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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包括：一、受試對象；二、實驗時間與地點；三、研究工

具與檢測項目；四、實驗方法與步驟；五、測驗變項；六、資料處理

與統計分析。 

 

一、受試對象 

    本研究共計招募自願中年男性受試者 80 名。為避免實驗數據之

干擾，本研究排除 CHD、CVD、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及體重過輕之受

試者，其中排除 4 名心律不整、1 名年紀過大（57 歲）、1 名甲狀腺

機能異常、1 名糖尿病者及 8 名體重過輕者，共 15 名。符合本研究

受試者經分組後，包括代謝症候群者 30 名（MS 組）及非代謝症候

群者控制組 35 名（CT組），共 65名。受試者條件敘述及代謝症候

群定義如下：  

（一） 年齡介於 45到 55歲間之中年男性。 

（二） 代謝症候群定義 

以國民健康局 2006 年訂定的代謝症候群定義為標準，包含 5 

種指標：MS 組 5 種指標符合 3種（含）以上，CT 組少於 3種。 

1. 腹部肥胖：男性腰圍 ≧ 90公分 

2. 三酸甘油脂 ≧ 150 mg/dL 

3.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男性）＜ 4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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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血壓：收縮壓 ≧ 130 或舒張壓 ≧ 85 mmHg 

5. 空腹血糖 ≧ 100 mg/dL 

其中「血壓上升」、「空腹血糖值上升」之判定，包

括醫師處方使用降血壓或降血糖等藥品（中、草藥除外），

血壓或血糖檢驗值正常者亦為異常。 

  

二、實驗時間與地點 

  （一）實驗時間 

本研究實驗期間為 2008年 2月 23日至 4月 15日止。 

  （二）實驗地點 

1. 抽血、身體組成、六分鐘走路測驗及心跳變異率量測於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分部生理學實驗室及操場進行施測，上述

檢測項目，同一位受試者皆於同一天早上測量完畢。 

2. 心磁圖量測於國立臺灣大學附屬醫院進行測量。 

 

三、研究工具與檢測項目 

（一） 抽血檢測 

受試者於實驗當天早上接受一次抽血檢查，抽血當天凌晨

12點後空腹，且禁食 8 小時，前一天避免激烈運動及食用刺

激性食物（例如：咖啡因、辣椒）。檢驗項目：空腹血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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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甘油酯、HDL-C（台北市復興南路聯合醫事檢驗所，醫檢

師代為抽血和血液值檢測，血液值包括空腹血糖、三酸甘油

脂及 HDL-C）。 

（二） 腰圍、臀圍及腰臀圍比 

1. 腰圍：受試者放鬆站立，不可縮小腹，以肚臍位置為定點，

皮尺水平繞過腰部，讀取至小數點第 1 位。 

2. 臀圍：受試者放鬆站立，以皮尺水平繞過臀部最高點，讀     

取值至小數點第 1 位。 

3. 腰臀圍比：腰圍/臀圍 = 腰臀圍比。 

 
 
 
 
 
 
 
 
 
 

                 圖 3-1 腰圍量測 

（三） 血壓 

本研究使用水銀式血壓量測計進行血壓測量。量測過程將

橡皮管套圍繞上臂，皮袖套一端以橡皮管連接壓力計，另一

端連接橡皮打氣球，反覆壓縮橡皮打氣球，將空氣打進橡皮

袖套，再慢慢將加壓空氣放出，利用聽筒聽得動脈血管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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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橡皮袖套內壓力，降到比心臟輸出血液收縮壓力稍低時，

血液開始流動並發出聲音，此時壓力為『收縮壓』，而後繼續

釋放袖套內空氣，聽不到血液流動聲音時，此時壓力為『舒

張壓』。每一位受試者皆測量兩次，取低值。 

（四） 身體組成 

本研究利用生物電阻身體組成分析儀  (InBody 2.0, 

BioSpace Co., Ltd., Korea)，進行身體組成分析，其中包括：

體重、體脂肪重、體脂肪率及肌肉重。 

              
              圖 3-2 身體組成量測 

（五） 六分鐘走路測驗 

以 Rikli 和 Jones 於 2001 年研發的功能性體適能測驗

中的六分鐘走路測驗為測量。空地上每五公尺放置一個角

椎，圍成寬 5公尺、長 20公尺，周長 50公尺的長方形區域；

受試者在 6 分鐘內盡最大努力繞長方形區域外側走路，測驗

期間不可跑步（兩腳同時離地），時間停止時受試者在原地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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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休息，施測者計算受試者 6 分鐘內走路的總距離（50公尺

*圈數+未滿 1圈距離）。 

     
              圖 3-3六分鐘走路測驗 

（六） 心跳變異率 

心跳變異率量測於三天前受試者禁止攝取含有酒精或咖

啡因的飲料及藥物，且皆統一於實驗當天早上 8 點至 9 點

間接受測量。為達穩定狀態 (steady state) 受試者先靜躺於安

靜燈光稍暗室溫環境中 10 分鐘後，以 Polar 心跳記錄錶 

(Polar S810iTM, Polar Electro Inc., Finland) 記錄10 分鐘R-R波

間距，分析最後 5分鐘的心跳波。透過紅外線傳輸 ( Polar IR 

interface, Polar Electro Inc, Finland)，讀取 Polar 心跳記錄之 

R-R 波間距資料，且以 Polar Precision Performance SW 3.0 軟

體進行異位性心跳數修正 (ectopic beats) 自動修正，再轉換成 

ASC II 檔，本實驗僅使用異位性心跳數修正 15 % 以內的 

R-R 波間距資料進行功率頻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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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心跳變異率分析軟體  (HRV analyzer software,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Kuopio, Finland) 將擷取

到的 R-R 波間距（採樣頻率至少 512 或 1024 Hz），進行

快速傅力葉轉換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 處理，於功率

頻譜上定義出高頻 (high frequency, HF)(0.15-0.4 Hz)、低頻

(low frequency, LF) (0.04-0.15 Hz)、極低頻 (very low frequency, 

VLF)(0.00-0.04 Hz) 的絕對功率值 (ms2) 與峰值頻率 (Hz)。

本研究所指的 HF%、LF% 和 VLF%，分別指各頻率間功率

值佔總功率的百分比，其中 HF% 和 LF% 分別代表副交感神

經，以及交感和副交感神經共同對心臟節律驅策的指標。 

（七） 心磁圖參數檢測 

以台大醫院提供之心磁圖儀器 (KRISS, Korea) 量測，心

磁圖量測系統感應儀包含 64個接收頻道 (64 channels)，頻道

均由低溫超導體干擾感應器 (low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SQUIDs) 和超導接收線圈 

(superconducting coil) 所組成。 

心磁圖量測過程中，受試者不能穿戴含金屬成分衣物，進

入屏障屋內隔離干擾心磁的磁場，並由專業施測者操作。感

應儀之準線對準受試者劍突處 (Xiphoid)，下降貼近胸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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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上操作開始進行心磁反應的紀錄後，並分析心磁圖參數

包含 SIQTc、QTc dispersion及Magnetic Dipole Angle (α角)。 

        
                          圖 3-4 心磁圖量測示意圖 
 

 

 

 

 

 

 

 

 

 

 

 

 

 

 

                       圖 3-5 心磁圖量測定位點示意圖 
1. SIQTc 

利用心磁儀 64 通道 SQUID 推算出心磁圖 441

個位置後，每個位置上 QT時間間隔大小所計算出的平

整度為 SIQTc（蔡明成，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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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Tc dispersion 

利用心磁儀 64 通道 SQUID 推算出心磁圖 441 

個位置後，將所有心磁通道的 QTc 時間間隔中，最大

值減最小值為參數 QTc dispersion（蔡明成，2007）。 

3. Magnetic Dipole Angle (α角) 

Magnetic Dipole Angle 為  T 波磁場最大值的 

Dipole 方向對水平線的夾角，也稱作α角（蔡明成，

2007）。心磁波磁場可明顯分辨出正負兩極的磁場，白

色代表磁場往上的方向，定義為『＋』；黑色代表磁場

往下的方向，定義為『－』，兩極的連線和水平線的夾

角，則稱為α角。其α角定義為：(1)畫一條通過正極中

心的水平線，(2)通過正磁場和負磁場中心畫一條連線，

(3)兩條線夾角即為α角。α角順時針為正角度，逆時針

為負角度。 

           
        圖 3-6 心磁圖與 Dipole 方向          圖 3-7 正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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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方法與步驟 

（一） 招募 80 名自願男性受試者，排除 15 名不符合本實驗受試

者後，分成代謝症候群組 30名（MS組），及非代謝症候群組

35 名控制組（CT組），共 65名受試者。 

（二） 受試者填寫受試者同意書以及 PAR-Q 問卷，確定受試者同意

參與本實驗且對於本研究目的、方法與受試者需知有所了

解，並可進行運動測驗。填寫完畢後 MS 組和 CT 組皆接受

心跳變異率、抽血、身體組成、六分鐘走路測驗（以上測驗

受試者皆在早上一次完成，順序如上），心磁圖測量在上述測

驗量測後一週內完成。 

（三） 收集並分析 MS 組和 CT 組血液、身體組成、心跳變異率、

六分鐘走路測驗及心磁圖資料上差異。並建立體脂肪率、六

分鐘走路測驗和心磁圖參數相關程度。 

（四） 探討 MS 組和 CT 組與身體組成、心跳變異率、六分鐘走路

測驗及心磁圖參數影響層面，並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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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驗流程圖 

 
 
 
 
 
 
 
 
 
 
 
 
 
 
 
 
 
 
 
 
 

五、測驗變項 

（一）自變項 

代謝症候群組（MS 組）及非代謝症候群組（CT 組）。 

（二）依變項 

身體組成（體脂肪重、體脂肪率及肌肉重）、六分鐘走路

測驗、心跳變異率 (HF%、LF%、LF/HF及 Mean RR)、心磁

圖參數（SIQTc、QTc dispersion及Magnetic Dipole Angle (α角)）

量測結果。 

招募志願受試者，並分成MS組（N=30）和 CT組（N=35）

受 試 者－填寫受試者同意書、基本資料和健康調查表； 

研究人員－解釋研究目的、方法以及實驗流程。 

測量項目： 

1、 代謝症候群症狀（血液值、腰圍、血壓） 
2、 心肺功能測驗（六分鐘走路測驗、心跳變異率）。 
3、 身體組成（體脂肪重、體脂肪率及肌肉重）。 
4、 心磁圖參數（SIQTc、QTc dispersion 及 Magnetic Dipole 

Angle (α角)）。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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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測量所得之各項資料，以 SPSS 13.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

行（一）、（二）項之考驗。 

（一） 以獨立樣本 t-test 考驗 MS 和 CT 組身體組成（體脂肪重、

體脂肪率及肌肉重）、心肺功能（六分鐘走路測驗、心跳變異

率）之差異。 

（二）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考驗體脂肪率、六分鐘走路測驗和心

磁圖參數（SIQTc、QTc dispersion及Magnetic Dipole Angle (α

角)）之相關性。 

（三） 上述研究中之顯著水準，皆定為 α = .05 

（四） 心磁圖參數以 ROC Curve 分析法判定，包括 SIQTc、QTc 

dispersion 及 Magnetic Dipole Angle (α角)。並以敏感度 

(Sensitivity) 和明確度 (Specificity) 判斷，定義如下： 

          1. Sensitivity 

（檢驗後有代謝症候群，且測量 MCG 有 CAD 的人

數）/（檢驗後有代謝症候群的總人數） 

2. Specificity 

（檢驗後非代謝症候群，且測量 MCG 沒有 CAD 的

人數）/（檢驗後非代謝症候群的總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