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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有吉時 中午做最佳
教院指對心肺功能幫助大 論文刊醫學期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日日運動身體好，不少人都會探求不同
方法，例如配合調整飲食餐單、建立運動習慣規律等，以其達到最佳運
動效果，但原來「何時做」也可能是當中的關鍵。本身為兼職田徑教練
的教育學院運動科學三年級學生錢晉業和研究團隊，針對一群中學男生
於不同時段的運動成效表現，深入剖析他們的最大攝氧量、心跳率、體
溫及血液乳酸濃度等數值，發現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為一天內最理
想的運動時間，即對心肺功能幫助最大，有關論文獲運動醫學期刊刊
登，更將於明日在教院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錢晉業表示，人體內的生理時鐘會令
人在某些時間感覺肚餓、眼睏等，

他相信那亦有機會於帶氧運動出現，遂以
此作為副學士畢業論文探討題目，直至升
讀學士再進行深入研究。他和團隊在 2013
年底邀請來自 4 間中學、35 名中一至中
六有參加校隊訓練的男生進行測試，要求
他們在分別三天的上午、中午及下午進行
20 米漸速來回跑，量度他們的最大攝氧量
（VO2Max）、心跳率、體溫及血液乳酸
濃度等等。研究結果顯示，在與心肺功能
密切相關的最大攝氧量一項，該批學生在
中午運動時數值達 43.86 個單位（ml/kg/
min），明顯高於其他時段，也算是最適
合的運動時間。

倡學生午膳前做運動
此外，研究亦發現，若在這有關時段
進行約 30 分鐘帶氧運動如慢跑和游泳，
也有效提升運動效能，以達致最佳的心
肺功能。
不過，中午雖然屬於最有效運動時段，
但亦正值學校午膳時間，錢晉業認為，學
生可以活用有關時間，在飯前先進行15至
20 分鐘夾雜休息時間、適合一般人練習的
運動，如高強度間歇訓練（HIIT）或高強
度循環訓練（HICT），以有效提升心肺
耐力。他又提到，同學也可考慮進行近年
流 行 較 短 時 間 的 「7 分 鐘 鍛 煉 」 （7
minutes workout），進行 12 組不同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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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例如仰卧起坐、深蹲和開合跳等，
但緊記要多做熱身。

少吃多餐減對運動影響
錢晉業又指，是次研究結果主要針對
作 息 時 間 較 穩 定 、 18 歲 以 下 的 中 學 男
生，他們一般在早上 7 時起身晚上 11 時
睡覺，還需要更多資料才能確認研究的

普遍性。
研究團隊成員、教院副學士部一級專任
導師周志清則建議，針對提升青少年運動
成效，學校可考慮延長午飯時間，讓同學
妥善分配時間做運動、休息和吃午飯。錢
晉業進一步指，學生也可考慮少吃多餐，
例如在小息時吃小食、吃輕量午飯等，減
低利用午膳時間做運動的影響。

「大男孩」拓藝術裝置奪創業金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本港青年創業風氣日盛，
分別於大學建築、藝術課程畢業的吳鎮麟（Otto）、黃
卓健（Ricci）和葉晉亨（阿亨），利用他們在業界多年
經驗與人脈，因應抽象的藝術與實用的建築，透過創立
的設計及藝術公司將兩者結合，開展一手包辦室內、櫥
窗、商場佈置和藝術裝置等的設計和製作生意。他們成
功將藝術意念變成一般普羅大眾可接觸的展覽裝置，並
成功獲得由香港青年協會和匯豐工商金融合作的「匯豐
青年創業大獎2015」金獎。

成立一年 攬逾百項目
「匯豐青年創業大獎 2015」於日前舉辦頒獎典禮，金
獎由 Otto、Ricci 和阿亨 3 位 29 歲至 36 歲「大男孩」組成
的實現室有限公司奪得，他們除可得到 10 萬港元的現金
獎和獎盃外，亦可獲免費雜誌廣告和網上推廣機會，更
能免費參加青協舉辦的海外商貿交流團向世界各地的同

行「取經」。
3 人在創業前已於建築及設計業界累積了不少經驗，
Otto 分享指，現時坊間裝置製作公司往往缺乏專業的設
計師，所以他們特別將設計和製作的流程融合，一手包
辦例如室內、櫥窗、商場佈置和藝術裝置等的設計和製
作，既可讓設計師激發創意，亦能更有效控制設計及裝
置的時間和成本，而公司成立的短短一年間，他們已成
功累積逾百個不同類型的設計和工程項目。他又表示，
公司的目標是將似是虛無飄渺的藝術及實用的建築結
合，例如在商場的裝置展覽，「有藝術成分，吸引到大
人的眼球，同時小朋友又可以到場玩，不會有『離地』
的感覺。」
阿亨則笑言他們3人都是「大男孩」，十分貪玩，因此
多個項目都是以遊樂場為主題，包括早前為太古城誠品
書店的展覽，設計了一個結合書店和滑梯的項目。
2011 年於理工大學設計課程畢業的黃文翰和李德駿，

■紅茶協會一連五天出動「金茶王」流動奶茶車，每位市
民可免費獲贈港式奶茶一杯。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
有機構昨日起一連兩日在油塘舉行
招聘會，餐飲及零售行業繼續高踞
職位空缺榜首，物業管理公司則緊
隨其後。現場共 4 間物業管理公
司，提供近 500 個職位空缺，其中
物業管理主任一職，月薪介乎 1.4
萬 元 至 2.4 萬 元 ， 吸 引 不 少 人 問
津。有大學生表示，基層工種起薪
點一般，但是大學生晉升空間較
多，認為值得嘗試投身。

招聘會提供逾三千職

學生向來是招聘會常見的臉孔，
不過踏入暑假中段，大多數學生找
到工作，昨日招聘會的人流一般，
只有約 900 多人次。現場有 30 多間
公司參加招聘會，提供逾 3,000 份
工作，餐飲及零售繼續高踞職位空
缺榜首，單是某間大型公司已經提
供超過1,000個職位。
物業管理範疇多樣，包括保安
員、客戶服務助理、維修技術人員
及屋苑會所助理，當中以保安員最
渴市。有物業管理公司職員透露，
隨着香港大型豪宅、甲級寫字樓及
酒店不斷落成，對保安員需求增
加。該職員又指，甲級寫字樓保安
員的月薪可達 1.6 萬元，因為這類
寫字樓較多面對外籍人士，必須具
備一定的英文能力。

「由低做起 終點不同」

■（左起）黃卓健、吳鎮麟和葉晉亨創立的實現室有限
公司在「匯豐青年創業大獎2015」獲得金獎。 黎忞 攝
則以標榜「香港特色、香港設計、香港製造」的紙藝產
品公司獲得活動的銀獎，他們的產品多以香港地標和文
化特色為主題，並交由庇護工場生產。

「金茶王」周街贈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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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零售最缺人 大學生有意投身

■暑假中段，由於多數學生找到工作，故昨日
招聘會的人流一般。
翁麗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港式奶茶是本港
獨有的飲食文化產物，為宣揚及傳承奶茶文化，香
港咖啡紅茶協會昨日起一連五天出動「金茶王」流
動奶茶車，穿梭於港九新界 10 個地區，在每日中午
12 時及下午 4 時半大派香滑奶茶，每位市民可免費
獲贈由「金茶王」即席沖調的港式奶茶一杯，回味
昔日大排檔風味，及慶祝奶茶誕生逾百年。
出席活動的香港咖啡紅茶協會主席黃家和表
示，希望透過舉辦不同活動與市民同樂，並繼續
將獨特的港式奶茶文化傳揚海外，把它一代一代
傳承下去。

目前就讀理工大學的吳同學表
示，特意到場了解不同工種目前的
「市價」及錄取條件，為日後就職
作準備。他現時在餐飲行業兼職，
指不少基層工種起薪點較低，但相
信大學生入場具一定優勢，「大家
起跑一樣辛苦，由低做起，但終點
（晉升階梯）卻不相同。」
來自東北的姊妹花
陳小姐及葉小姐，剛
取得城市大學電腦工
程與資訊科技系碩士
學位，昨日到招聘會
希望尋得心儀工作，
惟場內提供的職位類
別偏少，餐飲及零售
■吳同學認為，大學生
已佔去大部分，她們
從事基層工作有較大晉
只逗留半個小時就離
升空間。 翁麗娜 攝
開。葉小姐表示，同
班的內地同學多是廣東人，由於能操流利
廣東話，早於 6 月份已經找到工作。陳小姐
表示，已經寄出多份履歷表，如半年內無
消息，會考慮到深圳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