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每周 150 分鐘運動習慣」這口號，是世

手機

增 認知障礙康復訓練
APP

練次數及持續性。

在家訓練自理能力

「康復 」功能主要是訓練病人的工作記
憶，發言人解釋：
「此訓練能增強長者解決
生活需要的能力，令認知障礙症患者能改善
日常生活事項的安排。職業治療師及臨床心
理學家會先評估病人能力，才處方相關訓練
予病人 ， 使訓練能更配合病人能力 ， 從而
達致最佳訓練效果。」由於大部分「 康復 」
使用者均為長者或輕度認知障礙症患者，程
式特別設有提示功能，病人可經有關提示訊
息直接進入訓練版面，開始進行訓練。

機的次數 ， 上床絕對不
看，否則很易打消睡意，
令人更浮燥，思緒更多，
難以入睡 ， 如果多夢淺
眠，睡了也枉然。
上床蓋被關燈後 ，
可以做深呼吸， 留意吸氣
脹肚 ， 自己可慢慢地數
一、二、三、四，然後稍
停，再呼氣一、二、三、
四（ 或五 、六 ）， 清空大
腦，讓橫隔膜得到運動，
準備好眠。 腦袋裡出現甚
麼回憶片段，就隨它去，
不要追住想。讓我們一同
努力，睡得好。

行得好，睡得好
安樂耆兵身體好

山 、 大帽山 ，
千金也買不到。
總 之 愈 難 行 愈 （二 ）怎樣睡得好
爽。 不過這是要看平日鍛
有 位 年 輕 長 者
煉強度及個人體質的， 不 （ young old
）教路：最好
需與人比較， 從容些的可
固定睡覺時間（ 例如十一
以選家樂徑， 或走平路行
點 ），然後推前兩小時（約
水壩， 甚至只是落平台花
九點 ）起 ， 逐步將家中的
園散個步也好呀。 只要有
燈熄掉，及慢慢校暗，最
恒心，天天做就好。好處
後只剩一盞小檯燈， 上床
是甚麼？像筆者媽媽說的
睡穩就關掉。 她說這樣做
「吃好、睡好、拉好 」。
可以培養入睡情緒。
做草球按摩義工時，
現在老友記也常以手
聽有位伯伯說， 每日都會
機或平板煲劇， 與親友通
揹個小肩袋， 無目的地健
訊 ， 令秋燥期間雙眼吃
走三數小時， 聽完也戥他
力，陰火更盛，所以傍晚
開心。雙足強健身體好，
後， 最好慢慢減少使用手

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查詢：39744608。

月

◆皓

◆ 梁穎勤

• 病人可根據職
業治療師預先
設定的日程表
完成訓練。

醫

當日夫老妻年少，如今妻也白髮了；
妻撒女兒嬌，夫莫嫌煩擾！
重溫舊時情，此情亦奇妙！

計劃成為 50+
市民的運動
•
平台，也是新的社交圈子。

「開界衞生組織建議成年人，每周進行 150

用程式推出至上月，已有八百多名病人參與
院管理局（ 醫管局 ）去年底推出流動
過訓練。
應用程式「 HA Go
」，採用實名登記
制度，市民可隨時查閱個人的覆診日程、
治療師處方 遙距監察
醫院管理局發言人表示：
「有關功能屬
配藥紀錄、藥物資訊和過敏紀錄等。「 HA
遙距醫療的一部份，為病人提供於醫療環境
」的「康復 」功能於今年七月加入新
Go
以外的地方接受康復服務的機會，通過擴大
內容 ， 由職業治療師及臨床心理學家
康復訓練的強度和連續性，從而提升患者的
共同參與研發，專門服務有認知障礙
康復進度 。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 該功
的特定病人， 包括中風、 認知功能
能亦可為未能前往醫院覆診的病人提供遙距
受損和輕度認知障礙的長者病人。
病人透過遙距康復服務電子平
康復服務。」
台， 可以在家居接受訓練。 應
醫院管理局早前亦在報章專欄上介
紹， 病人需要根據預先安排
的訓練時間「 玩遊戲 」， 病
人每次完成訓練後， 程式都
會記錄病人的訓練分數， 職
業治療師便可以透過遙距平
台監察， 再因應病人的康復
進度調整訓練難度、 增加訓

秋

季如果
皮膚乾
燥 ， 覺痕癢 ，
或者不小心冷倒，
惹傷風 ， 都會影響
心平氣和， 令老友記
睡不安枕 ， 面容較憔
悴。記得保暖肩頸位，
每天心平氣和 ， 保持運
動。
（一 ）每日輕量運動
認識一位做地盤的伯
伯，他每個禮拜都行山，
還要行難度高的老虎頭

香山亞黃
◆

會。例如，他們可自行策劃服務，將每周 150 運
動的意義推廣到區內，而服務對象包括深水埗或
大埔區的長者中心、社區中心甚至劏房戶。要有
健康的體魄，才能擁抱豐盛的人生下半場，在相
關地區居住而又有興趣運動的朋友，可致電 6019
1673 阿保（深水埗），或 6019 7662 張姑娘（大埔
太和區）查詢詳情。

治老奇方之六十二

•
起來。這個 150 分鐘的運動習慣，
包括體能及心靈以至個人社交關
係環節。除了適合不同人群的肢
體動作是屬於帶氧運動外，還有
多元化的活動，包括禪繞畫、和
諧粉彩班、參觀有機農場和營養
講座等等。
向朋友及社區介紹運動
另一方面，該會在今個月及
稍後時間推出義工訓練課程，由
導師因應個人不同喜好及體能，介紹為期八星期
的 75 分鐘舒痛伸展運動班，提升大眾對不同運
動的樂趣。接受訓練後，義工們需要向身邊三位
朋友推介運動的好處，鼓勵他們養成每周 150 分
鐘的運動習慣，令大家有伴同行。
持續有興趣的學員還可以借此機會回饋社
分鐘中等強度帶氧活動，養成健康身體好習慣的
開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去年獲得馬會資助「健康
新生營 」計劃，內容是利用社區空置的地方，為
年滿 50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提供身心健康場所，倡
導每周 150 分鐘運動的良好健康習慣。於是，該
會便撥出青少年中心白天的開放時間，以及教會
閒置場所，讓中老年人有更多活動環境及上課空
間。
心身也健康
該會服務發展主任陳志強表示：「世界衞生
組織的運動指引可增進心臟、肺部、肌肉和骨骼
健康，甚至可減少非傳染性疾病。反觀香港，曾
有研究指出，50 歲至 64 歲被訪者中，7 成多人
都是 50 歲後才開始做運動。他們年輕時或在
職期間都基於工時長、沒時間、沒動機及沒
興趣等原因遠離運動。」
因此，該會希望為 50 歲以上市民提供
一個動機或誘因，希望他們能夠有一新活動
空間，一個新的社交圈子，令身心靈都健康

◆ 李孟進

I50 運 動 結 伴 行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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