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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根據「普及體育研究–香港市民參與體能活動模式報告」註1顯示，
 有51.4%的市民的體能活動量未能達到「基礎指標」，即每星期
 至少三天，每天累積註2最少三十分鐘或以上中等或劇烈強度註3的
 體能活動註4。

‧ 報告亦指出市民自我評估的體能活動量高於客觀量度標準，
 即大部份市民誤以為自己有足夠的體能活動量。

‧ 根據很多國際權威醫學機構的指引，缺乏體能活動屬於心血管
 疾病的危險因子。

‧ 鑑於超過一半的香港市民體能活動量仍未達到有關指引的最低
 要求。特此，透過此單張提供有關體能活動的最新資訊，鼓勵
 市民身體力行，全情投入，參與體能活動。

‧ 本小冊子的目的是幫助你設計適合自己的體能活動計劃。

註1 體育委員會轄下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完成了「普及體育研究 - 香港市民參與體能活動
 模式報告」，並於2009年9月公布有關研究結果，詳情可瀏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頁
     （http://www.lcsd.gov.hk/specials/sportforall/b5/index.php）。

註2 累積：每次連續進行10分鐘的體能活動才作計算。

註3  運動強度可分低、中、劇烈強度：

 低強度： 是指一些簡單、輕量，可以應付自如的體能活動。

 中強度： 指做這些活動的時候，呼吸和心跳稍為加快及輕微流汗，但不覺辛苦（例如
  仍然可以交談自如）。

 劇烈強度： 指做這些活動的時候，呼吸急速、心跳好快及大量流汗，覺得辛苦（例如
  不能夠交談自如或感覺困難）。

註4 體能活動：是指所有會消耗能量的身體活動，包括運動及日常生活的活動，例如步行、
 家務、晨運、園藝、與工作有關的體力勞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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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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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估及參與

示，

的

體能活動量自我評估級別

參照市民參與體能活動的模式，可歸納出四個級別：完全不參與
任何體能活動的是極危險的紅色；最理想的是每星期進行5天或
以上的綠色級別。

讀者可參考以下資料，量度自己所屬級別，並進一步為自己訂立體能
活動的目標。

 理想級別

 基礎級別

 危險級別

 極危險級別

自我評估及參與

每星期進行5天或以上，
每天累積至少30分鐘或
以上中等或劇烈強度的
體能活動。 

開始建立體能活動的
習慣，每星期進行最少
3天，每天累積至少30分
鐘或以上中等或劇烈強
度的體能活動。 

每星期進行1至2天，每
天累積至少30分鐘或以
上中等或劇烈強度的體
能活動。 

完全不參與任何中等或
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
只累積進行低強度的體
能活動。
 

你已經達到「理想指標」的
活動水平，鼓勵你繼續維持
體能活動的習慣，鼓勵家人
及朋友參與更多體能活動。

你已經達到「基礎指標」的
活動水平，鼓勵你進行更多
的體能活動以達到「理想
指標」，令自己的身體更加
健康。

你已經踏出了參與體能活動
的第一步，但仍然未能達到
「基礎指標」的活動水平， 
因而未能產生顯著的健康
效果。鼓勵你繼續努力。

你現時採納的生活模式過於
靜態，對你的健康構成了極
度嚴重的風險。鼓勵你盡快
提升體能活動量。

基

危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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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參與體能活動的目標

 已達級別 目標

 理想級別者

 

 基礎級別者 每星期進行5天或以上，每天累積至少30分鐘或以上中等 
  或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

 危險級別者 每星期進行最少3天，每天累積至少30分鐘或以上中等或 
  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

 極危險 爭取每一個機會，多進行日常生活中的中強度體能活動。
 級別者

兒童及青少年
‧ 每天累積至少
 60分鐘中等或 
 劇烈強度的體能 
 活動。
‧ 每星期進行最少
 3天強化肌肉及
 促進骨骼成長的
 體能活動。 

成年人
‧ 每星期進行5天 
 或以上，每天
 累積至少60
 分鐘或以上中等 
 或劇烈強度的
 體能活動。
‧ 每星期進行最少
 2天強化肌肉的
 體能活動。 

長者
‧ 每星期進行5天 
 或以上，每天
 累積至少60
 分鐘或以上中等 
 或劇烈強度的
 體能活動。
‧ 每星期進行最少
 2天強化肌肉及
 有效提升身體
 平衡力的體能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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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早逝、冠心病、高血壓、高血脂、
 中風、二型糖尿病、代謝綜合症、
 結腸癌、乳腺癌及肥胖的風險
‧ 改善心肺和肌肉的功能
‧ 預防跌倒
‧ 減少抑鬱的徵狀
‧ 改善長者的認知能力

參與體能活動對身體所帶來的益處

 兒童和青少年 成年人及長者

 ‧ 改善心肺和肌肉的功能
 ‧ 改善骨骼健康
 ‧ 改善心血管和新陳代謝的
  健康
 ‧ 改善身體的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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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體能活動的常見障礙及應對方法

 常見障礙 應對方法

 缺乏時間 1. 檢視自己的生活時間表，嘗試找出兩至三段10至15
   分鐘的時段進行體能活動。並且，盡量將體能活動融入
   生活當中。例如行樓梯、步行、抹車或做家務等。
  2. 可利用返工前或午膳時間進行體能活動。
  3. 日常生活中，可多行樓梯，少乘自動電梯；多步行，
   可提早1至2個車站下車，步行往目的地。 

 缺乏推動力 1.  找一個或多個朋友、同事或家人，彼此推動，並一起參與
   體能活動。
  2.  選擇最少一項自己感興趣並適合自己的體能活動。
  3. 預先在個人的日誌中編排參與體能活動的時間，以供
   遵循。
  4.  運用備有推動性，甚或警示性功能的工具，鼓勵自己
   參與體能活動。（例如貼上自我創作警示口號）

 缺乏體力/ 1. 尋找註冊營養師的協助，檢視自己的飲食習慣，以確保
 覺得疲倦  能量攝取能滿足日常生活及基本代謝的需求。
  2.  尋找註冊西醫的協助，檢視有否
   其他病理因素，導致
   身體經常覺得疲倦。
  3. 盡量將體能活動編排在自己
   體力較充沛的時間進行。

 

缺乏
覺得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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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缺乏同伴 1. 參與一些團體性的體能活動及運動訓練班，以擴闊社交
   圈子。
  2. 嘗試主動邀約家人、朋友或同事參與體能活動。
  3. 如果有飼養狗隻，可考慮以攜同狗隻散步作體能活動。
  4. 選擇可以個人進行的體能活動，如緩步跑、競步行等。

 缺乏運動 1.  選擇不太需要技巧及設備的體能活動，如步行、遠足及 
 技巧/資源  行樓梯。
  2. 選擇於社區內免費的休憩空間進行體能活動，如緩步跑 
   及戶外健體設施。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不同類型的康體活動供市民
   參加，可瀏覽康文署網頁（www.lcsd.gov.hk）
   搜索不同類型的康體活動參加，亦可瀏覽
   及下載有關不同的運動教育資訊，
   自學有益身心的體能活動。

教育資
動。

，亦可瀏覽
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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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體能活動及活動強度認識體能活動及活動強度

日常生活中的低強度體能活動

1. 增加日常生活中的低強度體能活動，能有效幫助身體燃燒脂肪，
 維持正常體重，亦幫助骨骼健康生長。

2. 日常生活中的低強度體能活動是一種簡單及可在短時間內進行
 的活動，所以適用於一些非恆常參與體能活動或一些長期病患
 的人士，改善他們的健康及體能情況。

例如逛商場、花園漫步、家中踱步、低強度
室內／戶外體操（晨運）、栽植小盆栽、
晾曬、摺衣服

    

2

例
室
晾

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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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急步走（約5公里/小時）、
 騎單車（約16公里/小時）、
 行樓梯

‧ 做家庭事務（買菜、抱孩子、
 拖地、抹窗、吸塵、大掃除、
 洗車及一般園藝工作等）

‧ 行山、遠足

‧ 非競賽性的休閒娛樂體育
 活動（郊遊、嬉水、社交舞、
 排排舞、器械健體、水中
 健體、桌球、健體操、太極、
 伸展操及晨運等）

‧ 非競賽性的專項體育基礎動作
 練習（游泳、籃球、足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及
 壁球等） 

註5  METs：代謝等值（Metabolic Equivalent, MET）是用作形容不同體能活動的強度指標。
 身體維持於靜止狀態相等於1MET；在家中踱步相等於2METs；趕時間急步走相等於3至
 4METs；攜帶小型行李趕車相等於5至6METs；緩步跑及快速跑步相等於大過6METs
 的活動強度。一般而言，少於 3METs的體能活動屬於低強度活動；界乎3至6METs的
 體能活動屬於中等強度活動；而大於 6METs的體能活動則屬於劇烈強度活動。

適合不同年齡的中等強度的體能活動

 兒童及青少年（3 – 6METs註5） 成年人及長者（3 – 6METs）

 ‧ 步行、急步走（約5公里/小時）、
  騎單車（約16公里/小時）、行樓梯

 ‧ 遊樂場玩耍、一般歷奇遊戲

 ‧ 行山、遠足、步操

 ‧ 非競賽性的專項體育基礎動作
  練習（游泳、籃球、足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壁球、
  欖球、武術、體育舞蹈、柔道、
  跆拳道、棒球及壘球等） 

 ‧ 溜冰、踩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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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

 兒童及青少年（大於 6METs） 成年人及長者（大於 6METs）

 ‧ 急步走（約7公里/小時）、緩步跑
    （約8公里/小時）、跑步、騎單車
    （約20公里/小時）、跑樓梯

 ‧ 遊樂場追逐及奔跑（捉迷藏及
  兵捉賊等）、戶外歷奇遊戲

 ‧ 於坡度較高的地點行山及遠足

 ‧ 專項體育培訓（游泳、籃球、足球、
  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網球、
  壁球、武術、體育舞蹈、柔道、
  跆拳道、欖球、棒球及壘球等） 

 ‧ 競賽性的體育活動（游泳、籃球、
  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
  網球、壁球、武術、體育舞蹈、
  柔道、跆拳道、欖球、棒球及
  壘球等）

‧ 急步走（約7公里/小時）、
 緩步跑（約8公里/小時）、
 跑步、騎單車（約20公里/
 小時）、跑樓梯

‧ 做粗重的家庭事務（搬運
 大型物件及裝修等）

‧ 於坡度較高的地點行山及
 遠足

‧ 競賽性的休閒娛樂體育活動 
 或專項體育培訓（社交舞、
 游泳、籃球、足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及
 壁球等）

壘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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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計適合自己的體能活動

中等及劇烈強度體能活動的定義

  中等強度 劇烈強度

 運動時心率範圍 最高心率＊ 的65 – 75% 最高心率＊ 的76 – 95%

 表徵 進行體能活動時呼吸
  加速、流汗，以及心跳
  加快，但仍可持續應付
  而不至辛苦。 

 自覺竭力程度#

 0 – 10 分 
4 – 6分 7 – 8分

＊

進行體能活動時呼吸很急
速、大量流汗，以及心跳
非常快速，感覺辛苦而不
能持續應付。

#自覺竭力程度指標

各年齡的目標訓練心率範圍（以進行中等強度體能活動計算）

 年齡 心跳率 年齡 心跳率 年齡 心跳率

 18歲以下 進行體能
  活動時呼吸
  加速、流汗，
  以及心跳
  加快，但仍可
  持續應付而
  不至辛苦。  

  

0 0.5 1 2 3 4 5 6 7 8 9 10

毫無 非常 很微弱 微弱 中度 稍吃力 吃力  很吃力   非常，
感覺 微弱           非常吃力

51-55歲 107-123 
56-60歲 104-120 
61-65歲 100-116 
65歲以上 建議於自覺
 竭力程度
 指標4-6分
 範圍內進行

18-20歲 130-150
21-25歲 126-146
26-30歲 123-142

36-40歲 117-135
41-45歲 113-131 
46-50歲 110-127 

年齡 

18歲以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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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歲 120-138

最高心率 = 220 - 年齡



體能活動與卡路里消耗體能活動與卡路里消耗

體適能專家根據過去幾十年來的科研報告，建議每週最少透過
正規運動訓練消耗1000卡路里熱量，再配合採納活躍主動的生活
模式，額外消耗多1000卡路里熱量（綜合而言，每週2000卡路里熱
量消耗），可以大幅降低心臟病發風險，正面提升健康狀況。

不同活動會因本身的劇烈程度和時間的長短而消耗不同的熱量。
以下是一些能夠消耗大約150卡路里的體能活動：（以中等身材
成年人為例）

 日常活動及家務

 散步45分鐘  3.0-3.5METs

 行樓梯 15分鐘 4.5-5.5METs

 逛街 60分鐘   2.5-3.0METs

 大掃除40分鐘  3.5-4.0METs

 掃地 45-60分鐘 2.5-3.5METs

 吸塵 45-60分鐘 2.5-3.5METs

 抹窗 45-60分鐘 2.5-3.5METs

 洗車 45-60分鐘 2.5-3.5METs

 搬屋 30分鐘  4.5-5.5METs

 陪伴小孩進行靜態活動60分鐘 2.5-3.0METs

  陪伴小孩進行跑走活動30分鐘 4.5-5.5METs

  照顧嬰兒45分鐘 3.0-3.5METs

  與寵物玩耍、散步45分鐘 3.0-3.5METs

  彈琴60分鐘 2.5-3.0METs

  打鼓40分鐘 3.5-4.0METs

陪陪陪伴小伴小孩進孩進行靜行靜

 陪陪

 照照

 與與

 彈彈

 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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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太極40分鐘 3.5-4.0 METs

 乒乓球40分鐘 3.5-4.0 METs

 網球20分鐘 7.0-8.0 METs

 行山25分鐘 5.5-6.5 METs

 跳繩 15分鐘 9.5-10.5 METs

 游泳 25分鐘 5.5-6.5 METs

 跳健康舞 30分鐘（低撞擊）  4.5-5.5 METs

 跳現代舞、爵士舞及街頭舞蹈 30分鐘 4.5-5.5 METs

 器械健體 50分鐘（針對主要肌群作低至中負荷訓練） 2.5-3.5 METs

 瑜伽 60分鐘 2.0-3.0 METs

 跳社交舞 30分鐘（快節奏） 4.5-5.5 METs

 跳拉丁舞 30分鐘 4.5-5.5 METs

 踏單車 30分鐘（完成８公里） 4.5-5.5 METs

 步行 30分鐘（完成3.2公里） 4.5-5.5 METs

 跑步 15分鐘（完成2.4公里） 9.5-10.5 METs

 排球比賽 45分鐘 3.0-3.5 METs

 足球比賽 45分鐘 3.0-3.5 METs

 籃球比賽 20分鐘 7.0-8.0 METs

 羽毛球比賽20分鐘 7.0-8.0 METs

 高爾夫球揮杆練習50分鐘 4.5-5.5 METs

 高爾夫球30分鐘（自攜行裝 4.5-5.5 MET

   實地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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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路里消耗方程式

卡路里消耗（Kcal） = 代謝等值（MET） x 運動時間（min） x 體重（kg） / 60

例如一個體重60公斤的成年人，進行30分鐘中等強度的踏單車活動，他約
可消耗135 - 165卡路里（4.5 - 5.5 METs x 30 min x 60 kg ÷ 60）。

 級別 代謝等值（METs） 以60公斤人士計算，進行30分鐘
   該等級別活動可以消耗的卡路里

 低強度 少於 3.0 METs 30 - 90 Kcal

 中等強度 3.0 – 6.0 METs 90 - 180 Kcal

 劇烈強度 大於 6.0 METs 180 Kcal以上ETs 180 Kcal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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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活動須知體能活動須知

各類型體能活動的編排

‧ 熱身部份：最少5分鐘低強度心肺及肌肉耐力體能活動，然後最少
 10分鐘伸展運動。

‧ 鍛煉部份：20-60分鐘中等至劇烈強度體能活動，以鍛煉有氧
 鍛煉為主，配合適量的肌肉訓練、促進骨骼成長活動或身體
 平衡力訓練為輔。

‧ 整理/緩和部份：最少5分鐘低強度心肺及肌肉耐力體能活動，
 然後最少10分鐘伸展運動。

參與體能活動的安全意識及注意事項

‧ 市民需清楚了解進行體能活動的風險並確保該體能活動適合
 他們參與其中。

‧ 因個人的健康及體能標準各異，所以市民需選擇適合自己當時的
 健康及體能標準能夠應付的體能活動。

‧ 參與體能活動需持之以恆，並以層層遞進的方式進行，以致能夠
 符合指引的要求及達致健康的目標。不恆常進行體能活動的人
 需要以低難度及緩慢的進度去開始參與體能活動，其後再逐步
 提升他們的活動次數及時間。

‧ 兒童及長者在開始計劃適合自己
 的體能活動計劃前，最好先諮詢
 家庭醫生或教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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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至69歲人士在參與體能活動前，先填寫「體能活動適應能力與
 你（PAR-Q）」問卷，了解是否需要先進行醫學評估才開始體能
 活動計劃。（有關PAR-Q可到http://www.lcsd.gov.hk/b5/forms/
 parq.doc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各分區辦事處免費索取）

‧ 由於健康狀況及生理素質的差異，如未能成功根據上述指引進行
 體能活動，切勿強行鍛煉，請先諮詢專業人士的意見並尋求指導。
 如在進行上述鍛煉時或之後，身體產生不適及任何負面變化，
 請即停止練習，尋求醫生或其他專業人士的協助。 

其他注意事項

‧ 穿著適合的休閒運動服裝及鞋襪進行體能活動。

‧ 進行體能活動之前、過程期間或者之後，需要補充充足的水份。

‧ 應該選擇於適當的溫度及濕度下進行體能活動。避免於過熱及
 嚴寒的環境進行活動。

‧ 確保於安全及合規格的場地進行相關的體能活動。

結語

‧ 進行一些體能活動總會比完全不活動為好。

‧ 鼓勵在體能活動方面不活躍的市民開始多做體能活動，以達到
 體能活動量的「基礎指標」為起點。

‧ 鼓勵已達到「基礎指標」的人士追求更高目標，即每天做30分鐘
 中等強度體能活動。

‧ 請即開始你的體能活動計劃，開始活躍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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