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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下列三節加以敘述：第一節、身體活動量之相關研究；

第二節、不同身體質量指數與身體活動量之相關探討；第三節、本章總結。

第一節 身體活動量之相關研究

一、身體活動的定義

身體活動有別於運動，許多學者針對身體活動 (physical activity) 分別

提出相似的定義，即認為身體活動為骨骼肌收縮產生能量消耗的狀態。

Caspersen, Powell, 與 Christenson (1985) 首先指出，身體活動是骨骼肌收

縮所產生之身體移動並產生能量消耗，且能量消耗與肌肉活動量成正比；

而 Ross 與 Gilbert (1985) 指出身體活動是每週至少需進行三次大肌肉群動

態動作的運動，且必須維持個人心肺適能 60 %以上之強度達二十分鐘或更

久；Bouchard 與 Shephard (1994) 則認為，身體活動是由骨骼肌所產生的

任何身體動作並在安靜能量消耗上有實際增加的效果。身體活動和運動

(exercise) 之不同在於前者包含從日常生活中到所有能導致能量消耗的運

動或遊戲皆屬之，而運動則定義為有計畫性，並且要達到提升或維持體適

能為目標的身體活動 (Caspersen, Powell, & Christenson,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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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活動的測量

（一）身體活動量之測量方法

身體活動本身是個複雜且具有多重面向的現象，而且身體活動可能發

生在任一時間、地點（陳敏弘、蘇蕙芬，2007），因此要精確地測量活動所

產生的能量消耗並不容易。目前約有三十種測量方法 (Malanson & Freedson,

1996) ，但迄今其仍無公認的身體活動測量方式 (Montoye, Kemper, Saris, &

Washburn, 1996)。

常用於評估身體活動量的方法大致可分為主觀和客觀兩種方式：第一

類即為主觀的方式，以調查法 (surveys) 來評估身體活動量，其包括問卷、

日記法、飲食評估 (dietary measure) 、熱計量法 (calorimetry) 、行為觀察

法 (behavioral observation) 、生理記號法 (physiologic makers) 、工作分類

法 (job classification) 等七種；第二類為客觀的方式，以機械及電子偵測法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monitors) 等儀器量測身體活動量，例如：監測心

跳法 (heart rate monitoring) 、動作感應器 (motion sensor) 、雙重水標記法

(doubly labeled water) 等。一般理想之測量工具應考慮其信度、效度、實際

可行性、干擾受試者行為程度及測量的特殊性 (Laporte, Montoye, &

Caspersen, 1985) 。另外，不同的評估方法適用於不同的研究目的，同時也

需考慮樣本大小及取樣時間，且陳敏弘與蘇蕙芬 (2007) 指出，不同的評估

方式所花費的金錢與勞力，似乎與評估所得資料的優劣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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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活動量之測量現況

國內研究中所採用的身體活動量測方式均不相同，常見之測量方式多

以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丁文貞，2001；宋季玲，2007；林旭龍，2000；

林孟輝，2004；周桂英，2004；柯志賢，2004；張樹立，2003；劉明賜，

2003）、七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王淑玲，2005；林旭龍，2000）及三度

空間加速器（王淑玲，2005；林旭龍，2000）為主，此三種測量工具各有

其優缺點。

首先，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和七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均屬回憶

問卷，回憶問卷之優勢在於施測過程中因成本較低且節省時間，因而適用

於大樣本之研究，研究者可在短時間內收集大量相關數據，但回憶問卷的

信度和效度容易受到受試者的記憶能力、訪談者/執行者和受試者的偏見、

問卷實施的順序、回應社會期待性、社會人口統計議題、文化、年齡、性

別、肥胖和教育程度的影響 (Durante & Ainsworth, 1996；Kriska & Caspersen,

1997) 。呂明昌、林旭龍、黃奕清、李明憲與王淑芳 (2000) 以心搏率監測

器為效標，針對身體活動自我報告之信度與效度進行研究，發現三日身體

活動回憶紀錄表之效度為 Spearman’ srho= .495 (p < .001) ，其兩週後的再

測信度為 Spearman’ srho= .881 (p < .001) ，另一研究以 73 名國內女大學生

於研究期間配戴三度空間加速器 (TriTrac-R3D) 以此為效標，連續監測八

日，結果顯示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之效度為Spearman’ srho= .819 (p



12

< .001) ，其兩週後的再測信度為 Spearman’ srho= .95 (p < .001) （呂明昌、

林旭龍、黃奕清、李明憲、王淑芳，2001），此兩個研究可證明三日身體活

動回憶紀錄表有極高的效度與再測信度。然而，林旭龍 (2000) 採用

TriTrac-R3D 所測得之能量消耗為效標進而分析回憶問卷之效度，結果發現

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與七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分別高估與低估能量

消耗，且許多研究也都建議未來的研究可採用無回憶誤差的電子儀器進行

身體活動量之評估，方能使資料紀錄更加精準（丁文貞，2001；宋季玲，

2007；林孟輝，2004；劉明賜，2003）。

三度空間加速器為量測身體活動之客觀方式，且不受回憶誤差的影

響，另外的好處為體積小、無侵入性、可進行長時間之監測、紀錄活動的

頻率、強度及持續時間，且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但其限制性為無法測

量手部與負重活動、對地形改變不敏感，僅適用於走路或跑步，而無法用

於爬坡、滑雪、騎腳踏車、伸展、游泳……等活動（林旭龍，2000），且無

法更進一步分析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動類型。

近來， Intelligent Device for Energy Expenditure and Activity (IDEEA,

MiniSun, LLC, Fresno, CA, USA) 於身體活動測量的應用不僅可解決回憶誤

差的問題，更能提供不同身體活動類型的分析；此儀器之配備包含 1 個紀

錄器及 5 個感應器 ，研究者需使用醫療膠帶將感應器分別黏貼於受試者軀

幹（胸骨）及下肢（大腿及足底），並將紀錄器配戴於腰間或褲頭，透過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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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身體和肢體的移動即可自然且確實得知個體活動的類型、持續時間、強

度及頻率，並能瞭解能量消耗及步態的資訊，是一種具有生態效度的測量

方法。換言之，即採用 IDEEA 進行身體活動之測量，可讓受試者在實驗

過程中充分且自然地展現自由活動形式 (free-living) 的身體活動。再者，

Zhang, Pi-Sunyer, 與 Boozer (2004) 指出 IDEEA 具有下列幾項優點： (1)

可紀錄每秒身體動作和姿勢的改變。(2) 能辨識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身體活動

和姿勢的種類。(3) 精確紀錄活動的開始、持續時間和頻率，並能對活動之

類型做詳細的分析。(4) 可紀錄身體活動的總數和強度（例如：走路或跑步

的速度），但此儀器目前仍無法應用於腳踏車及游泳運動。

目前 IDEEA 已被廣泛應用在復健醫學之臨床評估，且許多研究已證

實該身體活動測量方式之效度（吳建賢、黃俊、王斌、劉彤、宣波，2007；

黃俊、吳建賢，2006；黃俊、吳建賢，2007；Huddleston 等, 2006；Michael

等, 2007；Zhang, Gorjian, & Lester, 2006）；相較之下，目前有關量測身體活

動或能量消耗部分的研究則為少數，如 Zhang, Werner, Sun, Pi-Sunyer, 與

Boozer (2003) 以 76 名 13-72 歲之受試者為研究對象，探討 IDEEA 確認身

體活動類型之正確率，結果發現 IDEEA 判斷姿勢/下肢移動之改變與步態

類型的正確率分別為 98.9 %、98.5 % ，且走路/跑步速度在預測和實際測試

之間有顯著相關 (r = 0.986, p < 0.0001) 。其次，Zhang 等 (2004) 的研究主

要探討 IDEEA 在不同活動中的能量消耗，以 IDEEA 及兩種間接測卡法



14

(indirect calorimetry) 測試受試者之能量消耗，結果指出， IDEEA 測得的

能量消耗與兩種間接測卡法測得的能量消耗之間有顯著高相關 (p

< .0001) ，同時亦有研究指出， IDEEA 在評估上下樓梯能量消耗的精確率

與直接測卡法最接近，且優於 SenseWear Pro2 Armband 和 ActiReg 兩種動

作感應器 (Arvidsson, Slinde, Larsson, & Hulthen, 2009)。最後，Marsh,

Vance, Frederick, Hesselmann, 與 Rejeski (2007) 以 29 名 70-85 歲具有行動

失能風險 (risk for mobility disability) 之老年人為研究對象，進行 131 公尺

的走路測試，結果發現 IDEEA 所測得之步數與實際步數間有顯著高相關

(r = 0.965, p < .001)。

IDEEA 具有長時間紀錄的功能，因而可計算個體於一日之中不同活動

類型之比例，而目前少有研究提供這類數據；Matthews 等 (2008) 以 6329

位美國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 2003-2004 年間花費在坐式行為 (sedentary

behaviors) 的時間，研究對象至少需配戴動作感應器 (motion sensor) 10 小

時/天（平均為 13.9 小時/天），有 79.2 % 的研究對象提供 3 天或更多天數的

數據，其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在配戴動作感應器期間大約有 54.9 % 或 7.7

小時/天的坐式行為，其中 20-29 歲女性平均坐式行為時間為 7.68 小時/天，

不活動之情形甚至高於 30-39 歲及 40-49 歲之女性。此篇研究再次指出現代

人的生活主要以坐式行為為主，並且量化此坐式行為。然而，目前國內尚

無探討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活動類型及坐式行為比例的研究，且不同體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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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在坐式行為的比例是否有差異存在，此為一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

由上述研究可發現，目前國內學者大多仍以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

來評估個體的身體活動量，然而，以自我評估的方式來回憶前一日身體活

動所得之身體活動能量消耗與使用儀器所測得的身體活動能量消耗，兩數

據之間可能有所差異。IDEEA 是一具有生態效度之儀器，其判斷肢體姿勢

變化之準確性相當高，亦可精確地得知個體的活動類型，且採用 IDEEA 進

行身體活動量之測量，可依蒐集的各種數據進行結果解釋，較屬於科學研

究所強調的客觀、精確原則。

第二節 不同身體質量指數與身體活動量之相關探討

一、身體質量指數的定義

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是被用來瞭解身體組成的方法

之一，其計算方式為體重（公斤）與身高（公尺）平方的比值。BMI 相當

容易計算，故可快速評估某人是否過重或肥胖且 BMI 與體脂肪或皮脂厚度

之間已獲研究證實其具有良好正相關 (Lindsay 等, 2001；Pietrobelli 等,

1998；Shiner & Uehlinger, 2001) 。因此，1983 年 WHO 於日內瓦舉行會議

時，一致認可 BMI 是適於評定肥胖之指標，再加上其易於測量之優點，適

用於大樣本及不同族群的比較（張曉亭、鍾曉雲，2002），可簡單地判斷一

般人身體胖瘦的指標，也可預測人體的健康情形（莊泰源，2000），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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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學術界或醫學界皆經常以 BMI 作為身體組成判定的方法。

然而，因不同人種在體型上有極大的差異，因此 BMI 的界定並無統一

的標準。國外之研究在 BMI 的界定上通常是引用由歐美國家所制訂的標

準，其定義 BMI 大於 25 kg/m2 為體重過重，若大於 30 kg/m2 則為肥胖，

但此標準是依照歐美族群為對象的研究結果而訂定，對於體型較小的亞洲

人而言並不適用，且研究指出有第二型糖尿病 (type diabetes)Ⅱ 及心血管

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高風險的亞洲人，其 BMI 大多低於 WHO

所訂的 25 kg/m2 之下，因此， WHO 亞太區委員會於 2000 年重新定義適

用於亞洲人的標準，並指出以往的 BMI 標準對亞洲人口而言太過寬鬆，民

眾可能誤判自己身體狀況，陷於肥胖相關疾病而不自知。亞太 BMI 新標準

如下，過輕：BMI 小於 18.5 kg/m2；理想：BMI 介於 18.5~22.9 kg/m2；過

重：BMI 介於 23.0~24.9 kg/m2；肥胖：BMI 大於等於 25 kg/m2（引自陳冠

如，2005，p.8-9）。我國行政院衛生署也參考了亞太地區訂定的標準，制訂

了國人的體位判定標準，界定過輕：BMI < 18.5；標準：18.5 ≦ BMI < 24；

過重：24 ≦ BMI < 27；肥胖：27 ≦ BMI < 30。

二、不同身體質量指數與身體活動量之相關文獻

就國內研究而言，探討身體活動量的研究不在少數，回顧近十年有關

身體活動的研究，其主要共有 22 篇，其中探討國小學生的有 9 篇（丁文貞，

2001；王文豐，2001；王喬木，2004；林幸慧，2003；林孟輝，2004；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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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仁，2005；張樹立，2003；劉明賜，2003；蕭世原，2004）；探討國中學

生的有 5 篇（李彩華、方進隆，1998；何忠峰、胡雲雯、謝武進，2007；

林欣儒，2005；曾振峰，2006；劉俐蓉，2003）；探討高中職學生的有 4 篇

（周桂英，2004；陳錦偉、黃朝嘉、薛永和，2007；彭鍬穩，2004；游智

凱，2006）；探討大學生的有 4 篇（宋季玲，2007；林旭龍，2000；陳冠如，

2005；謝宗達，2005）。

個體每日的身體活動量水準會因為體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這現象

隨年齡增長而漸不顯著。就國小學童而言，如丁文貞 (2001) 探討不同肥胖

程度之男女學童的身體活動量，以 274 位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依 BMI 的

不同將其分為肥胖及非肥胖兩組，採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以評估身

體活動量，結果發現不論男、女學童，肥胖組與非肥胖組在身體活動量上

皆有顯著差異；劉明賜 (2003) 以國小學童為受試者的研究同樣發現，不同

體型之正常組、過輕組在身體活動量皆顯著高於肥胖組；以高中職學生為

受試者的研究，如陳錦偉、黃朝嘉與薛永和 (2007) 以 618 位高職學生（男

生 356 位，女生 262 位）為研究對象，以探討體重肥胖與標準之高職學生

在身體活動量的差異性，將學生依 BMI 之不同分成標準組與肥胖組且填寫

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以調查身體活動量，結果發現標準組男、女生在

身體活動量上均顯著高於肥胖組之男、女生；以大學生為實驗對象的研究，

如謝宗達 (2005) 以 839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運動參與程度量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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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運動之情形，結果發現不同 BMI 之大學生在運動參與上並無顯著

差異，此篇研究雖將 BMI 視為一變項，但卻無針對身體活動量進行探討；

此外，陳冠如 (2005) 以自擬之身體活動問卷對 1910 位大學生（男生 1225

位，女生 685 位）進行身體活動量之評估，結果發現不同肥胖程度大學新

生之身體活動量無顯著差異。

由上述可知，不同身體質量指數與身體活動量之研究結果有不一致的

現象，就國小學童而言，肥胖者的身體活動量明顯的低於正常體型者，然

愈接近大學階段，則出現稍有不同的結果。研究者認為上述結果的不一致

也許與身體活動類型、身體活動量的測量方式有所關連。不同年齡層所從

事之身體活動類型應有所不同、或是測量工具內容的不同所致，換言之，

雖這些研究都是測量「身體活動量」此一行為，但其代表身體活動量的題

目或指標可能不盡相同，例如：丁文貞 (2001)、劉明賜 (2003) 及陳錦偉等

(2007) 皆採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記錄表來評估身體活動的情況，而陳冠如

(2005) 則是採用自編量表回憶一年的身體活動量；另外，上述研究皆為主

觀式的測量方法，意即上述研究皆採用自陳式 (self-report) 的方式來評估身

體活動量，受試者必須憑藉著自身主觀的認知來對其測量工具進行反應，

然而個體是否真能客觀且準確地察覺自身的身體活動狀態、活動的強度及

時間……等仍有待商榷，故非客觀的測量工具也可能是導致上述研究結果

產生差異的原因之一。此外，亦有研究指出自陳式的測量工具容易受到受

試者的記憶能力、主觀偏見、問卷實施的順序、回應社會期待性、社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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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統計議題、文化、年齡、性別、肥胖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 (Durante

& Ainsworth, 1996；Kriska & Caspersen, 1997)，因此採用此一方式進行身體

活動量的測量是否合適，則需更進一步的討論。

第三節 本章總結

根據上述文獻所述，可將其歸納成下列幾點：

（一）身體活動包含從日常生活中到所有能導致能量消耗的運動或遊戲，

難以精確地測量身體活動所產生的能量消耗，目前仍無統一的測量

方式。

（二）過去國內研究大多數皆採用三日身體活動回憶紀錄表以進行身體活

動量之調查，然而，以自我評估的方式來回憶前一日身體活動所得

之身體活動能量消耗與使用客觀式儀器所測得的身體活動能量消

耗，兩數據之間可能有所差異。

（三）在個體活動類型的研究領域中，針對個體動態與坐式行為比例做量

化的研究仍稍嫌不足。因此，未來須從事更多的研究以釐清不同體

型之個體於身體活動類型以及動態與坐式行為比例之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