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教練經驗

現職 中學體育科主任

1984-1987 高露潔女子田徑訓練班中長跑教練

1987-現在 在任教學校擔任中長跑教練，並帶領學校
運動員
1. 連續五年（1989-1994）奪得校際越野

賽（第一組）團體全場總冠軍
2. 連續三年（1989-1992）奪得香港業餘

田徑總會越野聯賽學校男子乙組團體
冠軍

3. 連續兩年（1990-1992）奪得香港業餘
田徑總會越野聯賽學校男子甲組團體
冠軍

1996-1998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青年田徑隊中長跑教練

1996-2001 公民體育會暑期田徑訓練班中長跑教練

1996-2000 所屬運動員 Amie Shuttleworth 多次代表香
港出席國際、埠際賽事及香港國際金一哩



教學/教練經驗

1997-2月 帶領香港青年隊出席於日本千葉縣舉行之
第四屆亞洲越野錦標賽

1997-2002
2006-2014

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一級、二級及三級教
練班，運動通論課程－運動心理學導師

1999-2002 所屬運動員 Sarah Shuttleworth 多次代表
香港出席國際田徑賽事，並於2001年打破
香港青年組（AAA Junior）400 米紀錄，
時間為 55.92"

2006-2010 聯校運動中心緩步跑班及興趣小組教練

2007-2008 城大 Quali-Run for Wellness 2007 教練

2007-現在 城大渣打香港馬拉松 Running Clinic 教練

2009-2012 浸大渣打香港馬拉松訓練班教練



曾獲獎項

1984 四師越野賽男子組個人冠軍

1984-
1987

多次奪得四師田徑賽 800 米、1500 米、
5000 米及 4x400 米冠軍

1985 大專田徑賽 1500 米冠軍

1996 香港教育署第一屆“最值得表揚教師”

2000 以香港體育教學網獲得香港資訊校園教
學資源上網獎勵計劃之金獎及特別獎

2010 香港教育署第十五屆“最值得表揚教師”

2010 浸大渣打香港馬拉松隊“最佳教練”

2011 浸大渣打香港馬拉松隊“最佳教練”

2012 浸大渣打香港馬拉松隊“最佳教練”



曾獲獎項

2013 香港常青田徑賽 50 歲組 800 米第三名

2014 第 11 屆中華民國常青田徑國際錦標賽
50 歲組 800 米第三名、4x400 米冠軍、
35 歲組 4x100 米冠軍

2014 香港常青田徑賽 50 歲組 800 米冠軍

2015 第 12 屆中華民國常青田徑國際錦標賽
50 歲組，400 米冠軍（破香港 50 歲組分
齡紀錄）、800 米冠軍、4x100 米第三名、
35 歲組 4x400 米冠軍

2015 香港常青田徑賽 50 歲組 400 米冠軍（破
香港 50 歲組分齡紀錄）、4x400 米第二
名。



曾獲獎項

2016 香港常青田徑賽 50 歲組 800 米季軍、
4x400 米冠軍（破香港 50 歲組分齡紀錄）

2016 亞洲常青田徑賽（新加坡舉行） 50 歲組
1500 米第九名

2017 香港常青田徑賽 50 歲4x400 米冠軍

2018 第 15 屆中華民國常青田徑國際錦標賽
55 歲組，400 米冠軍、800 米冠軍



第一課：跑步安全嗎？



跑步安全嗎？

渣打香港馬拉松的死亡事故

年度 性別 年齡 事發地點

2006 男 53 馬拉松賽事起跑後 13公里

2012 男 26 半馬拉松賽事過終點後 40米

2015 男 24 10公里賽事終點線前數百米

2017 女 52 10公里賽事終點線前約 300米

2018 男 50 10公里賽事起跑後約 6公里



跑步猝死的風險

渣打香港馬拉松

• 自 1997年起超過 952,600名參與者。

• 自 1997年以來 5宗死亡事故。

– 5/952,600 或 1/190,520

自 1997年起參賽人數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076 6,400 6,954 7,154 10,520 13,574 18,386 24,324 31,330 40,174 43,95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50,577 59,113 60,077 65,168 70,072 73,953 73,334 73,805 73,895 74,402 74,365



跑步猝死的風險

早期的研究數據

• Maron 等（1996）

–心臟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的死
亡風險為 1/50,000。

• Pedoe（n.d.）

–從 1981至 2003年，倫敦馬拉松共錄得 7宗死亡
事故或 1/67,414。

• Pedoe（2000）

–紐約馬拉松則為 3/400,000。



跑步猝死的風險

早期的研究數據

• Frere 等（2004）
– 1996至 2000期間的 10公里、12公里、15公里及半馬拉
松長跑。

– 1,636,720名參賽者中出現 5宗死亡事故或 1/327,344。

– 與 Maron 等（1996）及 Pedoe（2000）的馬拉松研究
結果相比較下：

• 較短矩離賽事的風險：3.1/1,000,000。

• 馬拉松賽事的風險：14/1,000,000。

• 較短矩離賽事間的風險並無顯著差異。



跑步猝死的風險

Roberts (2005): SCD Rates from the Twin Cities 
and Marine Corps Marathons

• 1976至 1995：221,318名參賽者，1/55,000。

• 1996至 2004：220,606名參賽者，1/220,000。

• 兩個群組的參賽人數相約。

• “This decrease in mortality observed among race participants 
experiencing cardiac arrest since 1995 i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expanded access to external defibrillators（體外心臟
去顫器）now available on many road racing courses, 
including the marathon.”



跑步猝死的風險

Webner 等 (2012): SCA and SCD in US Marathons 
from 1976 to 2009

• 1/57,000 心搏驟停（Sudden Cardiac Arrest，SCA）
及 1/171,005 心臟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
SCD；28人或 93% 男性，平均年齡為 49.7歲）。

• 大部分發生在中年或以上的男性。

• 最常出現於比賽的較後階段。

• 能及早處理，並用上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的復甦機會較
高。



跑步猝死的風險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跑步猝死的風險

Webner 等 (2012): SCA and SCD in US Marathons 
from 1976 to 2009

• 如未有及早處理心搏驟停，死亡率可超過 95%。

• 出現心搏驟停後，每延誤採用心臟去顫器 1分鐘，
存活率就下降 7–10%。

• 若能在出現心搏驟停的 3分鐘內
使用心臟去顫器，存活率可提升
至高達67%–74%。



跑步猝死的原因

Semsarian 等 (2016)

• 35歲以下

–肥厚型心肌病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 不明的左心室肥大，
可導致室性心動過速/心室顫動及心臟性猝死。

–先天性冠狀動脈異常
Congenital coronary artery abnormalities



跑步猝死的原因

Semsarian 等 (2016)

• 35歲及以上

–多數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有關。



跑步猝死的預防



跑步猝死的預防

PAR-Q & YOU
1. 醫生曾否說過你的心臟有問題，以及只可進行醫生建議的

體能活動？

2. 你進行體能活動時會否感到胸口痛？

3. 過去一個月內，你曾否在沒有進行體能活動時也感到胸口
痛？

4. 你曾否因感到暈眩而失去平衡，或曾否失去知覺？

5. 你的骨骼或關節（例如脊骨、膝蓋或髖關節）是否有毛病
，且會因改變體能活動而惡化？

6. 醫生現時是否有開血壓或心臟藥物（例如 water pills）給你
服用？

7. 是否有其他理由令你不應進行體能活動？



跑步猝死的預防



Wong-Sir意見

• 身體檢查

–近親有心血管疾病

–其他人：PAR-Q

• 做足準備、安全措施

• 量力而為、適可而止

• 循序漸進、不可勉強

• 參加跑班、擇善而從



熱身運動

目的
• 使人體能夠從平常安靜的

狀態，過渡至正式運動時
緊張的肌肉活動狀態。

步驟
• 從一般性準備活動開始，這類活動包括輕鬆的步

行、慢跑、跳躍及伸展運動（柔軟體操）等練習。

• 接下來就可以進行專門性的準備活動，這類活動
的動作結構、節奏、強度和速度等，都近乎於正
式的運動項目。

• 熱身完畢後，就可以正式開始練習或比賽。



整理運動

目的

• 讓血液循環逐漸回復
正常。

步驟

• 練習或比賽完畢後，繼續步行或放慢腳步跑多 2 
至 3 分鐘，才真正停止下來。

• 待呼吸順暢後，應該再多做 5 至 10 分鐘的伸展
運動，才正式完結一節訓練課。



Wong-Sir意見

初學者或緩步跑參與者

• 體適能往往較差，正式練習跑步的時間也很少超
過 20 至 30 分鐘。

– 熱身活動的時間以 10 分鐘左右為宜。

– 緩步跑的熱身可以從 2 至 3 分鐘的急步行或慢跑開始，
接著做幾分鐘的伸展運動（即俗稱的拉筋），然後便
可以正式開始跑步練習。

急步行
或慢跑

伸展
運動

正式
練習



Wong-Sir意見

體適能得到改善後

• 在熱身階段的伸展運動之後，再做幾次（60 至 100 

米左右）速度稍快的步速跑或加速跑，才正式進行

跑步練習或比賽。

• 但仍毋須做過多的伸展運動。

– 過度伸展的肌肉及軟組織，會降低了腿部著地時儲存位能

（potential energy）的能力，反而影響了跑步效能。

• 正確的做法是跑步完畢後再做足夠的伸展運動，以

改善身體，特別是下肢的柔軟度。

• 在正式練習或比賽前，應該多做專門性的準備活動。



Wong-Sir意見

體適能得到改善後

慢跑
伸展
運動

步速跑
加速跑

練習
比賽

伸展運動
體能運動



答問時間



認識更多

http://www.tswongsir-runners.guide/
http://www.tswongsir-runners.gu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