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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得力”计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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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部肌力 16％至20％
行走路程 12％至23％
站立速度 7％至16％
平衡感   4％至10％
手部握力 3％至27％

参与者体能增强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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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调查员在年长者参与计划前后为
他们进行体能测试，并对比前后结果，
由此计算他们的进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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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原本高高兴兴的家庭
旅行，化作佘妹妮的一场梦魇。
她在旅行时突然中风，导致右侧
手脚瘫痪，需以轮椅代步，甚至
因此患上抑郁症。所幸她在“健
得力”计划下，通过长期运动治
疗渐渐改善行动能力，如今她能
独立行走，也能亲自为家人烹煮
一桌好菜。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去年
4月正式推出“健得力”（Gym 
Tonic）计划，致力通过先进的健
身器材和检测系统，为年长者量
身制定运动疗程，达到复健和增
强体能的效果。
　　物理治疗师可根据年长者的
个人情况设置健身强度，年长者
则只需要使用专属的感应卡在智
能健身器上启动个人运动模式。
健身器可记录年长者的运动情
况，再把资料发送至中央系统，
以让物理治疗师每三个月调整运
动疗程。
　　计划推出至今，参与的疗养
院及日间看护中心从原本的12家
倍增至25家。当中16家已展开计
划，另九家将在今年底至明年间
正式推行。
　　参与的年长者人数也从试
验期的30人，增加至近1000人，
连氏基金会预计到了2018年将有
4500人在计划下受益。
　　基金会日前针对179名年长者
展开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在参与

计划后，身体机能显著提升，腿
部肌力、手部握力、站立速度、
行走路程，以及平衡感都有所进
步，日常生活也变得更自立。
　　73岁的佘妹妮约一年前加入
计划，每周两次到职总保健合作
社旗下的银之圈乐龄护理中心接
受复健治疗。
　　参与计划后，她不仅能独立
行走，还能亲自到巴刹买菜，为
家人下厨。
　　佘妹妮说：“我最喜欢做
菜，但中风后我不仅不能煮饭，
连穿袜子这种小事，都必须依靠
女佣和家人。我顿时失去自信，
每天郁郁寡欢。现在看到家人开
开心心地吃我做的饭，我的心情
也开朗许多。”
　　佘妹妮每三个月可获取一份
进度评估报告，这也成为她积极
运动的动力。
　　她说：“我在中风后曾尝试
在家里运动，但不见成效，所以
做到一半就放弃。虽然中心的运
动疗程不会马上见效，但我至少

可以通过数据看到康复进展，运
动起来也更有目标。”

新计划也帮助 
疗养院节省人力
　　除了协助年长者更有效地增
强体能，计划也有助疗养院和日
间看护中心节省人力资源，提高
生产力。
　　银之圈乐龄护理中心高级物
理治疗师邬玛指出，在计划启用
前，物理治疗师必须为年长者进
行一对一的复健治疗，确保他们
完成所设的运动数量，也得亲自
记录他们的进展。
　　不过计划启用后，年长者可
自行依据健身器上的指示运动，
器材也会记录年长者是否达标。
　　她说：“如今一名物理治疗
师可同时监督六名年长者，他们
只需从旁协助行动困难的年长者
上下健身器，事后也不必花时间
记录和分析年长者的进展。这不
仅为治疗师节省不少时间，也加
强了治疗的精准度。”

　　“健得力”计划原本只开放
给有复健需求或身体虚弱的年长
者。不过，蒙巴登路惹兰峇株一
带的居民下来也可加入计划，在
下班时间使用智能健身器。
　 　 位 于 惹 兰 峇 株 （ J a l a n 
Batu）的圣希达社区服务中心
（St Hilda's Community Services 
Centre）今年底将正式启动“健
得力”计划。
　　除了让日间看护中心的年长
者参加计划，中心也将开放200
个名额，让附近45岁以上的健康
居民成为“健得力”会员。

　　中心的“健得力”智能健身
器材将在傍晚5时至晚上9时开放
给居民使用。居民只需缴付象征
性费用便可加入计划，获得物理
治疗师详细的身体机能评估，以
及量身制定的健身疗程，强化肌
力较弱的部位。

数据或用作运动与衰老研究
　　中心副总监林爱秋受访时解
释，“健得力”计划虽然针对年
长者而设，但也有助健康国人增
强体能，减缓身体的老化速度。
一旦步入中年，人的体力就会逐

渐退化，国人必须提早锻炼身
体，为老年生活做好准备，通过
运动减低将来摔倒或患上老年疾
病的风险。
　　林爱秋也指出：“物理治疗
师的医学知识比一般健身教练更
深入，能更准确评估居民的身体
情况。相较于一般健身房，‘健
得力’计划可为居民提供更具针
对性的运动疗程。”
　　中心也有意在下来五年至10
年收集参与居民的健康评估和健
身成果报告，用于研究运动和衰
老速度之间的关联。

年长者只需在智能健身器上扫描专
属的“健得力”感应卡，便可启动
个人运动模式。（周柏荣摄）

佘妹妮中风后每周定期参与“健得力”运动疗程，身体机能取得显著改善。（周柏荣摄）

个人化运动疗程助年长者改善体能
连氏基金推出“健得力”计划

这项去年4月推出的计划，
通过智能健身器材和检测
系统，为年长者量身制定
运动疗程，达到复健和增
强体能的效果。至今已有
1000名年长者受惠。

惹兰峇株健康居民也可参加计划

脱落遮阳墙的移除工作下午3时45分展开，工作人员先运
用绳索将遮阳墙绑好，在露天停车场待命的吊秤车接着从组屋后方缓缓
吊起遮阳墙，拆除工程引来大批公众围观。（梁麒麟摄）

专家：脱落遮阳墙钢筋或断成两截
不可能没有钢筋

杨漾　邱振毅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kiewzy@sph.com.sg

　　组屋混凝土遮阳墙脱落，有
可能是因雨水空气长时间腐蚀导
致。也有公众质疑，遮阳墙脱落
的连接点没有见到钢筋，质疑工
程质量有问题。
　　不过新加坡工程师学会前会
长张奇善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强调，无论是较传统的混凝土
遮阳墙，还是近年来常用的铝制
遮阳墙，它们与组屋主体结构之
间一定会以钢筋连接起来，不会
直接“粘”上去。
　　淡滨尼23街一座组屋四楼的
遮阳墙昨早断裂脱落，所幸被楼
下的遮阳墙撑住，才不至于坠落
到地面。
　　张奇善指出，这类混凝土墙
一旦出现裂缝，雨水便容易侵入
内部，时间一久，雨水和空气产
生的化学作用，可削弱连接建筑
主体和遮阳墙的钢筋承受力，加
上混凝土结构较重，最终可能不

负重荷断裂。
　　他说：“这类情况虽不常
见，但也不能排除发生的可能
性，特别是若墙上出现裂缝而未
察觉。用钢筋连接遮阳墙和主体
建筑是基本工程要求，公众没看
到钢筋暴露在外，也有可能是它
已断成两截，被混凝土掩盖。”

腐蚀混凝土结构需一年
　　据了解，从墙壁出现裂缝到
最终遭腐蚀导致混凝土结构脱
落，需一年左右的时间。
　　张奇善指出，遮阳墙不属于
主体建筑，因此不会对整体建筑
构成危险，但为安全起见，组屋
其他楼层的混凝土遮阳墙或有必
要进行检查。
　　脱落遮阳墙的移除工作昨天
下午展开，由于遮阳墙左侧脱
落，右侧仍相当牢固，工作人员
须使用切割工具和铁锤拆除，过
程历时超过一个小时。工程期
间，能看见不少碎石从遮阳墙周
围落下。 

　　组屋四楼居民张宝达（57
岁，清洁工）所住的单位离受影
响遮阳墙不远，事发后她对组屋
结构感到担忧。
　　她说：“房子屋龄已高，发
生这样的事，我难免会担心。楼
下咖啡店周末有很多人来吃东
西，幸亏没发生意外。希望当局
能对遮阳墙进行改良，确保结构
安全。”    
　　事发组屋楼下有多间邻里商
店，受影响的业者昨天大多选择
提早打烊，仅剩一家药材店在受
影响范围封锁期间继续营业。
　　药材店的20岁容姓职员说，
老板认为事故影响不大，因此选
择继续营业，他和同事也都不担
心组屋结构安全。
　　另一家文具店则在傍晚6时恢
复营业。售货员黄凯文（27岁）
说：“这里周末生意通常不错，
早上关店对生意造成一定影响。
我也看到很多顾客选择从组屋后
面走来，可能因为担心危险，不
敢从前面经过。”   

上午约10时：
组屋四楼遮阳墙突然脱落，
由三楼遮阳墙撑住。

中午12时50分：
工人用建筑安全网将遮阳墙
围起，以防石块掉落。

下午3时45分：
工人为遮阳墙系上三条连接
屋顶的绳索加以稳固。

下午4时45分：
工人用切割器及铁锤将遮阳
墙另一侧拆除。

下午4时55分：
吊车将遮阳墙吊起，完成移
除工作。

下午5时20分：
工人给出现裂痕的三楼遮阳
墙系上绳索，加以稳固。

淡滨尼组屋遮阳墙脱落

拆墙步骤①： 工作人员先用绳索将脱落的混凝土遮阳
墙绑好，接着由吊秤车从组屋后方缓缓吊起遮阳墙。

（梁伟康摄）

拆墙步骤②： 混凝土遮阳墙顺利移除后，由吊秤车吊至事发组屋后方的露天停车场。
（梁伟康摄）

拆墙步骤③：

Source: Lianhe Zao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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