善服務

使用者的健康。我們的團隊，包括社工、護士、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和言語治療師，在單位主管的領導下，一

齊為改善服務使用者的健康而努力，教他們正確的運動方

法，以及如何正確使用做運動的器材。經過精耕細作，他

們編寫了這本書。書中內容非常豐富，提供了一系列非常

有用的評估體適能的方法，也提供了正確的鍛煉方式，還

包括了有關安全措施的資料。

這本書不僅是對懷智的服務使用者非常有用，其他機

構的智障人士若面對類似的問題，也可作參考。

▲  司徒佩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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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望》

曾
經與一位醫生談人的身體健康，他從專業的角度給我寶

貴的資料，人自離開母體後，由出生至年齡約 50歲，

健康的「保養期」就差不多完結，就好像一部汽車，行車一段時

間和里數後，若在使用期間車主不履行常規性的保養及更換合適

的配件，車輛就要報廢，人的身體健康的情況相似，要常常進行

「合適的保養」，身體的使命期會延至更長的時間，不但時間長，

更沒有病痛，健健康康的快樂生活。

推動「體適能」其實是鼓勵每一個人保持經常的帶氧運動，

我常常鼓勵朋友的金句：「一四三 0」，即是每一星期平均有四次

帶氧運動，每次保持三十分鐘，身體將會更健康，疾病將會遠離

我。

老齡化現正成為智障人士的一種普遍的現象，缺乏適量的運動更漸漸成為他們的健

康問題，本會同工身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早在十年前已察覺問題的存在，而且會更趨

嚴重，田景中心開展了體適能計劃，內容包括：提升步行能力及心肺功能、保持身體機能、

預防膝關節疾病、減少頁面行為、改善認知功能、減少焦慮和抑鬱等，讓智障人士在進

入高齡的過程中，更適切地適應身體機能的轉變，享受美好、快樂的人生下半場。

田景中心在過去十年的努力，累積了成功的果實，為步入高齡的智障朋友建立樂觀

及積極、更充實和多姿多采的人生下半段時光。藉此機會代表會方多謝田景中心的同工

有「先見之明」，遠在十年前已積極預備「體適能」計劃，讓中心的朋友能參與合適的

運動，使他們的黃金歲月過得更快樂！恭賀田景中心在工作果效中有美好的收成，並藉

此機會鼓勵大家保持適量的「體適能」運動，有健康快樂的生活！

胡定邦
總幹事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2018年 7月 15日

▲  總幹事胡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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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景家屬會主席方紹雄先生

I love you.

父母心願
田景家屬會主席

方紹雄先生

作為父母，永遠希望自己兒女能夠擁有健康體魄，快樂人生。

懷
智田景單位雖然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學員已經年過五十，但每次走進單位，不會

感到他們老態龍鍾的樣子，只見服務使用者精神奕奕，伴隨著燦爛的笑容及溫

暖的問候。相信單位以體適能、多元活動、義工結伴行，讓學員體驗到真正的人生，這

是作為智障人士家長最大的幸福。

田景有一特別之處，

有別於一般的日間中心及

宿舍，更像一間「護理

院」加「健身中心」，兩

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服務，

田景單位卻將它們連繫在

一起。當中的體適能室，

雖然小兒不是常客，但見

到其他服務使用者帶著開

心滿足的笑容出入，有些

坐輪椅的服務使用者會用

助行架由兩位職員陪同走

出來「繞場一周」，氣勢

強勁。看到過程中所有職

員付出的愛心、精神、時

間，真正關顧學員所需，

這是我為田景感到自豪的

地方。

我很高興自己的兒子能入住一間有愛心、熱誠的單

位，單位以積極、不放棄的心態推動學員保持健康、延緩

退化。田景家長一直對單位支持及信任，全因單位能讓我

們感受到職員的努力、謹慎、細心、重視安全，讓我們感

到放心。雖然意外難以避免，但為著子女的身心靈健康，

「相信」亦是我們需做到的，給予單位信任，讓單位成就

更多。

祝願此刊物能讓更多家長或職員參考及仿傚，讓更多

智障人士有所得益，擁有健康、快樂的豐盛人生。

▲  總幹事胡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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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相信
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先生

步
入懷智田景單位的體適能室，十五、六位學員正在開心輕鬆地做運動，其中四

位在跑步機上步行，還有太空漫步機、手單車⋯⋯，怎樣也想不到一間展能

中心及宿舍同一時間可以有這麼多學員一起做運動，而且他們大多已四、五十歲甚至是

六十多歲！當值的就只有三位職員，實在難以相信。

▲  ( 左一 )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先生

▲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先生參觀體適能室

擔心

有參觀者面露懷疑

的眼光，詢問職員會否

有危險，特別是跑步機步

行訓練。職員回應十年前

的確很多人也擔心安全問

題，連自己也是，所以起

初是單對單、二對一，甚

至是三對一的做運動。久

而久之發覺他們的安全意

識其實很強，他們不會輕

言自己走下，有時想休息

一會，會站到機邊，十分

安全。而最重要是為他們

設定合適的訓練，包括時

間、速度及斜度，還有學

員的配搭，以免火星撞地

球！其它的訓練項目也如

是。

運動為學員

帶來的改變

眼見學員們精神奕奕

地做運動，作為家長的我

已是滿心歡喜，而運動的

益處當然是人人皆知，不

用多說，只是人的惰性令

大家卻步。據職員講述，

除了健康肯定有所得益，

學員的情緒行為、便秘、

體重等也有所改善，而且

還有能力參加不同形式的

戶外活動，最簡單的形容

就是整個人開心快樂健康

了！

我的夢

作為一個嚴重智障

人士的爸爸，我希望每個

人都可以活得有尊嚴，活

得有價值。更希望這不是

夢，而是發生在每一位智

障人士、每一個院舍內。

在此順祝大家天天運

動、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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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望》
扶康會總幹事

陸慧妍女士

無
論你是否復康業界同工，看畢《耆望》這書後，相信你也會認同這是一本具啟

發性及激發思考的刊物。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於過去十多

年持續地推行智障人士體適能計劃，中心上下各員工的熱誠和堅持，非常值得我們敬佩

和學習。

田景中心於過去十

年默默耕耘，成功鼓勵七

成以上的服務使用者積極

參與體適能訓練，累計時

數達五萬多個小時，令中

心每一個角落瀰漫著熱愛

運動的氛圍。即使我於另

一復康機構工作，也對田

景中心所付出的努力深表

敬佩。田景中心推行的體

適能計劃不但值得我們借

鏡，而且更可發展為一個

服務模式，幫助更多智障

人士。當我們在優化復康

服務設施和環境時，其實

也應該著眼如何從宏觀的

角度協助高齡服務使用者

建立一個積極樂頤年，讓

他們以樂觀的態度面對人

生不同的階段。《耆望》

一書告訴我們，運動正是

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

《耆望》透過分享田景中心

體適能計劃的發展歷程和成果、

實踐個案及成功要素，讓讀者從

中了解體適能運動對智障人士的

好處，例如 : 提升步行能力及心

肺功能、保持身體機能、預防膝

關節疾病、減少負面行為、改善

認知功能、減少焦慮和抑鬱等。

長達十年的體適能計劃，既讓田

景中心的服務使用者身心得益，

也讓康復業界同工反思服務本身

的價值。正如書中結語所說，由

於智障人士老化的速度較一般人

快，智障人士院舍普遍的取態是

提倡一個安全、舒適和較靜態的

晚年生活，因為靜態活動相對安

全，能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然

而，若智障人士院舍能夠及早規

劃協助高齡智障服務使用者提升

及保持身體機能的方案，定必有

助增強服務使用者應對老齡化的

能力，也可鼓勵他們積極活出人

生下半場，享受一個躍動、精彩

的晚年。

誠盼各業界同

工能齊心推廣運動

普及化，讓更多殘

疾人士有參與運動

的機會，並通過適

切的體適能訓練，

協助高齡服務使用

者鍛鍊體魄及舒展

身心，使他們的黃

金歲月過得更充實

和多姿多采。



做好這份義工
前警務處助理處長及前警察義工隊召集人

張肇華先生

我
認識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已經十多年，多次參加院舍的活

動，大家可說是老朋友了。十年前我曾為他們的刊物《義特行動手記之無間道》

寫序言，勉勵各義工朋友繼續「做好這份義工」，為懷智不容易「應付」的智障朋友服務，

帶領他們走入社會，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達致傷健共融的目標。

序

捐款

2007 年，當時的屯

門警區指揮官吳家聲總警

司為善不甘後人，為田景

院舍籌得十萬元善款，以

支持推行社區共融及體適

能活動。當年我也有出席

支票捐贈儀式，轉眼間這

已是十年有多的事情。

智障人士體適能

我樂見田景院舍現

時繼續舉辦很多共融活

動，讓智障人士及義工皆

可樂在其中，增添生活色

彩。更令我高興的是見到

院舍的體適能訓練茁壯成

長，大部份的舍友也能多

方位參與，增強體能，從

而改善健康。怪不得很多

年長的舍友仍然有能力參

與不同的戶外活動，享受

人生。十年前一筆少少的

捐款，帶動田景院舍體適

能訓練超過十年的持續發

展，難得至極！

結語

在田景院舍職員有計

劃及有秩序的推動下，田

景舍友已養成常運動的好

習慣，我期望院舍的體適

能訓練能持之以恆，繼續

穩步發展，成為同類院舍

的學習模範。職員及義工

們為傷健共融作出努力，

共同為院友譜出精彩人

生，使我感動，我向你們

致敬。

▲  張肇華先生 ( 右三 )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

李芝融先生

運
動，對保持人體健

康有著重要作用，

特別是身體機能較一般人衰

退得更早更快的嚴重智障人

士，除有效預防疾病，亦有

效提升智障人士的精神健康，

減少行為及情緒問題的出現。

▲  ( 最前排右四 )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李芝融先生

田景中心的體適能訓練，讓我看到各位同工的

用心，打破了嚴重智障人士只能任由身體衰退的宿

命，讓智障人士能活到老、動到老。期望此刊物能

帶動社會認識運動對智障人士的好處，讓他們有強

健的體魄迎接晚年。

運動

序

▲  張肇華先生 ( 右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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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大，機器壞？

健康耆望

▲  摘自 : Kalachea and Kickbusch, 1997

2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田景人

各位，你有甚麼「耆望」？

智
障人士也會年老，而壽命也

越來越長。澳洲有一項研究

(A. H. Bittles et al, 2002)，由 50年代開

始追蹤 8,725名智障人士，其中 7,562

名於 2000年仍然在生。研究顯示出輕

度、中度和嚴重智障人士的壽命中位數

為 74歲、67.6歲和 58.6歲。

老齡階段因各種的原因，其整

體身體功能無可避免地下降，從而

衍生不同的疾病和殘障，影響其生

活質素。然而，功能下降幅度的差

異是相當大 (見下圖 )，而這個幅度

除了有個人病理因素外，也涉及多

種外在的原因，包括生活模式、各

式支援 (復康訓練與照顧 )、參與

機會和選擇、人際相處等。浸大一

項研究顯示 (S.Y. Chan,2014)，本港

接受工場訓練的智障人士多處於低

活動量 ("Low activ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即每天平均步行 7,000步或

以下，而患有過胖 (Obesity)情況相

當普遍。另外，智障人士的心肺功

能 (Cardiovascular Fitness)普遍比非

智障人士弱，其中原因與靜坐式的

生活模式 (Sedentary Lifestyle)和缺

乏活動 (Physical Inactivity)有關 (K.H. 

Pitetti et al, 2006)，因此不難理解

何以老齡智障人士容易患上心血管

病、高血壓、糖尿病、骨質疏鬆等

疾病。

引言

Early Lif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dult Life
Maintaining heighest
possible level of function

Older Age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and
preventing disability

Range of functionin individuals

Age

Rehabillitation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ource: Kalachea and Kickbusc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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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Maintaining functional capac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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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漫步機訓練

▲  蝴蝶機訓練

▲  手拉繩訓練

▲  跑步機步行訓練

3

俗語話「年紀大，機器壞！」，明顯這是非常

籠統的說法。如前文所言，「壞」的歷程差異可以

是相當大的，如何「先發制人」以避免在晚年處於

「捱打」局面才是關鍵。在 2002年，WHO (世界

衛生組織 )指出，「老齡化」不單是老齡階段，而

是指整個生命的歷程 (The whole of the life course)。

簡而言之，在智障人士不同年紀的階段裏，服務提

供者是有責任實行積極的措施來保障他們的健康，

使他們於晚年仍能享受躍動的生活。那麼如何「先

發制人」？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學者提倡「健康

10,000步」的重要性 (Tudor-Locke & Bassett, 2004)，

而服務提供者能按此原則下在生活的不同環節 (如

多行樓梯、多行街、多進行體適能運動等 )持續提

供機會予服務使用者實踐步行 10,000步，改變靜態

生活模式 (Sedentarism)。

各位，你有甚麼「耆

望」？期望年老時是「老態

龍鍾」、「二豎為虐」？還

是「老而彌堅」，享受積極

的晚年生活？

引言
健康耆望



▲  2007年田景體適能減慢智障成人老化情況登報

我們就是這樣為著減慢智障人士老化而開始了推動體適能訓練。

2007年

# 身體逆齡的秘密

懷智田景體適能的成果及發展歷程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4



懷智田景體適能的成果及發展歷程

▲  2017年乘風航活動合照

▲  乘風航與船員合照

▲  學員投入參與乘風航活動

堅持的成果 ~ 至今

在 2007年，我們決定為宿舍內的嚴重智障人士開展體適能計劃。至今，

已經超過了十個年頭了。這十年裡，就算人事變遷，但我們堅持體適能及關

愛每一位服務使用者的心一直不變，大家用汗水換來今天的健康成果，讓我

們一起來見證。

★ 步行能力提升，機能得以保持，減少心血管疾病

★ 正面行為提升，負面行為減少，保持開心活力

★ 保持健康體重，減少膝關節疾病

★ 訓練成效顯著，職員工作得到滿足感和成就感，充滿自信、
喜樂和活力

難怪本會物理治療師 Peter亦說：「十年如一日，宿舍內大部分服務使

用者的身體狀況都和以前差不多，十分平穩，某部分六十歲以上的服務使用

者比一般不做運動的長者身體還要好呢！

# 十年後仍能踏上「乘風航」

5



我們就是這樣為著減慢智障人士老化而開始了推動體適能訓練。

參與體適能訓練的總人數 (圖表一 )

年份

人數

(個 )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24

56 57

44 42
37

45 43 44 47

所有服務使用者每年參與體適能訓練總時數 (圖表二 )

年份

時數

(小時 )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451
1239

4488

6231

4741 5191 5746

7470 7680 7685

懷智田景體適能的成果及發展歷程

歷程和進步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6

1. 成功培養運動的習慣

由圖表一和二所見，在 2007至 2017年期間，參與體適能訓

練的服務使用者的數目除了第一年外，之後九年有超過７成以上

的服務使用者參加訓練。他們每個星期最少接受 3次訓練，所以

訓練時數持續直線上升。

十年來的累計運動時數更達到 50,992小時！

「

」



歷程和進步

每位服務使用者平均每年參與體適能訓練時數 (圖表三 )

2. 每日至少做 30分鐘運動

香港政府建議市民一星期平均做三次運動，每次最少 30分鐘。從圖表

三中可見，每位服務使用者平均每年參與體適能訓練時數穩步提升，現時每

人每日都會進行逾 40分鐘以上的體適能訓練，看來他們漸漸養成做運動的習

慣，比很多都市人還要勤奮呢！

★ 一星期會進行 5天的訓練 (星期一至五 )
 以 16-17年為例，(164小時 x60÷12個月÷20日 ) = 41分鐘

3. 更多人發現做運動的樂趣

宿舍中有一部分人特別積極參與

體適能訓練。以 16-17年為例，當中

每天堅持做運動逾 45分鐘的服務使

用者更多達 17位，佔參與者 36%。

相信這股做運動的氛圍已經慢慢滲透

至單位每一個角落。

年份

時數

(小時 )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9 22

79

142
113

140 128

174 175 164

懷智田景體適能的成果及發展歷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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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 (2007-2008年度 )

2007年服務使用者年齡統計

10年後 (2016-2017年度 )

2017年服務使用者年齡統計

服務使用者的年齡分佈

9 人，18%
1 人，2%

4 人，8%

20 人，40%16 人，32%

Under 30

31-40

41-50

51-60

Over 60

Under 30

31-40

41-50

51-60

Over 60

10年前 (2007-2008年度 ) 10年後 (2016-2017年度 )

服務使用者的每年平均 BMI分佈

1. 健康的 BMI指數
單位服務使用者的 BMI指數與 10年前相比，顯示大部份服務使用

者的 BMI指數都能保持在健康的水平範圍內 (18.5-24.9)。

18 人，36%

9 人，8%
3 人，6%

6 人，12%

14 人，28%

懷智田景體適能的成果及發展歷程

整體成果

2007年服務使用者 BMI統計 2017年服務使用者 BMI統計
過輕

健康

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嚴重肥胖

過輕

健康

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嚴重肥胖

4 人，8%
4 人，8%

8 人，17%

26 人，54%6 人，13%

4 人，8%
2 人，4%

8 人，16%

28 人，56%8 人，16%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8



體
適能計劃已經超過十歲了，這意味着我們的服務使用者也長大了十

歲。在正常的情況下，人年長了相對新陳代謝都會減慢，體重會上

升，體力也會變弱。但因為十年來每天堅持做運動，他們的情況偏偏相反，體

重仍能保持在標準範圍內，步行能力也和十年前差不多，並常常與學生們一同

遠足！

▲  2017年再次挑戰城門水塘 8.2 公里

2017年再次踏上「城門水塘」之旅

2. 維持步行耐力
在 2017年舉辦的遠足活動，有 32位服務使用者 (65%院友 )能夠

圍繞城門水塘 (8.2公里 )步行一圈！

整體成果

懷智田景體適能的成果及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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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 BMI指數有所下降
孫克蘭參與體適能訓練的十年間，平均 BMI指數整體有所下降，成

功減肥（圖表二）。

孫克蘭 07/08年度至 16/17年度參與體適能訓練的整體時數 (圖表一 )

年份

小時

07-08
0

200

400

600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33 46

201

374
300

368
451

521
468 492 

50歲後才開始做體適能訓練，太遲嗎？

個案成果 ( 一 )

孫克蘭
參與體適能的年期：2006/2007年度至今

開始進行體適能訓練的年齡：57歲
克蘭每天的運動習慣主要包括進行：

1. 帶氧運動（例：跑步機步行訓練） 

2. 關節舒鬆運動（例：拉手滑輪、腳單車）

▲  孫克蘭個人小檔案

▲  克蘭做跑步機步行訓練

做運動的時數穩步上升，整體時數如下，詳見以下圖表一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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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克蘭 07/08年度至 16/17年度的平均 BMI(圖表二 )

年份

BMI
指數

22
23
24
25
26
27
28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25.4

26.4

25.5

23.7 23.5

24.7

26
25.5

24.7
24.2

▲  克蘭做手單車運動



克蘭

十年整體健康指數

(圖表三 )

50歲後才開始做體適能訓練，太遲嗎？

個案成果 ( 一 )

在 1994年，陳太成為克蘭的監護人。當時對克蘭的印

象是個帶點肥胖且沒有信心的小女人，走路十分緩慢，

感覺她需要照顧者陪伴左右。現在的克蘭年紀越大越健

康，行為問題越來越少，同時人生充滿盼望，每年都因

期待境外遊而盡力做運動、訓練。 

克蘭的監護人 Lilian

▲  克蘭與盬護人 Lilian

整體血壓平穩

上壓約
94-143mmHg

下壓約
60-89mmHg

血糖平穩

約 4-6mmol/L

體重理想

47.6kg-54.3kg

總膽固醇

指數理想

5.1-6mmol/L

2. 各項健康指標理想

恒常體適能訓練對克蘭的

健康有一定的幫助 (圖表三 )，但

這也需要配合飲食上的控制和藥

物的治療。

3. 舒緩柏金遜症症狀

克蘭的情況算是「平穩」

吧，在進行體適能訓練的十年間，

只有一次入院紀錄。持續的運動

可以保持她關節的柔軟度、訓練

平衡力，現在克蘭還能自行食飯、

在宿舍內四處走，保持過往的活

動能力和平衡力，便是最好的證

明。 

本會一級物理治療師 張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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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督單車樂

▲  克蘭參加馬拉松活動

▲  沙灘樂活動

▲  韓國之旅

每年能參與境外遊、坐飛機成為克蘭最大

的盼望和生活動力，而持之以恆的體適能訓練正

正是支持克蘭繼續可以「坐飛機去旅行」的重要

因素。克蘭的步行能力十多年前已不太好，有漸

漸退化的情況，經過很多的醫療跟進，2014年確

診患上柏金遜症。柏金遜症患者要應付 4日 3夜

的境外遊活動，其實需要很大的體力。持之而行

的體適能訓練使克蘭的體能得以保持，至今仍能

保持在室內能獨立走動，除了保持應付日常生活

的體力之餘，仍有體力去享受不同的外出活動，

繼續活出精彩人生。 

個案社工 吳秀蓮姑娘

個案成果 ( 一 )

50歲後才開始做體適能訓練，太遲嗎？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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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 BMI指數有所下降 (圖表二 )

程家和 07/08年度至 16/17年度參與體適能訓練的整體時數 (圖表一 )

年份

小時

程家和 07/08年度至 16/17年度參與體適能訓練的 BMI(圖表二 )

年份

BMI
指數

▲  家和做手拉繩訓練

▲  程家和個人小檔案

39 79

328

545

353
426 416

462
387 42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0

200

400

600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22
22.4

21.4

20.6 20.7
20.5

21.3

21.9
21.6

20.5

19.5

20

20.5

21

21.5

22

22.5

個案成果 ( 二 )

程家和
參與體適能的年期：2006/2007年度至今

開始進行體適能訓練的年齡：55歲
程家和每天主要進行：

1. 帶氧運動（例：跑步機步行訓練）

2. 下肢肌力訓練（例：踏步機）

3. 關節舒鬆運動（例：拉手滑輪、腳單車）

50歲後才開始做體適能訓練，太遲嗎？

整體運動時數穩定上升，詳見以下圖表一

13



家和

十年整體健康指數

(圖表三 )

▲  家和與義工湖上泛舟

▲  家和與妹妹家愛飲茶

50歲後才開始做體適能訓練，太遲嗎？

個案成果 ( 二 )

整體血壓平穩

血壓上壓約維持在
90-139mmHg

下壓約維持於
60-93mmHg

血糖平穩

在 4.6-4.9mmol/L

體重理想

44.8kg-49.3kg

腹圍標準

80-89 CM

從前家和很「嗲」，常黏著家人和留在家中聽粵曲，甚

少外出。自從十多年前到了田景宿舍，開始慢慢習慣有

規律、充實的生活。在積極參與體適能這十年，家和有

大進步，比以前更精靈活潑、手腳更協調、行動也較敏

捷。 

家和的妹妹家愛

2. 各項健康指標理想

3. 保持良好體魄

家和的情況算是「平穩」

吧，在進行跑步機步行訓練的十

年間，可以促進她的下肢血液循

環，增加腸胃的蠕動，比一般靜

坐好得多。 

本會一級物理治療師 張志剛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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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9-2011 2015
9月、11月

2015
12月

2013-2014 2015
10月、11月

2016

因便秘和腸塞入院

1次

暫停了跑步機和震

動平台治療訓練

經專業討論後，恢

復跑步機和震動平

台訓練

因腹脹 3次入院， 

外科診斷為患結腸

腸扭結和腸塞

出現 2次頭暈不適

的情況，診斷為有

間歇性的心律不正

因便秘和腸塞入院

2次

▲  家和與義工於環區行推廣傷健共融

由 2009年開始，家和一直有便秘情況，長期服用口服通便藥物，以及在需要時肛塞大便藥物以

助排便。她大約每隔一年就會因腸塞問題而入院，適當的下肢體適能訓練，可以舒緩家和便秘和腹脹

的情況。2015年她因出現心率不正暫停了體適能訓練兩個月，腸塞的問題又立刻回來了！如果腸塞情

況惡化，糞便因未能排出而流到腹膜，會引致腹膜炎，最嚴重可以導致部分腸臟壞死。 進行跑步機步

行訓練可以促進下肢血液循環，增加腸胃的蠕動，比一般靜坐好。評估過心率不正和腸塞的風險，體

適能訓練對她的益處比壞處大。只要訓練在安全範圍內進行，寧願減低訓練的強度、加長訓練的時間，

並安排前線同工一直監察她的心跳、血壓，就可以放心了。 

本會一級物理治療師 張志剛

個案成果 ( 二 )

▲  家和打波，好好玩呀 !

4.  改善便秘問題

50歲後才開始做體適能訓練，太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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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個案能做體適能訓練嗎？

羅與生 07/08年度至 16/17年度參與體適能訓練的 BMI(圖表二 )

年份

BMI
指數

1. 平均 BMI指數有所下降
十年間，整體BMI下降，當運動量增加時，BMI的下降幅度亦增加（圖表二）。

羅與生 07/08年度至 16/17年度參與體適能訓練的整體時數 (圖表一 )

年份

小時

▲  與生就算平日以輪椅代步，
跑步機步行訓練一樣做到！

▲  與生去花展賞花

07-08

2

08-09

33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83

150

97
127

165
206

226

164

0

100

200

50

150

250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21.6 21.4

20.4
19.8

21

19.6 19.5 19.4
18.9

19.7

18

19

20

21

22

23

個案成果 ( 三 )

羅與生
生參與體適能的年期：2006/2007年度至今

開始進行體適能訓練的年齡：51歲
與生每天的運動習慣主要包括進行：

1. 進行帶氧運動（跑步機步行訓練）；

2.  震動平台訓練。

做運動的時數穩步上升，整體時數如下，詳見以下圖表一

▲  羅與生個人小檔案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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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個案能做體適能訓練嗎？

個案成果 ( 三 )

與生

十年整體健康指數

(圖表三 )

進行體適能後，與生的步行耐力好了。還記得

有一次行山，大家都沒有預期與生能完成整個

遠足路程，但他最後做到了，大家都很驚喜。

這幾年與生老了，但外出時才開始需要使用輪

椅。

宿舍導師 WING

▲  與生與資深導師 Wing姑娘合照

與生做了體適能，變得輕盈咗，人又開

心咗，我哋照顧佢都輕鬆咗！

舍務助理 娟姐

▲  照顧與生多年的舍務助理娟姐

整體血壓平穩

上壓約
92-140mmHg

下壓約
60-95mmHg

血糖平穩

約 3.9-5.9mmol/L

體重理想

51kg-55kg

總膽固醇

指數理想

3.2-4.8mmol/L

2. 各項健康指標理想

十年間，整體血糖水平和

膽固醇水平亦保持平穩。

3. 延緩退化及建立正面積極行為

與生步姿不佳，體力不足，需要扶行。

體適能明顯延緩了與生步行的退化情況。十

年過去，與生在室內能在扶行下於室內步

行，上落樓梯。除此以外，更建立了良好的

運動習慣，願意服從指令，戒掉了自傷的不

良行為。

本會一級物理治療師 張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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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訪問同事：帶領中

度至嚴重智障人士 

做體適能是有風險嗎？他們

都會異口同聲說 「有！做任

何事都存在風險。」做任何

事情時不可只看風險，這世

界根本不存在「零風險」的

最佳狀態。

實踐篇

智障人士體適能方程式

當我們久坐，避開了步行風險的同

時，便增加了我們患心血管疾病和便秘問

題的風險。作為照顧者，我們認為不能因

為害怕承擔風險，而忽略了他們最基本的

自由和享有健康的權力。既然活著就要面

對種種的風險，那我們就要先作更好的預

備。懷智田景成功推動了中至嚴重智障人

士進行超過十年的體適能訓練，是專責同

工加上專業的支援及理論的承托而成的，

服務使用者的訓練都經治療師的評估並由

熟識的同事執行。接下來他們會為大家解

釋一下體適能的好處和實際運作。 

電動機械智障人士 十分危險 ?+ =

事實是懷智田景十年來體適能訓練中，只有 2次的跌倒意外，而
且 2次意外中服務使用者都只是輕微受傷。以體適能很危險、分分
鐘有意外的想法為假設，懷智田景體適能訓練的意外率是 3,059,520
分之2 (即 0.000000７%)。

▲  踏單車訓練

▲  輪椅個案站立訓練

體適能有風險嗎？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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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訓練有助延緩老化

智障人士體適能方程式—實踐篇

本會一級物理治療師

張志剛

跟
據美國運動醫學學會 (ACSM)和美國心臟協會 (AHA)

的指引，每星期平均五天需進行至少三十分鐘中

強度的帶氧運動，即心率儲備 (Heart Rate Reserve)的 40%至

60%。除了帶氧運動外，每週也需進行阻力訓練 (至少每星期

兩次 )和伸展舒筋運動來配合，才能達致對健康正面的效果。

恒常的體適能訓練，可改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健康。

• 一般智障及殘疾人士的身體機能較正常人士提早出現退化的情

況，尤其是患有唐氏綜合症和其他先天性疾病如腦癱之智障人

士。故他們進行帶氧運動，如跑步機訓練時，會維持在中強度的

水平，即心率儲備的 40%至 60%

• 在有關最高心跳率的計算上，可應用美國運動醫學學會 (ACSM)

因應智障人士建議的算式：

• 210 –(0.56 X年齡 ) –(15.5 X DS) = 每分鐘最高的心臟跳動次數

 • 註：若智障人士患有唐氏綜合症，DS=2；若沒有，DS=1

注意事項： 只要因應智障人士的身體狀況
進行體適能訓練便可放心！

▲  本會一級物理治療師張志剛

▲  太空漫步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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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理上，體適能訓練可以：

1. 減少體脂，減低肥胖的風險

2. 提昇心肺功能，改善耐力

3. 控制血壓和血糖，減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4. 強化肌力，使有足夠能力應付生活所需，也

減低跌倒的機會

5. 減低骨質流失，減少患骨質疏鬆的風險

6. 降低某些癌症發病率，如腸癌和乳癌的發病

機會。

在心理上，體適能訓練可以：

1. 減少焦慮和抑鬱

2. 改善認知功能

「
「
」

」



本會職業治療師

梁智森

體
適能對人的健康有正面的影響，相信這是鐵一般的

事實，大家都不會否定。從醫學角度來說，已有很

多文章及研究指出，運動不但能增加個人的柔軟度、肌肉的力

量與耐力、心肺功能、骨質密度等等之外，對於預防因肥胖而

導致的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及糖尿病等，有莫大的

幫助。除此之外，當我們正在做運動的時候，人體內會釋放一

種名為「安多酚」的物質，這物質會令人有愉快的感覺。以上

種種益處，對於智障及殘疾的朋友來說，當然也不會例外。只

要他們願意主動參與運動，以上種種都會在他們身上發生。

智障人士體適能方程式—實踐篇

何謂「體適能」？

「體適能」運動主要分為三類：帶氧運動訓練、柔軟度訓練及阻力訓練。

帶氧運動訓練主要用

以鍛鍊心肺功能，亦能有

效燃燒脂肪及卡路里，協

助控制體重。利用跑步機

步行可以算是智障朋友最

常參與的帶氧運動之一，

因為在跑步機上步行與日

常步行的動作十分相似，

他們較易掌握，其次是跑

步機上的運行帶會不斷運

作，這正好能鼓勵及推

動服務使用者不斷向前行

走，運動的時間及強度亦

易於控制，這使運動更有

系統及科學化。主動性較

強或不宜使用跑步機的服

務使用者，例如過重或膝

關節有損傷的情況，亦可

以選擇使用單車機或踏步

機進行帶氧運動訓練。

第二，肌肉及筋腱

的柔軟度主要透過伸展運

動來提高，而伸展運動分

為主動式和被動式兩種，

主動式的伸展運動，顧

名思義，就是主動活動自

己的關節，令肌肉及筋腱

拉長，增加柔軟度。對於

理解能力較高的服務使用

者，我們可以計設一些簡

單而有趣的動作，使他們

容易跟從，自己完成伸展

動作。當然，若果希望得

到更理想的伸展效果，或

需要替理解能力較弱的服

務使用者進行伸展訓練，

被動式伸展或許會是更好

的選擇。

第三，阻力訓練一般

用來鍛鍊肌肉的力量及耐

力，亦可以對改善因肌肉

不平衡而引致的姿勢問題

有幫助。正如以上所說，

我們同樣需要設計簡單而

有趣的動作，使服務使用

者能夠主動及投入參與之

餘，同時亦正在鍛練某肌

肉部位。例如要求服務使

用者進行仰臥起坐的動作

時，我們可以安排他們先

躺在墊上，以一個遊戲的

形式，要求他們提起上身，

將膠圈或玩具球放入籃

中，令訓練變得更有趣。

▲  職業治療師梁智森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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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體適能方程式—實踐篇

何謂「體適能」？

一般人參與運動的原

因有很多，有些人希望自

己的身體健康得以改善，

有些人希望自己的體態更

美，也有些人為了比賽有

更好的成績而刻苦鍛練。

但對於智障朋友來說，他

們大多只會覺得做運動是

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並不

會理解做運動對他們所帶

來的益處。因此，推動他

們主動參與運動正是我們

最大的挑戰。

如果解決這個問題呢？這正要考考我們的創意吧！

如果我們能夠利用適合的器材，設計出一些有趣的運動動

作，他們不但不會覺得做運動辛苦，還覺得這很有趣味

呢，既可鍛練身體，亦享受當中的過程，真是一舉兩得。

除此之外，每位服務使用者也會有他們的特性，應該採

用口頭鼓勵的方法較好，還是利用他們喜愛的食物或玩意

引導他們參與運動較好呢？相信這要靠單位內的各位同

事互相溝通合作，尋求最理想的方法。在訓練的過程中，

當然不能缺少我們的耐性，亦需要密切的監察，以防他

們因姿勢不正確而受傷。

作為職業治療師，我亦會經常將體適能運動加入自閉症服務使用者的訓練流程中，這

不但可以鍛練他們的體魄，更可以充實他們的生活流程，建立他們正面的行為及生活習慣，

從而減少他們其他負面的行為問題。除此之外，體適能運動亦會給予我們不同的感覺訊息，

例如阻力訓練會帶給關節大量的本體覺訊息，於跑步機上，我們需要透過視覺接收眼前的影

像及空間感，加上前庭覺帶給我們位置感，而足踝的關節亦在我們步行其間不斷接收本體覺

的訊息，再經過大腦統合各種訊息後，繼而作出適應性反應，使我們的整個步行或跑步姿勢

更協調、更平衡，這類訓練對感覺統合失調的服務使用者也有一定的幫助。

於展能中心及宿舍推行體適能的確不容易，首先是要解決空間的問題，無可避免，一

般體適能的器材，例如跑步機、多功能健身組合等都較為大型，就算進行一些平衡及伸展訓

練，亦需要一定的空間，因此單位必須有如此決心作出適當的調配及安排。第二是人力問

題，一般的嚴重智障朋友無論動機、理解力、安全意識都會較低，因此相比於一般人士的體

適能訓練，展能中心需要更多人手以協助、指導、鼓勵及監察服務使用者的體適能訓練，參

與的同事亦需要有一定的知識及接受相關的培訓，如能夠再加上中心內外的推廣，加強同事

對體適能的正面信念，相信必會令事情事半功倍。第三，正如前文所說，一般嚴重智障朋友

的動機及理解力都會較弱，要為他們設計合適的體適能訓練及誘發他們參與的動機亦是一大

挑戰，利用行為更易法或許有一定幫助，當然也需要同事們對個案的了解及耐性吧。

現代的都市人大多較以往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參與體適能運動的人日漸增

多，街上亦不難看見大大小小的健身中心，希望這種文化及氣氛漸漸滲入各個提供

智障服務的中心及院舍，讓智障的朋友們同樣擁有健康的體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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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和人力

推動智障人士進行體適能訓練的成功要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體適能室的運作 – 人力培訓

認識
體適能
訓練

領導層的
持續關心
和欣賞

堅定的
信心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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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開始建立體適能室的基本裝備：

專責工作員 治療師專業支援 跑步機

x1+ +x1
PT or OT

x1

在 2007年
建立體適能時預備了⋯

懷智田景

專責工作員 治療師專業支援

+x2
PT or OT

x1
體適能器材 數量

跑步機 2

健身單車 2

手單車 3

• 增加同工有關體

適能的專業知識

• 定期檢視和分享服務使

用者的進展和進步

• 讓前線同工安心

主導體適能訓練



推動智障人士進行體適能訓練的成功要素

體適能室運作三部曲：

無
論是多麼完美的計劃，多麼充足的準備，多麼有實力的後盾，缺少

了行動，沒有持續的關顧，都是絕對不會開花結果的。

1
認同體適能訓練

對學員有幫助

推動單位同工認識體適能，參與體適課程，增

加同事推動體適能的信心

★ 領導層的持續關心和欣賞： 了解執行

 體適能時前線同工遇到的困難

★ 定立方向：執行及運作由前線同事主導

★ 定期會議：一起見證、分享服務使用者的進步

持續的關顧、授權

及鼓勵2

於體適能室工作都有一段時間，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有很

深的感受！最初於體適能室見到大部份服務使用者都能夠完成跑步

機的訓練，而且步行得不錯，但幾年之間某些服務使用者的身體狀況

有所改善，由以往能自行走動，因為身體機能減弱，而需要使用坐行

架，甚至要用輪椅外出，我們很希望透過運動能令他們維持機能，我

們很想幫助他們。曾經歷過有些輪椅服務使用者入院後的機能比以往

減弱，步行能力差了，使用步行架都未能提起腳踏出一步，使我們感

到氣餒。 但經過每日為服務使用者拉筋，步行及專業的訓練，我們

看見服務使用者能踏出一步又一步完成了整個步行訓練，心中滿是喜

悅，這就是奇蹟，令我們很有滿足感。還有很多很多的奇蹟！！ 

體適能負責導師 冼及 TINA

堅定的信心和

堅持不倦3

裝備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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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障人士對於運動，如跑步機步行訓練的接受程度較低 (Vashdi, Hutzler & Roth, 

2008)。故在智障人士院舍內推行體適能計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單位負責

體適能的同工有些分享，這能有助提高服務使用者對運動的興趣！

美國杜克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 (新時區，2016)，習慣的形成是源

於動作的不斷重複。在做一件事的時候，人的大腦會產生一種名叫神

經通路的神經鏈，幫助訊息分子在大腦不同區域間自由傳輸。通過重

複練習，神經通路的活性也會隨之加強。我們的前線同工是如何激發

服務使用者的「運動神經」呢？面對剛剛開始體適能訓練的服務使用

者，他們難免會緊張，切記不可以操之過急！

秘技

推動智障人士進行體適能訓練的成功要素

開心 SHARE小秘技

起初在執行上的困難／挑戰

Q:  服務使用者表現被動、抗拒和拒絕參與時怎麼辦？ 

A:
• 剛開始訓練時，安排抗拒和拒絕參與的服務使用者先在旁觀察

• 當他們作出嘗試時，即時讚賞及獎勵〈他們喜愛的食物或玩意〉

• 親身示範〈怎樣使用一些難度較高的訓練器材，如蝴蝶機〉

• 每天鼓勵服務使用者參與，讓他們漸漸習慣每天運動

• 尊重不同的服務使用者，有些服務使用者不喜歡到人多的地方，

宿舍特意安放一些跑步機在其他活動室，讓不同的服務使用者都

有參與體適能的機會

「

」

體適能大躍進之秘技

害怕、
抗拒

願意作

出嘗試

習慣→

堅持、

享受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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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障人士進行體適能訓練的成功要素

秘技

Q:  服務使用者能專注使用訓練器材的時間太短，怎麼辦？

A:
• 配合服務使用者的特質，靈活地調動體適能室訓練器材給他們使用〈例如：

跑步機、手單車〉

• 跑步機步行訓練是最容易幫服務使用者建立運動習慣

• 逐漸提升運動時間及增加運動項目

• 訓練時間在初期定得低一點，以數分鐘為起點，讓服務使用者產生一種「完

成」的滿足感〈用計時器計算跑步機步行訓練時間，完成時響鬧〉

• 在體適能室內擺放平板電腦及電視，有聲有畫可以讓服務使用者在訓練的

過程中增加樂趣

• 利用適合的器材，設計出一些有趣的運動動作〈例如：安排他們先躺在墊

上，以一個遊戲的形式，要求他們提起上身，將膠圈或玩具球放入籃中〉

「

」
Q:  如果服務使用者在做運動時出現行為及情緒問題，怎麼辦？

A:
• 先暫停體適能訓練，了解當中原因

• 播放音樂，讓服務使用者放鬆心情

• 若以小組形式進行體適能訓練，需注意組員之間的互動，盡量避免

安排會互相滋擾或負面互動的服務使用者近距離一起進行訓練，以

免造成擾攘

• 要留意服務使用者的組合，例如安排關係良好的服務使用者一起運

動，更能產生互動的作用

• 使用安全系體適能訓練工具〈詳見 P.33-35〉，以防他們因鬧情緒而

導致意外受傷將膠圈或玩具球放入籃中〉

「

」

害怕、

抗拒

願意
作出
嘗試

習慣→

堅持、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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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如何協助服務使用者維持運動習慣？

A:
• 即時及持續性的獎勵計劃，例如小食獎勵〈可挑選健康的零食，如水果

乾〉，有助服務使用者建立運動習慣

• 每次服務使用者做運動時都在旁陪伴、給予他們指示和口頭讚賞，以鼓勵

他們繼續做運動

• 多鼓勵服務使用者嘗試使用不同的運動器材，進行多元化的體適能訓練，

增加他們進入體適能室的興趣

「

」

害怕、

抗拒

願意作

出嘗試

習慣→
堅持、
享受

但隨著時間過去，動力及新鮮感會慢慢減少，所需的意志力就不
斷增加，大多數人都難以堅持下去。

推動智障人士進行體適能訓練的成功要素

秘技

「其他絕密秘技

• 進行體適能訓練前，先讓服務使用者如廁

• 使用安全系體適能訓練工具，例如：安全手紥、
吊人機，減低運動時的風險〈詳見 P.33-34〉

• 時間上作妥善安排，如因應外出活動，診症安排

等，靈活地調配服務使用者訓練的先後次序，盡

量善用體適能室的器材和人力，發揮體適能室的

最大效能 」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26



信念 ~ 前線同工的話

推動智障人士進行體適能訓練的成功要素

「躍動人生，勇於嘗試」是單位的服務理念，希望透過不同的新嘗試、多
姿多彩的活動，燃起智障人士生命裏的一份期盼，而非重重複複、日復一日地過日子。

一份看不見的信念、一股摸不到的能量，如何可以使它呈現在這個有形世界裏呢？

相信推動體適能訓練是一個很紮實的答案。因為健康正正是實現這個夢想的必要條件！

隨着時日飛逝，動力就會減少，不論是一卡火車、愛情、還是一個單位，都是一樣。要

不斷添加燃料才可以使「體適能訓練」這架火車繼續前行。

堅持

他不放棄，我不放棄

他想放棄，我不放棄

他要放棄，我不放棄

這個信念支持著我，

成為工作的動力。

相信

推動體適能發展的我們，很相

信體適能訓練對每個人都是有益、

有意義的。如果連推動的人都不相

信有好處的話，那絕對不會有動力

實行。但在懷智田景，職員們都相

信並肯定體適能訓練的重要性，所

以大力執行。因此，員工的信心和

信念是其中一個心法。

支援

我相信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因

為上司相信同工的能力，放手讓我

們發揮。相信服務使用者的能力，

有挑戰行為的服務使用者可以因為

參與跑步，讓運動改善他們的健康

與行為！

體適能訓練導師 Tina

新進社工 Marco

體適能訓練導師 冼姑娘

堅持

支援相信

躍動人生，
勇於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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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體適能設備

經
歷了十年堅持所得到的成果是：「我們進行體適能訓練是『大膽地安全』」。

大膽地讓服務使用者使用不同的訓練設備，同時使用各式各樣的安全工具，以

免意外發生。同時，服務使用者的步行能力得到改善，步行及外出時也更安全。以下分

享「訓練系工具」和「安全系工具」在體適能上的使用特色，為建立屬於您的體適能室

做好準備！

1 跑步機﹝Motorized Treadmill﹞

功能：  進行帶氧運動、增加安全步行的時間、訓練下肢肌力

適合對象： 所有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在跑步運輸帶上快速步行

特色： 跑步機附有一個安全掣，如果服務

使用者因未能配合跑步機的速度而

往後退，此掣將會被扯脫，而跑步

機亦會立即停止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注意事項
• 使用跑步機的時間及速度需要經過物理治療師評估

• 建議在跑步機後面的一米範圍內，不要擺放任何物品，以免服務使用者意外跌到時會撞到物件而受傷

• 跑步機步行訓練設有首 5分鐘熱身時間及後 5分鐘逐漸平靜 (Cool Down)時間，而步行速度一般是訓練

速度的一半

• 服務使用者進行跑步機步行訓練前及完成後都會量度血壓、血含氧量及心跳，服務使用者進行跑步機

步行訓練期間也會量度血含氧量及心跳，以監察服務使用者使用跑步機時的身體狀態

• 有個別服務使用者會按按鈕關掉跑步機，有些服務使用者會站在運轉帶旁邊逃避步行訓練，需要同事

在旁提醒

五粒星為最高 ★★★★★

▲  跑步機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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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設備簡介

訓練系工具

2 超聲波震動平台﹝ TurboSonic Therapy System﹞

功能：  利用一定的震動頻率減肥、有助排便、預防骨質疏鬆

適合對象： 所有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一般服務使用者可以站着使用，而輪椅服

務使用者則可以坐在震動平台上進行訓練

特色： 附有一條安全帶可圍於腰間，預防服務使

用者往後跌倒受傷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3 太空漫步機﹝ Space Walker Machine﹞

功能：  訓練下肢肌力、平衡力和耐力

適合對象： 能力高、自主性高、手腳協調較佳的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沒有電動力的驅動，服務使用者的下肢需要以環狀方式運轉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注意事項
• 有心臟問題的服務使用者不適宜使用這部機器

五粒星為最高 ★★★★★

▲  超聲波震動平台

▲  太空漫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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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設備簡介

訓練系工具

4 多功能重量訓練器﹝蝴蝶機﹞﹝ Pec Deck Butter�y Machine﹞

功能：  進行上肢及下肢訓練

適合對象： 所有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可以握着懸掛的支架上下拉動，或是把

支架拉下來或維持同一姿勢也可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5 企架、企箱﹝ Standing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功能：  進行站立訓練、運動前的熱身

適合對象： 使用輪椅的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原地靠着前方站立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五粒星為最高 ★★★★★

▲  超聲波震動平台

▲  多功能重量訓練器
 ( 蝴蝶機 )

▲  企架 ▲  企箱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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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設備簡介

訓練系工具

6 手單車、腳單車﹝ Exercise Bike﹞

功能：  進行上肢和下肢訓練﹝電動和手動模式﹞

適合對象： 所有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握住手踏或踏住腳踏以環狀方式轉動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7 踏步機﹝ Stepper﹞

功能：  進行下肢肌力訓練

適合對象： 主動性高的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兩腳上下間斷地踏步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注意事項
• 在使用腳單車時，同事需觀察服務使用者的坐姿，並將獨立的安全帶圍在他們的腰間，以免他

們因一時失平衡往後仰而跌倒

• 要留意服務使用者的褲管會否太闊而容易捲入滾軸中使腳部受傷，在有需要時可把褲管摺起

• 服務使用者使用手單車時，特別是在使用被動訓練模式時，要留意他們的手握姿勢，避免磨損

皮膚，在有需要可使用安全手紥紥

五粒星為最高 ★★★★★

▲  腳單車▲  手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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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騎馬機﹝ Horse Riding Fitness Machine﹞

功能：  其中一種行為治療方式

適合對象： 有情緒行為問題、怕悶或需要較多官能刺激的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坐上騎馬機上左右搖晃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9 拉手滑輪﹝ Pulley﹞

功能：  進行上肢訓練

適合對象： 所有服務使用者

使用方法： 雙手握住繩的兩端，

 然後上下交替滑動

容易使用指數： ★★★★

人氣指數： ★★★

性價比： ★★★★★

五粒星為最高 ★★★★★

體適能設備簡介

訓練系工具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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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馬機

▲  拉手滑輪



體適能設備簡介

▲  扶抱帶

▲  - 血壓計

▲  血含氧量機

33

1 扶抱帶﹝ Flexibelt﹞

對象：  步行能力較弱或使用輪椅的服務使用者

體適能上的用法： 扶抱他們去使用企架、震動平台、跑步機

「 」

2 血壓計﹝ Blood Pressure Monitor﹞

對象：  進行跑步機步行訓練的服務使用者

體適能上的用法： 他們在使用跑步機前及後均需量度血

壓，並作記錄，如發現任何異常，會咨

詢護士之意見

「
」

3 血含氧量機﹝ Pulse Oximeter﹞

對象：  進行跑步機步行訓練的服務使用者

體適能上的用法： 在使用跑步機前、中及後段都會測血含氧量，

並作記錄，如發現異常會立即停止跑步訓練

並咨詢護士之意見

「
」

安全系工具



安全系工具

體適能設備簡介

▲  安全手套

▲  計時器

▲  吊人機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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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吊人機﹝ Body Weight Support System﹞
對象：  步行能力較弱或使用輪椅的服務使用者

體適能上的用法： 繫穩他們的腰間至下盤以進行跑步機步行訓

練或使用震動平台，協助他們站立使用企架 

※ 輪椅個案利用企架站立後，再使用吊人 

 機會較容易及較安全

「
」

5 計時器﹝ Timer﹞

對象：  所有進行體適能訓練的服務使用者

體適能上的用法： 就特定訓練項目設立目標時間，給予他

們「完成」的滿足感，為熱身、舒緩運

動計時

「
」

6 安全手套﹝ Safety Gloves﹞

對象：  未能安全緊握訓練器材的服務使用者

體適能上的用法： 可配合他們使用跑步機、震動平台、

手單車、踏步機

 ※ 不適合一起使用的訓練器材：

  踏步機、太空漫步機

「

」



安全系工具

體適能設備簡介

進行訓練時的注意事項
• 每一個訓練項目 (每一組肌肉訓練 )，最長訓練時間以 45分鐘為一節，之後便

轉換另一種訓練 (另一組肌肉訓練 )或是休息一會，避免同一組肌肉因訓練而

過勞

• 留意服務使用者進行訓練時，會否太熱而出汗，需要時幫他們抹汗或加大風扇

的速度，使服務使用者涼快一點

2018體適能 -跑步機使用者生理表現紀錄表 (工場組 )

2018體適能 -跑步機使用者生理表現紀錄表 (陽光組 )
▲ ▲  Rev.  6-Feb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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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記錄表﹝ Record Form﹞

對象：  進行跑步機步行訓練的服務使用者

體適能上的用法： 由於他們進行長時間的帶氧運動，有時或不懂表達自己不

適，故需觀察其身體狀況

 持續的記錄亦可作為觀察他們身體上整體變化的指標

「
」

工場組 數量 體適能 數量 目標心率範圍

姓名
速度
km/h 斜度 分鐘 40% 60%

- 2 1 45 114 130
- 3 0 60 130 140
- 2 1 30-45 110 125
- 1.5-2 0 30 99 118
- 3 5 45 110 128
- 2 0 45 107 124
- 3 6 45 114 130
- 3 3 45 113 130
- 3.5-4 6 45 113 132
- 3 0 45 132 143
- 1-1.5 0 15 116 132
- 5 5.5 45 105 123
- 2.5 1 30 113 130
- 1.5-2 0 45 108 125
- 2.5 3 30-45 118 135
- 3.5 3 45 115 133
- 3 3 45 106 122
- 3.5 1 45 109 127
- 1.5-2 0 45 113 131
- 1.5 0 20 99 121
- 3 3.5 30 115 132
- 3 0 45 105 124
- 2.5 0 45 121 139

陽光組 數量 體適能 數量 目標心率範圍

姓名
速度
km/h 斜度 分鐘 40% 60%

- 2.5 3 30-45 114 127
- 3.5 6 45 115 133
- 3 1 45 112 130
- 2.5 1 20 112 129
- 6.5 1 45 120 138
- 4.5-5 0 30-45 123 141
- 4 0 45 104 122
- 1-1.5 0 30 118 132
- 3-3.5 1 30-45 116 134
- 4 1 60 120 137
- 2 0 45 121 136
- 2-2.5 0 45 130 147
- 2 0 20 116 133



結語 ( 一 )

「耆望」與你延續甲等人生
田景人

德
國 哲 學 家 叔 本 華 (Authur 

SchopenHauer) 曾 經 說 過：

「多數人把自己視野的極限當成世界的極

限。」智障人士服務給大眾的印象是怎樣

的？服務使用者每天留在院舍裏吃一日

三餐、看電視、做一些手工藝，每天如

是⋯⋯他們的生活因為先天智力的限制，

只可以過着一般人都會認為枯燥的生活

嗎？

一個實習社工曾經這樣描述過田景

單位：「你這裏像一個青少年中心多些！」

在十年前，誰曾幻想過智障人士可以上

山、下海、參加露營、遠足或是四日三夜

的外國之旅？因為一般院舍的生活取態是

「智障人士比一般人早老化，故提倡安

全、舒適、悠閒、靜態的晚年生活」，故

常常鼓勵智障人士坐著，坐著不走動就不

會跌倒，但機能和體能會因而越來越弱，

外出活動的機會也相應減少。而田景單位

的生活取態則是「智障人士雖然比一般人

早老化，但卻可享受躍動、安全、精彩的

晚年生活」，故常常鼓勵及安排服務使用

者進行體適能運動訓練，保持他們良好的

身體機能，除了應付日常生活，他們仍有

體力應付娛樂及外出活動。健康和盼望原

是美麗和豐盛人生的基石。

體適能訓練只是懷智田景服務使用

者日常生活的其中一環，懷智田景更做到

把智障人士、家屬及社區人士透過多元的

活動連繫起來。有了多元的活動，可以吸

引社區人士成為義工，關懷智障人士。同

時，智障人士的家人不再只有「照顧得好

累」和「虧欠內疚」的感受，而是和他們

的子女一起去遠足、鯉魚門吃海鮮、維港

遊船河、坐飛機去不同國家旅遊，重新經

歷一幕又一幕精彩喜樂的片段。生命中充

滿了愛和關懷！

體適能、多元活動、義工發展及躍

動的家人工作，使智障人士的生命變得充

滿了光輝，他們自身到同行者的生命都變

得更紮實和充滿盼望！這不是夢，也不是

奇跡，而是實實在在實現了。只差我們勇

敢踏出這一步。「識揀一定係咁樣揀」！

事不宜遲，現在就開始行動吧！智障人士

服務的同行者，我們都是智障人士生命的

光，路上的燈，照亮他們的腳步，我們的

生命光輝也會因此變得更亮！今天就開始

推動智障人士參與體適能訓練吧！

智障人士
體適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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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二 )

「耆望」與「現實」？
田景人

刊
物名為「耆望」，讓我聯想起

近期觀賞的一段視頻，主持人

說「問題從來不是客觀地存在，只是『現

實』和『期望』出現落差。解決所謂的問

題，其一是改變現實，若改變不了，則調

節期望。」

一句發人心省的說話，但在不同的

演繹下，會帶出截然不同的意義和效果。

智障人士老化是改變不了的「現

實」，而老化所衍生出來的生體機能衰退

也是無可避免的「現實」。既然改變不了，

而「現實」又會帶來很多「風險問題」(如

跌倒 )，我們理應按老人的現況調節對他

們的「期望」，以安舒、靜態、優悠的取

態來安排生活。

智障人士老化和衰退是此時此刻的

「現實」，但我們「期望」透過充滿活力

的生活形態能轉變「現實」。然而，另一

個「現實」是職員間對服務的「期望」和

資源與「期望」的配合有很大的落差，造

成「阻力問題」和「管理問題」。在各種

「現實」交織的情況下，我們唯有妥協承

認「現實」和「問題」。

老化是「現實」，同時智障人士不

能再等、只會繼續衰退也是「現實」，而

無論在服務實證、研究和文獻均展示躍動

豐盛的生活有助延緩老化亦是「現實」。

因此，事不宜遲，坐言起行，「期望」很

簡單，就是以「現實」改變「現實」，讓

智障人士享受精彩的晚年生活。

撫心而言，重點不在於「改變現實」

和「調節期望」，而是誰掌握了演繹權？

同時如何作出演繹和選擇。

田景單位選擇了相信老化是「現

實」，但同時認為「現實」並非注定的

命運，故我們對服務的「期望」會引

用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er – USA 

(2000)在推廣健康生活模式的一句說話 

"It'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and it's 
always too early to quit!"。簡單言之，
有心唔怕遲！

「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作

為服務提供者或照顧者的你，「耆望」，

你又會如何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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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作為一個嚴重智障人士的爸爸，我希望每個人

都可以活得有尊嚴，活得有價值。更希望這不是

夢，而是發生在每一位智障人士、每一個院舍內。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扶康會總幹事陸慧妍、

前警察義工隊召集人張肇華、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李芝融

聯合推薦

」
懷智推動體適能訓練已有十年。智障人士與我們一樣，

有感受、有情緖，同樣需要健康的生活。往往是因為難以表

達內心世界，阻礙了智障人士享受到正常的生活，體驗做運

動的樂趣和帶來的好處。社會上的標籤，逐漸成為智障人士

的限制；限制，每個人都總有一些，視乎我們是否願意及拿

出勇氣踏出改變的一步⋯⋯

我們相信總有辦法突破限制。

走動吧!!

香港九龍石硤尾大坑東邨東海樓地下9-15號

電 話：2776 2622      傳 真：2784 6717      電 郵：hqwj@wjc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