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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與結論 

本章內容以中年男性代謝症候群受試者進行下列幾個部份討

論：一、代謝症候群與身體組成；二、代謝症候群與六分鐘走路測驗；

三、代謝症候群與心跳變異率；四、代謝症候群與心磁圖參數；五、

體脂肪率及六分鐘走路測驗和心磁圖參數相關性之探討；六、結論；

七、建議。 

 

一、 代謝症候群與身體組成 

腰圍大小可間接代表腹部脂肪多寡  (Demura & Sato, 2007; 

Despres, 2007; Han, McNeill, Seidell, & Lean, 1997)，MS 組腰圍顯著

高於 CT 組 (p<.05)，推測 MS 組腹部脂肪量高於 CT 組。BMI 雖

是判定胖瘦的簡便指標，但無法真正瞭解是體脂肪或肌肉較重。本研

究發現 MS 組除了 BMI 外，也發現體脂肪重及體脂肪率顯著皆高

於 CT 組 (p<.05)，且超過肥胖的定義甚多（大於 20 %），兩組間肌

肉重則無顯著差異 (p>.05)。由此可知，代謝症候群者無論是體脂肪

重或體脂肪率皆高過非代謝症候群者；驗證先前文獻提及，肥胖是代

謝症候群的危險因子之ㄧ (Isomaa, 2003; Yang 等，2007)。 

 

二、 代謝症候群與六分鐘走路測驗 

有氧適能指人體肺臟吸入氧氣、心臟及循環系統運送氧氣及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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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細胞運用氧氣的能力，當個體有氧適能越高，代表個體在上述功

能表現較佳，有較高的最大攝氧量，心血管系統功能也較好。 

本研究發現 MS 組六分鐘走路成績顯著低於 CT組 (p<.05)，其

他研究也發現代謝症候群者有較低的心肺適能 (Benson, Torode, & 

Singh, 2006; Finley 等，2006; Hassinen 等，2008; Lakka 等，2003; 

Salmenniemi 等，2004)，由此可知 MS 組在心血管系統運送氧氣及

肌肉細胞攝取氧氣能力較為低落（較低的動靜脈含氧差），且最大攝

氧量的表現會較差。研究指出心肺適能和總脂肪量、腰圍、內臟及皮

下脂肪呈顯著負相關 (Lee & Arslanian, 2007)，且高體脂肪率會降低

運動表現 (Arsenault 等，2007)。本研究 MS 組腰圍、體脂肪重及體

脂肪率皆顯著高於 CT 組 (p<.05)，由此可知高體脂肪率及較大的腰

圍是造成 MS 組心肺適能較差的影響因子之一，而代表血脂質的三

酸甘油脂 MS 組也顯著高於 CT組 (p<.05)。 

生理上，體脂肪及血脂質較高時，體循環及冠狀動脈血管阻塞及

病變的機率較高，並且當血管阻塞時會反應在血壓上，使血壓增加，

MS 組血壓顯著高於  CT 組  (p<.05)，且超出正常血壓（收縮壓

120~129 mmHg、舒張壓 80~84 mmHg）範圍，反應出 MS 組可能有

血管阻塞或病變的現象產生。血管阻塞時會導致血液無法正常運送，

心肌細胞、肌肉細胞和其他組織器官在氧氣攝取及養份吸收能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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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響其運作功能，進一步會影響運動表現，有氧適能表現低落。

並且，當動脈血壓增加或阻礙主動脈血流因素增加（動脈管徑變小），

會使後負荷 (after load) 增加，減少每跳輸出量（方進隆，1993），使

運動中心肌細胞需額外做功，可能導致疲勞提早到來。另外，脂肪並

無法做功，相較於醣類，脂肪雖可產生較多的能量，但當體內提供足

夠運動所需的能量時，高體脂肪率反而是運動的負擔。 

另外，本研究 MS 組 HDL-C 顯著低於 CT 組 (p<.05)。Nagano 

等 (2004) 研究發現中、高體適能組 HDL-C 濃度皆顯著高於低體適

能組。方進隆（1993）指出 HDL-C 會攜帶多餘的膽固醇到肝臟或其

他器官加以排除，為血管清道夫，且體適能較佳者體內 HDL-C 濃度

會較高。由此可知，體適能較高者體內 HDL-C 濃度會較高，較高濃

度 HDL-C 可使更多多餘膽固醇排除，降低致粥瘤性血脂異常現象，

減低血管病變，則可能是個體體適能較高的原因。 

Petersen and McGuire (2005) 指出血液中較高的血糖濃度會造成

血管內皮細胞損壞。當血管內皮細胞損壞時，會降低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NO) 對血管舒張的調節 (Bertoli 等，2003)，NO 會促進小動

脈的平滑肌放鬆，使血管舒張並引起血流增加，是運動中調節血流重

要因素 (Kingwell, 2000)。因此，當 NO 降低對血管舒張調節時，會

降低運動中血流量，因而減少粒線體利用氧氣製造 ATP 的能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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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製造 ATP 能力下降，個體必須提前使用無氧糖解系統產生 

ATP，乳酸提前堆積，疲勞產生，進一步影響有氧適能表現。本研究 

MS 組空腹血糖顯著高於 CT 組 (p<.05)，因此血管功能損壞或許是 

MS 組有氧適能表現較為低落的原因之一。 

代謝症候群者通常有胰島素阻抗現象 (Salmenniemi 等，2004)；

Liao 等 (1998) 發現禁食胰島素 (fasting insulin) 在無症狀者濃度最

低  (80 ± 1.44 pmol/l)，三種症狀以上者濃度最高  (204 ± 25.90 

pmol/l)，許多文獻也指出代謝症候群者通常會有胰島素阻抗現象產生 

(Grundy, 2006; Reaven, 1988; WHO, 1999)，本研究雖未檢測胰島素阻

抗程度，但推測 MS 組胰島素阻抗程度較高。過去研究發現心肺適

能和胰島素敏感度有高度相關 (Ball 等，2004)，且胰島素阻抗和血

管內皮細胞異常有關 (Baron, 2002; Petersen & McGuire, 2005)，可能

是 MS 組有氧適能較差的原因之一，但也需要研究進一步驗證。 

 

三、 代謝症候群與心跳變異率 

心跳節奏由竇房結 (sinoatrial node, S-A node) 發起，S-A node 也

接受交感及副交感神經節後纖維末梢投射，兩者對 S-A node 的控制

是影響心跳率的主因，功能上互相拮抗。臨床上，藉由心跳變異率量

測交感及副交感神經活動力，判斷心臟自主神經活動力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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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謝症候群與安靜心跳率 

安靜心跳率是初步判定心臟功能的指標，越低，代表心臟收

縮力越強。本研究發現MS 組和 CT 組安靜心跳率並未達顯著差

異 (p>.05)，兩組間 Mean RR 也未達顯著差異 (p>.05)。推測，兩

組心室收縮力並無差異存在。 

（二） 代謝症候群與心臟自主神經控制力 

短時間分析可分為尚未清楚機制的 VLF%、交感與副交感神

經共同調控的 LF%，和反應副交感神經控制力 HF%。LF% 為交

感和副交感神經共同調控，通常以 LF/HF 的比值代表交感神經調

控能力，本研究以 LF/HF 比值代表交感神經調控能力。本研究結

果發現  MS 組與  CT 組於  HF% 及  LF/HF 皆未顯著差異 

(p>.05)，此與 (Liao 等，1998; Min, Min, Paek, & Cho, 2008) 研究

結果相反。 

Liao 等 (1998) 將受試者分成無、1~2 及 3 種症狀以上，測

量 2 分鐘心跳變異率，發現個體為代謝症候群者時，心跳變異率

顯著較低 (p<.05)，且無論有調整（年齡、種族、性別、家族病史⋯

等）或未調整混搖因子，無代謝症候群症狀時 HF 控制力最高，

且隨症狀增加控制力逐漸降低，個體為代謝症候群者時最低，而 3 

組在 LF/HF 皆無差異。本研究只將受試者分成 MS 組（符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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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或以上）及 CT 組（2種以下），並未將受試者進一步分成無、

1~2 及 3 種以上症狀，可能是和 Liao 等研究結果有所差異的原

因。Wang 等 (2007) 指出不同機構的代謝症候群，會因定義不同

於罹患率的差異達 22.5 ~66.4 % 之多。Liao 等研究中代謝症候群

者包含高血壓患者  34 % (收縮壓 ≧ 140 /舒張壓  ≧ 90 

mmHg)、第二型糖尿病患者9 % (空腹血糖 ≧ 140 mg/dL)及血脂

異常 27 % (禁食三酸甘油脂≧ 200 mg/dL)，臨床上皆定義為患病

者，和本研究代謝症候群者排除 CVD 及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在

各指標皆有一段差距，導致研究結果有所差異。而王顯智、黃美

雪（2007）指出心跳間期功率頻譜圖上在 0 ~ 0.4 Hz 範圍內會有

數個主要波峰，每個頻率區因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界定；Liao 等定

義的 HF 與 LF 頻率區，分別為 0.15~0.35 Hz 和 0.025~0.15 

Hz，和本研究定義範圍不甚一致，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 

另外，Min, Min, Paek, and Cho (2008) 以 NCEP-ATP III 及 

IDF 定義的代謝症候群指標，檢驗 611 名女性及 430名男性代謝

症候群者 HF 及 LF。發現不論哪種機構，代謝症候群者在 HF 及 

LF 皆顯著低於非代謝症候群者。NCEP-ATP III 的定義中腰圍（男 

102 公分、女 88公分）及空腹血糖 (110 mg/dL ) 皆大於本研究，

可能是造成本研究和 Min 等結果不一致的原因。進一步比較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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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 Min 研究中兩機構各指標（血壓、空腹血糖、三酸甘油酯、

腰圍及 HDL-C）後發現，本研究各指標差異皆小於 Min 的研究，

而使研究結果不同。 

此外，自律神經系統對心跳的調控易受外在環境（例如：燈

光、聲音…等）及心理因素（例如：緊張、對環境不熟悉）的刺

激所影響。本研究雖然對於外在環境有嚴格的控制，以及對儀器

使用有詳細說明。然而，不能排除受試者是否因第一次配戴心率

錶而有緊張的情緒，以及對陌生環境不熟悉導致無法放鬆，可能

造成研究結果有所差異。 

 

四、 代謝症候群與心磁圖參數 

因尚未有研究應用心磁圖於代謝症候群者的量測，無法直接做相

關性探討，本研究藉由其他心磁研究加以討論及佐證。 

（一） 代謝症候群與 SIQTc 

生理上，QT 時間間隔代表心室再極化 (repolarization) 的時

間，為判斷心臟功能的參數之一（蔡明成，2007）。冠狀動脈循

環提供心肌細胞氧氣及養分，當某冠狀動脈分支阻塞時，其所供

應的心肌細胞會缺少氧氣及養分；當心肌缺氧時，會造成該處細

胞鈣離子通道閥開關不全，細胞內外鈣離子不平衡，使電流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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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間傳導度變慢，易造成異常的電位差及電流，導致各層心肌

細胞再極化時間不同步。吳宗曄（2005）更指出 SIQTc 上升，代

表心室再極化的時間越來越不一致，差異變大。因此，當 SIQTc 數

值較大時，顯示心肌細胞某部位存在缺氧的生理狀態。 

本研究結果發現 MS 組 SIQTc 明顯高於 CT 組，顯示代謝症

候群者心肌缺氧的機率有較大的趨勢存在，和  Anzai and 

Hayashida (2007) 指出代謝症候群者有較高的風險有心肌缺氧疾

病的結果一致。吳宗曄（2005）及洪斌峰（2006）的研究發現，

餵食高血脂飼料的高血脂兔其 SIQTc 隨時間有上升的趨勢存在；

吳秉樺（2006）和蔡明成（2007）指出運動心電圖檢測心肌缺氧

患者，心磁圖參數 SIQTc 明顯較大；另外，Van Leeuwen, Hailer, 

Lange, and Gronemeyer (2003) 則發現 CAD 患者 SIQTc 顯著高於

健康個體。由上述研究可發現，高血脂或心肌缺氧者，SIQTc 較健

康個體有較高的趨勢存在。 

體脂肪量較高時，會增加脂肪附著於體循環及冠狀動脈血管

壁上的機率，降低該部位的血流量，導致該部位組織細胞攝取氧

氣量下降，造成缺氧現象產生。本研究 MS 組的體脂肪顯著高於 

CT 組 (p<.05)，可能是造成 MS 組 SIQTc 較高的原因。另外，雖

然兩組的總膽固醇並無顯著差異 (p>.05)，但較低的 HDL-C 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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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酸甘油脂對於血管壁的破壞更勝於總膽固醇，可能是導致 SIQTc 

上升的另一個因素。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分析 MS 組 SIQTc 異常數值在代謝症候

群各指標出現的機率。居前三名，分別為腰圍 82.14 %、HDL-C 及

血壓同為 78.57 %，因此代謝症候群指標，或許可以把腰圍、

HDL-C及血壓列為主要量測項目。 

（二） 代謝症候群與 QTc dispersion 

將所有心磁通道  QTc 時間間隔中，最大值減最小值即為 

QTc dispersion。意義為胸前心磁的每一通道 QTc 差值，均落在

此 QTc dispersion 範圍內，為 QTc 分散程度（蔡明成，2007），

當 QTc dispersion 差值越大，代表 QT 波較為分散。心磁圖量測

發現 CAD 患者缺血情形，會導致 QT 波有分散現象，且磁場圖

方向有別健康人  (Hanninen 等，2002; Takala 等，2002)。Van 

Leeuwen, Hailer, Lange and Gronemeyer (2003) 研究發現 CAD 患

者 QTc dispersion 顯著高於正常人；蔡明成研究指出 CAD 患者

其 QTc dispersion 和正常人有明顯較大的趨勢；本研究結果發現 

MS 組於 QTc dispersion 差值較 CT組有明顯較大的趨勢，代表 

QT 波較為分散，推測 MS 者或許有心臟潛在性疾病存在，即使

個體並未感覺到心臟不舒服的狀況產生。 



 52

另外，蔡明成（2007）發現 CAD 患者者經心導管手術後，

整體 QTc dispersion 會降低。因此當代謝症候群症狀降低時，是

否 QTc dispersion 會有下降的趨勢，值得探討。 

（三） 代謝症候群與 Magnetic Dipole Angle (α角)  

生理上，α角的意義為電訊號傳導的主要方向（吳宗曄，

2005；洪斌峰，2006），利用α角所在角度是正或負的方向，可判

斷個體是否有高血脂現象（吳宗曄，2005）。本研究結果發現 MS 

組和 CT 組在α角角度無明顯差異，和（吳宗曄；洪斌峰）研究

結果相反。 

吳宗曄（2005）及洪斌峰（2006）發現經 12週餵食高血脂飼

料的兔子，總膽固醇隨餵食時間增加，而高血脂兔的 R 波及 S 波

的α角會由正的方向轉到負的方向（第 3、4象限轉而分布在第 1

象限），正常兔α角角度皆維持在正的部份。兩組間總膽固醇並無

顯著差異 (p >.05)，可能是導致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 

心肌缺氧時，心臟作功能力會下降，且當症狀嚴重時，進一

步影響心肌電流的傳導方向，影響心磁結果；本研究雖由 SIQTc 及 

QTc dispersion 觀察到 MS 組出現心肌缺氧機率較 CT 組高，導

致心室再極化有較不一致的現象產生，在α角上無差異，或許是

心肌缺氧程度尚未嚴重到影響電流傳導方向，使兩組間在α角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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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差異。此外，吳宗曄（2005）和洪斌峰（2006）是動物實驗，

本研究將α角應用在人體上，是否因人體和動物間差異使研究結

果不一致，須往後研究進一步探討。 

 

五、 體脂肪率及六分鐘走路測驗和心磁圖參數相關性之探

討 

由相關性考驗後發現，體脂肪率和心磁圖參數皆為正相關，且在

QTc dispersion 上達顯著正相關 (p<.05)。由此可知，當個體體脂肪率

越高時，代表心肌細胞某部位存在缺氧程度可能較低體脂肪率者高，

造成 QT 波較為分散，導致心室再極化時間越不一致。 

另外，六分鐘走路測驗和心磁圖參數皆為負相關，且在 QTc 

dispersion 上達顯著負相關 (p<.05)，表示當心肌缺氧程度較高時或心

肌細胞有所損壞，將導致 QT 波較為分散，心室再極化時間越不一

致，進一步會反應在心肺適能表現上，使心肺適能表現較為低弱。 

 

六、 結論 

本研究經討論後結論如下： 

（一） 中年男性代謝症候群者體脂肪率較非代謝症候群者高。 

（二） 中年男性代謝症候群者心肺適能表現較非代謝症候群者差。 

（三） 中年男性代謝症候群者心臟自主神經控制力和非代謝症候群



 54

者並無顯著差異。 

（四） 中年男性代謝症候群者心肌缺氧機率較非代謝症候群者高。 

（五） 心磁圖參數 QTc dispersion 和體脂肪率成顯著正相關，和心肺

適能成顯著負相關，且三者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顯示代謝症

候群者心肺功能下降時可能伴隨心肌缺氧等生理性病變產生。 

 

七、 建議 

（一） 代謝症候群者有多項 CVD 危險因子，且心肺適能較差，日

後需將有氧運動於日常生活規律進行，提高心血管系統功能，

以降低 CVD 及 CHD 罹患率。 

（二） 由心磁圖參數 SIQTc、QTc dispersion 判定可發現代謝症候群

者出現心肌缺氧機率較高，因此有代謝症候群者平時需注意醫

療保健的預防及治療。 

（三） 未來研究方向，可針對長期運動訓練後檢視心磁圖參數變化及

危險因子相關性探討，以作為未來預防醫學的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