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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與結論 

 

 

 本章將綜合目前國內外現有的文獻的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所發現的

結果加以比較，探討導致本研究結果的可能原因。本章將分為：一、身

體活動量對心肺功能的影響；二、身體活動量對心磁圖參數影響之探

討；三、肥胖對心磁圖參數影響之探討；四、心肺功能與心磁圖參數之

相關探討；五、結論；六、建議。 

 

一、身體活動量對心肺功能的影響 

心肺功能是指身體氧氣供輸系統的整體能力。範圍涵括肺呼吸、心

臟及血循環系統等機能(Chun, Corbin, & Pangrazi, 2000)。由此可知，心

肺功能越佳，個體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運動或是工作而不易疲倦。本研

究中 FH組的六分鐘走路測驗結果表現為 688.91±63.07公尺略高於 FL

組為 634.04±68.04公尺，但在統計上未達到顯著差異，這樣的結果與多

數的研究結果較不相同。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從事三個月以上的有氧運

動後，會使最大攝氧量有顯著的增加(Windecker et al., 2002)。由於長期

規律體能活動後，會增進左心室的厚度，其收縮力量也會增強，末梢微

血管密度增加，並減低末梢的血流阻力，且有利於血液循環作用；安靜

時心跳率降低，每跳心輸出量增加，並增大動靜脈血含氧差，使氧氣供

應更有效率。運動訓練對心臟功能的效果會反映於最大攝氧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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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berg et al., 1980; Hickson et al., 1981)。而本研究中 FH組的在六分鐘

走路測驗只有略高於 FL組，但是卻未達到顯著差異，推測可能的原因

為 FH組肌肉質量並未顯著高於 FL組，以至於 FH組在六分鐘走路雖然

表現比起 FL組佳但是在統計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NN組在六分鐘走路測驗中的結果為 733.53 ± 83.42公尺，同樣也

是顯著優於 FL組 634.04±68.04公尺的測驗結果。有研究指出 BMI 和

最大攝氧量呈負相關(Ozcelik, Aslan, Ayar, & Kelestimur, 2004)。在本研

究中 FL組與 NN組均屬缺乏身體活動的族群，但是 NN組的 BMI顯

著低於 FL組，故在運動時的負荷量較低，六分鐘測驗結果有較佳的表

現，這樣的結果與過去的發現相符合。另一項可能原因是在於FL組

受試者的體脂肪重、體脂肪率均顯著高於NN組。過去的研究認為體

脂肪總量與心肺功能呈現負相關，過高的體脂肪率會降低心肺功能的

表現(K. Y. Chen, Acra, Donahue, Sun, & Buchowski, 2004; Kearns, 

McKeever, John-Alder, Abe, & Brechue, 2002)，與本研究的發現相符。 

 

二、身體活動量對心磁圖參數影響之探討 

(一)肥胖中年男性身體活動量高低於 SIQTc之影響 

SIQTc為相鄰的心磁通道間 QTc之差異性，透過程式以等高線圖來

表示。換句話說 SIQTc可代表胸前 QTc時間間隔的平整度，SIQTc值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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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每個通道之間的 QTc時間越一致。SIQTc在臨床上已被證實能夠做

為判定心肌缺氧的指標(蔡明成，2007)。心肌缺氧的患者，其平整度的

數值有明顯的變大。正常群組的範圍是在 0 到0.8之間，而異常群

組的患者，範圍是在0.5到1.4之間(吳秉樺，2005)。本研究的結果

發現，FL組受試者的 SIQTc顯著高於 FH組。過去的研究認為缺乏身體

活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之一，在本研究中也出現相同的結

果，FH組由於有較高的身體活動量，在 SIQTc的數值顯著低於 FL組，

心肌缺氧的風險也較低。 

在過去的研究中也獲得類似的結果，研究發現十週深水跑步訓練除

了對於中老年婦女的心肺功能有所改善之外，同時透過心磁圖的觀察也

有發現，十週深水跑步訓練助於增加心臟週期的穩定性 (許靜宜，2007)。 

 

(二) 肥胖中年男性身體活動量高低於 QTc dispersion之影響 

QTc dispersion是代表心磁儀441個通道中每一個通道所測量到QTc

時間的差異程度。將胸前 Z方向所有心磁通道的 QTc時間間隔中，最

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即為 QTc dispersion。QTc 分散的程度在臨床上同樣

已被證實能夠做為判定心肌缺氧的指標(蔡明成，2007)。本研究發現 FL

組的 QTc dispersion顯著高於 FH組，該結果顯示身體活動量低者之心

臟功能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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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組在QTc dispersion顯著高於FH組，較高的身體活動量能夠降低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這樣的結果也與過去的研究發現相符合。證實

了FL組由於肥胖且身體活動量較低，因而有較高的機率罹患心肌缺氧。 

 

(三) 肥胖中年男性身體活動量高低於 B(x,y) 之影響 

B(x,y)是透過數學公式計算心磁圖Q point到J point的間隔以及J 

point到T波結束間隔時間的比值。也是用來判定有無心肌缺氧的的一項

參數。本研究中發現FL組、FH組及NN組三組之間無顯著差異，該結果

顯示B(x,y)並未如QTc dispersion可反映出肥胖程度或是身體活動量對於

心臟功能影響之差異。B(x,y)是為新發現之參數，臨床上僅用來作為輔

助判定是否患有心肌缺氧的參考，不如SIQTc、QTc dispersion已經被證實

具有較高的準確率。另一可能的原因是由於本研究的樣本數不夠大，所

以在B(x,y)這項參數中沒有顯著差異。 

 

(四) 肥胖中年男性身體活動量高低於α-Angle之影響 

經動物研究證實α-Angle與血脂肪有高度的相關 (洪斌峰，2006)，

高血脂兔子與健康兔子在α-Angle有顯著差異，且高血脂兔子在降血脂

之後α-Angle也出現明顯的角度變化。但是本研究中沒有發現相同的結

果，本研究的結果顯示FL組與FH組α-Angle沒有顯著的差異。且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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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橫向研究，無法測量到每一位受試者α-Angle的變化量，故無法觀

察到α-Angle是否有出現角度偏移的情形。 

 

三、肥胖對心磁圖參數影響之探討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FL組受試者的 SIQTc顯著高於 NN組。顯示同

樣是低身體活動量，肥胖組仍然心臟功能較體重正常組來的差。在 QTc 

dispersion值也發現了同樣的結果，FL組受試者 QTc dispersion的值顯

著高於 NN組。過去的研究認為脂肪組織的增加，會使得血液總量及心

輸出量增加，以應付個體較高的代謝需求（Rosa等, 2002；Tasic

等,2002），而血液量增加的結果會導致心臟的負荷加重，進而造成心臟

結構改變及心臟功能損傷(Karason 等, 1997)。本研究的結果也與過去研

究相符合，FL組的 SIQTc、QTc dispersion顯著高於 NN組，說明肥胖者

心臟功能的結果確實比起體重正常者差。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FL組與NN組α-Angle沒有顯著的差異。過去的研

究認為肥胖通常也伴隨著體內不良膽固醇含量較高的風險     

(Denke, 1996)，如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值。

由於本研究沒有檢測受試者的血脂肪，因此雖然FH組受試者體脂肪過

高，但是在血脂肪方面有無異常的情形則無法得知。 

另一可能的原因為雖然統計上未達到顯著差異，但是FL組的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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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α-Angle有比NN組較高的趨勢，有可能是因為受試者血脂肪尚未超出

標準值太多，也可能是由於樣本數量不夠大，所以在統計上α-Angle沒

有顯著差異。 

 

四、心肺功能與心磁圖之相關 

本研究中發現心肺功能與 SIQTc、QTc dispersion均呈現負相關，且心

肺功能與 SIQTc、QTc dispersion兩項用來判定心肌缺氧參數均有達到顯

著負相關。QTc是觀察心室去極化到再極化的時間，以計算 Q波開始到

T波結束的時間間隔與 RR波的間隔。QTc dispersion是代表 QTc 分散

的程度。SIQTc、QTc dispersion的值越大代表心臟去極化到再極化的時間

越不規律，表示心臟某部份的功能出現損傷，進而可能影響到心臟供輸

氧氣進入細胞的能力，所以在心肺功能會出現較低的表現。因此，SIQTc、

QTc dispersion的值越大六分鐘走路測驗的表現越差，在統計上均呈現

顯著負相關。 

過去有研究以心磁圖觀察十週深水跑步訓練對於心室收縮及舒張

心臟週期的規律性。結果發現，十週深水跑步訓練對於中老年婦女的心

肺功能有所改善，但是未發現心肺功能與心磁圖參數有顯著相關 (許靜

宜，2007)。目前多數研究是探討運動當下對於心磁的影響，以及利用

運動引起心肌缺氧現象發生，並量測心磁圖量測所得之參數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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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änninen et al., 2000)。利用長時間運動訓練觀察心肺功能的改善對心磁

圖影響的研究則是非常缺乏。且目前較常用的心磁圖參數 QTc 

dispersion、SIQT是用來判定是否罹患疾病，尚未針對評估健康人的心肺

功能開發出合適的心磁參數。 

此外在本研究中發現各項與肥胖相關的生理指標，如體脂肪重、體

重、腰臀圍比值、體脂率等與 SIQT、QTc dispersion均呈顯著正相關，

顯示肥胖的受試者 SIQT、QTc dispersion的值越高，而心肌缺氧的風險

越高。 

 

五、結論 

本研究招募 80名年齡介於 45-55歲的男性自願受試者，依據體脂肪

量與身體活動量將研究對象分為對照組、肥胖低身體活動量組、肥胖高

身體活動量組。並比較各組之間心肺功能與心磁圖參數之間的差異。從

各項檢測的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1. 體重正常的中年男性在心肺功能的測驗結果顯著高於肥胖中年男

性。肥胖高身體活動量組與肥胖低身體活動量組相比較下心肺功

能沒有顯著差異。 

2. 肥胖低身體活動的中年男性有較高的心肌缺氧風險，肥胖低身體

活動的中年男性，SIQTc、QTc dispersion兩項參數均顯著高於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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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正常的中年人與肥胖高身體活動的中年男性。 

3. 心肺功能與 SIQTc、QTc dispersion、B(x,y)等參數呈顯著負相關。 

 

六、建議 

 本研究經過實驗以及所得到的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1. 在本研究中高身體活動量雖然在部份心磁圖參數沒有看到明顯的

影響，但是生物體許多機能具有用進廢退的特性，因此，建議應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以提高身體活動量，對於改善心肺功能、降低

血脂肪仍有相當程度的益處。 

2. 建議往後橫斷面的研究若經費、時間、人力許可，應增加樣本數

量，以獲得更明確的證據。 

3. 建議往後可以採縱斷面的研究，長期介入運動訓練，分析訓練前

後血液生化指標的改變，以便更進一步了解身體活動對心磁圖參

數的影響。 

4. 建議後續的研究可以針對肥胖族群之受試者進行減重計畫，以了

解降低體脂肪對於心磁圖各項參數的影響。 

5. 由於心磁圖在運動科學屬於較新的研究領域，建議往後可深入探

討不同運動型態、強度對於心臟功能之影響，亦可比較不同年齡

的受試者之心磁圖參數的差異，以了解老化對於心肌損傷的影響。 


	一、身體活動量對心肺功能的影響
	二、身體活動量對心磁圖參數影響之探討
	三、肥胖對心磁圖參數影響之探討
	四、心肺功能與心磁圖之相關
	五、結論
	六、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