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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器材和检测系统

“健得力”奏效为年长者再辟八地点
开放给公众的地点分布在大巴窑、碧山、宏茂桥和淡滨
尼等。已为“健得力”投入 352 万元资金的连氏基金预
计，到了 2019 年，健得力会扩展至超过 32 个地方，约
4500名年长者将受益。
李熙爱

报道

leeheeai@sph.com.sg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前年特为
年长者设立的“健得力”计划，
效果显著，将开放另八个地点给
年长公众参与，把有健得力器材
的地点增至27个。
开放给公众的地点分布在大
巴窑、碧山、宏茂桥和淡滨尼
等。已为“健得力”投入352万元
资金的连氏基金预计，到了2019
年，健得力会扩展至超过32个地
方，约4500名年长者将受益。
为鼓励年长公众加入计划，
连氏基金也从即日起至明年2月14
日，让300名65岁以上的人士免费
试用健得力。有兴趣者可上www.
gymtonic.sg/signup/报名。

收费视个别机构而定
每月介于10元至50元
其他年长者也可到任何一家
开放给公众的地点参与，收费视
个别机构而定，每月介于10元至
50元。
连氏基金推出的“健得力”
（Gym Tonic）计划，通过为年长
者量身订做的健身器材和检测系
统，帮助年长者增强体能，扭转
身体弱化的情况。
“健得力”的六种器材全部
通过气压达成阻力训练效果，器
材连100克的微差也能调整，确保
训练不会太激烈，适合不同体力
的年长者。
参与的年长者每周进行每次
30分钟的训练，为期12周。每人

会有专属的感应卡，只要放在健
身器材上，就能记录培训进度和
器材的个人设置。共有51名物理
治疗师、健身教练和经理飞往芬
兰受训，学习更好地使用“健得
力”。
计划推出的两年来，共有
2000名来自10多家疗养院、日间
看护中心，以及乐龄活动中心的
年长居民或会员参与。由于效果
显著，基金如今也开放另八个地
点给年长公众参与。
此外，连氏基金今年与约400
名参与健得力计划的年长者进行
调查，住在乐龄护理中心的体弱
年长者当中，超过一半（55％）
使用健得力后体力改善，甚至有
3％在完成12周计划后变得健壮。
住疗养院的体弱年长者，约
四成（41%）表示体力也有所改善。
这意味他们的行走速度更快、走
路时较不喘、体力也更强。
其中一名受益者是97岁阿嫲
刘顺仙。她去年11月在家跌倒
后，走路时又酸又痛，索性留在
家中三四个月不外出。
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每周两
次到大巴窑关怀乐龄活动中心参
与“健得力”计划，三个月后脚
部肌力提高，平衡感也更好。
她说：“我现在走路更快，
脚也没那么痛，连续走两座组屋
都不需要坐下休息。我已恢复到
咖啡店找朋友的习惯，走路也更
快，从住家步行到咖啡店过去要
20分钟，现在10分钟。”
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表示，

您有可能患上糖尿病吗?
抑或您已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若您有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 家庭成员 (父母、兄弟姐妹或

若您是一位糖尿病患者
• 年龄介于21 至70 岁

子女) 中有两人患有糖尿病
• 过去曾被医生告知您血糖过高

• 已通过饮食或单一药物
(二甲双胍) 控制糖尿病

或处于临界状态
• 是一位怀孕期间血糖过高的妇女

• 体重至少45公斤
• 未患有任何严重疾病

若您符合上述任何一项要求，您或许能够参加我们的临床研究筛
选计划。
这项筛选计划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 并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 提供您的病史并进行体检
• 进行常规血液和尿液化验
• 进行心电图及胸部X光检查
• 进行化验以测量血糖的控制情况
• 身体质量指数和腰/臀比例测量结果以及体脂肪分析
您将因所花费的时间及交通费用获得补偿。一些参与者可能有机会
参与一项对糖尿病药物进行的研究/试验

您对此感兴趣吗?
想要预约或欲知详情，请拨电给我们:
Lilly-NUS Centre for Clinical Pharmacology

(65) 6413-9930

上午9:00-下午5:00, 周一至周五或上网登记: www.lillynus.com.sg

Lilly-NUS Centre for Clinical Pharmacology Pte Ltd

Level 6, Clinical Research Centre (MD 11),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0 Medical Drive Singapore 117597

97岁阿嫲刘顺仙加入“健得力”计划后，脚部肌力提高，平衡感也更好。（严宣融摄）

有调查指出虚弱症（frailty）会提
高年长者跌倒、骨折或入院的概
率，尽管如此，虚弱症仍是被忽
略的问题。
他说：“健得力证明体力训
练能阻止体力衰退，若即时介
入，可以减少年长者所失去的身
体功能，并减轻对长期护理资源
的负担。”

为鼓励年长公众加入计
划，连氏基金也从即日起
至明年 2 月 14 日，让 300
名65岁以上的人士免费
试用健得力。有兴趣者可
上 www.gymtonic.sg/
signup/报名。

窗扇掉落今年50起
郭倩婷

报道

kwokst@sph.com.sg

今年共发生50起窗扇掉落事
件，创五年新高，所幸无人在事
件中受伤。
建设局和建屋发展局昨早发
布联合文告说，过去五年，每年
平均有44起窗扇掉落事件，外开
式和滑动式窗扇皆有。
外开式窗扇掉落多数是因铝
制铆钉生锈，无法固定窗扇所致。
滑动式窗扇则多数是因
窗户没有安装止跳塞（safety
stoppers）和角架（angle
strips），所以窗扇没能固定在窗
轨内，用户开关窗户时稍用力，
窗扇便会脱落。
建设局专项工程署署长林明
贵在文告中提醒屋主和租户，应
至少每六个月检查窗户一次。
林明贵说：“窗扇掉落严重

开放给公众的“健得力”健身地点
● 淡滨尼天地的ActiveSG健身房

● 圣希达社区服务

● 碧山民众俱乐部

● 触爱社会健乐中心

● 大巴窑关怀乐龄活动中心

● 万佛堂乐龄看护中心

● 卫 理公会福利服务乐龄活动中心

● 救世军安乐社区活力俱乐部

（芬维尔）

创五年新高

危及公众安全。我们应该尽本
分，消除威胁。”
自2004年起，当局便规定所
有外开式窗门的铝制铆钉必须更
换成不锈钢铆钉。没有及时更换
的屋主可面对高达5000元罚款、
坐牢长达六个月或两者兼施。
当局吁请屋主定期检查窗户
铆钉，确保没有生锈松脱，并为
窗户的可移动部位和接合处上润
滑油。即便使用的是不锈钢铆钉
也应定期检查维修。
屋主也应确保滑动式窗扇都
有安装止跳塞和角架，一旦磨损
应即刻更换。窗轨也需经常清
理，确保窗扇能顺畅滑动。
当局会继续进行社区宣导工
作，提醒屋主维修窗扇。林明贵
说：“我们会在公共和私人住宅
区举行巡回展，并派发传单。如果
无法确定家中窗扇的安全性，屋主

历年窗扇掉落事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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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建设局和建屋发展局

应征询合格承包商的意见。”
如果窗扇因缺乏维修而掉
落，屋主可面对高达1万元罚款、

早报图表／蔡新友

坐牢长达一年或两者兼施。
2006年至今，已有326人因窗
扇坠落而被罚款，86人被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