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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探討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血脂肪、

身體組成與脂肪代謝激素之影響。本研究招募 30 位大學（18－22 歲）具有代謝症侯群

危險因子且無規律運動之男性，隨機分成高阻力訓練組、中阻力訓練組和控制組三組，

每組 10 位。高阻力強度為 4－8 RM (Repetition Maximum，最大反覆次數)；中阻力強

度為 8－12 RM，訓練組受試者接受每週 3 天，回合數 (set) 3 次，全身 8－9 個主要肌

肉群，維持 10 週的漸增式阻力訓練；每週總訓練量相同 (總訓練量 = 每週訓練組數 × 

個體相對負荷 ( %1RM ) × 每組反覆次數)。所有受試者於訓練前後檢測代謝症候群相

關變項，包含腰圍、血壓、血脂、空腹血糖，身體組成包含脂肪及肌肉量、脂肪及肌

肉百分比、去脂體重及脂肪代謝相關激素包含胰島素、脂聯素、瘦體素。所得資料以

混合設計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 onw-way ANCOVA，mixed design) 處理。結果顯示在代

謝症候群因子變項主要效果比較，在腰圍方面，高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與中強度組低 

( p < .05)；在三酸甘油脂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皆顯著優於控制

組 (p < .05)；在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高 (p < .05)；

在舒張壓，高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 (p < .05)。在身體組成變項主要效果比較，在脂

肪量，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 (p < .05)；在肌肉量、去脂體重和肌肉百

分比，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皆顯著比控制組高 (p < .05)；在脂肪百分比，高強度組顯

著比控制組低；在腰臀圍比，高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  (p < .05)。在脂肪代謝激素變

項主要效果比較，在胰島素，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 (p < .05)；在脂聯

素方面，高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 (p < .05)。結論：十週中強度與高強度相同總訓練

量的阻力訓練對於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的大部分相關健康變項 (血脂肪，身

體組成與脂肪代謝激素)皆有正面的助益，高強度阻力訓練對於腰圍、脂肪百分比、舒

張壓和脂聯素的影響較大。 

 

關鍵詞：阻力訓練、代謝症候群、身體組成、血脂肪、脂肪代謝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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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risk factors of metabolic syndrome on 

blood lipids, body composition and the hormones related to fat metabolism. Subjects :Thirty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aged from 18－22 years) with risk factors of metabolic syndrome 

and non-regular exercise habits were recrui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Method :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high intensity group (H), medium intensity group (M) 

of resistance training and control group (C), each group comprised of 10 subjects. The high 

intensity and medium intensity of resistance training were 4－8 RM (repetition maximum) 

and 8－12 RM, respectively. The training subjects had received 3 days per week, 1－3 sets, 9 

major muscle groups of progressive resistance training for 10 weeks, with the same total 

amount of training volume ( frequency * load * sets ). All the subjects had received the related 

health variables tests, including waist circumference, fasting blood glucose, blood pressure, 

body composition and hormones of fat metabolism (insulin, leptin, and adiponectin) before 

and after 10 weeks of training. All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mixed design one 

way ANCOVA. Results :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followed: 1, main effects of metabolic 

syndrome: the waist circumference of 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M and C (p<.05). 

The HDL-C of H and M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C (p <.05). The DBP of 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 (p <.05). 2, main effects of body composition: the fat mass 

of H and M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 (p <.05). The muscle mass, % 

muscle mass, and fat-free mass of H and 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 (p<.05). 3, 

main effects of hormones of fat metabolism: the insulin of H and M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 (p <.05). The adiponectin of 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G  

(p<.05). Conclusion: The high and medium intensity of 10-week resistance training with 

same amount of training volume both have produced favorable health effects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risk factors of metabolic syndrome. The high-intensity has greater 

effects on waist circumference, % body fat, DBP and adiponectin. 

 

Key words: resistance training, metabolic syndrome, body composition, blood lipids, fat 

metabolic horm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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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的防治是全球性公共衛生與

醫療議題，尤其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其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導致醫療

及健康照護體系重要負擔。為了要在個人心血管疾病發生前，作好臨床前

監控及預測，有效預防並改善心血管疾病之盛行，與CVD 和第二類型糖尿

病有強烈相關的代謝症候群 (metabolic syndrome, MS) 成為近年來頗受重

視的健康議題之一。MS 是個體處於CVD高風險中的指標，包括腹部肥胖 

(abdominal obesity)、高血壓、血脂異常 (dyslipidemia) 和胰島素阻抗 

(insulinresistance) 等互有關聯的CVD危險因子群集 (cluster) 在同一個體的

現象 (Deen, 2004)。MS是近年成為來全世界對健康嚴重威脅的症狀之ㄧ 

(Eckel, Grundy, & Zimmet, 2005; Grundy, 2006)。在1923年時，醫界就已發現

高血壓、高血糖和痛風 (gout) 等三種危險因子群集成為一種症候群，不過

當時並未受到學者們的關注 (Giogia & Agarwal, 2006)。直到約40年後，MS 

一詞再度被提及 (Roberts & Barnard, 2005)，此議題才逐漸被重視。其後陸

續有學者提出X 症候群 (Reaven, 1988)、死亡四重奏 (deadly quartet) 

(Kaplan, 1989)、胰島素阻抗症候群 (insulin resistance syndrome) (Haffner 等, 

1992) 等相關名詞；這些名稱所具有相同概念及意涵，因這些危險因子皆與

代謝異常有關。隨後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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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將導致慢性疾病以及常伴隨心血管疾病發生的危險因子，其中包括

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胰島素阻抗、高血壓、高血糖以及血脂異常(三

酸甘油脂過高、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過低)，五項危險因子符合其中三項（或

以上）稱為 MS；而臺灣則是由行政院衛生署國健局【國健局】於2004年

訂定及2006修正符合國人條件的 MS 定義標準：腹部肥胖：男性及女性腰

圍分別 ≧ 90公分及80公分、三酸甘油脂 ≧ 150 mg/dL、高密度脂蛋白膽

固醇男性及女性分別＜ 40 及50 mg/dL、血壓：收縮壓 ≧ 130或舒張壓 ≧ 

85 mm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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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壓或血糖之檢驗值正常者亦為異常。上述五項危險因子符合≥三項，即為 

MS。國健局（2006）資料顯示，我國代謝症候群盛行率約為15－30 %，隨

年齡上升有增加的趨勢，且許多研究指出，MS患者未來罹患糖尿病、高血

壓的機會為一般人的3倍及2倍。國健局亦表示雖然MS盛行率在成人較兒童

與青少年高，但是應就孩童與青少年族群肥胖的預防與體重控制著手，因

為代謝症候群盛行率在這族群中有大幅上升的情況。 

     研究顯示，具有 MS 的個體將增加 CVD 罹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第二

類型糖尿病的危險 (Grundy 等, 2005; Katzmarzyk, Church, Janssen, Ross, & 

Blair, 2005)。MS 最主要的兩個潛在性危險因子是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

及胰島素抵抗 (Isomaa, 2003; Yang 等，2007)。由於 MS 患者聚集許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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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其心肺適能方面的表現的能力較一般人差 (LaMonte

等，2005; Nagano 等，2004)，且心血管疾病罹患率及死亡率高於非 MS 患

者數倍之多 (Gami 等，2007; Lakka 等，2002; Wang 等，2007)。MS 的防

治及改善建議，包含國際糖尿病學會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 2007) 及美國國家膽固醇教育計畫 (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NCEP】, 2002) 等權威組織，原則上是以減重、增加身體活動量

及從事有氧運動來改善這些症狀。有氧運動訓練在過去的研究上一致發現

其可改善血糖與血脂肪並控制體重。因此，有氧運動常被建議於改善疾病

與健康促進。但是過去探討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的效果之研究較少。 

    美國心臟學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 2007) 發表『AHA

科學聲明』(AHA Scientific Statement) 內容表示，阻力訓練對心血管疾病患

者及健康人的防治效果並不亞於有氧訓練，如表 1-1-1 (Williams 等，2007)。

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CSM】, 

2009)、美國心臟學會（AHA）、IDF ( 2007 )、國健局 (2006) 所公開的聲明

皆表示，累積足夠的運動量是防治代謝症候群及相關疾病的主要關鍵。最

近整合性研究發現阻力訓練可改善血糖控制與胰島素阻抗的部分機轉和有

氧訓練相同 (Dela & Kjaer, 2006) ，另有其他路徑可提供胰島素訊息傳遞的

效益。全身性的阻力訓練可能在相同時間內招募更多的肌肉參與 (Braith & 

Stewart, 2006)；而使阻力訓練在糖尿病防治與血糖代謝異常的管理上逐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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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此外，阻力訓練可增進肌力，世界的運動醫學與公共衛生權威組織

建議將阻力訓練納入心血管疾病防治的運動處方 (Pescatello 等，2004; 

Pollock 等，2000; Sigal, Kenny, Wasserman, & Castaneda-Scepp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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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有氧及阻力訓練在健康及體能變項效果之比較 

變項 

( Variable ) 

有氧運動 

( Aerobic Exercise ) 

阻力運動 

( Resistance Exercise ) 

身體組成   

骨礦物質密度 ↑↑ ↑↑ 

脂肪百分比 ↓↓ ↓ 

瘦體組織重 ○ ↑↑ 

肌肉力量 ↑○ ↑↑↑ 

葡萄糖代謝   

胰島素葡萄糖反應 ↓↓ ↓↓ 

胰島素基礎值 ↓ ↓ 

胰島素敏感度 ↑↑ ↑↑ 

血脂及血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 ↑○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 ↓○ 

三酸甘油脂 ↓↓ ↓○ 

基礎代謝率 ↑○ ↑ 

健康生活品質 ↑○ ↑○ 

↑表增進，↓表降低，○表不變；箭頭數表示效果大小，1 個箭頭：輕度效

果；2 個箭頭：中度效果；3 個箭頭：高度效果 

節錄自 Williams, M. A., Haskell, W. L., Ades, P. A., Amsterdam, E. A., 

Bittner,  V., Franklin, B. A., et al. (2007). Resistance exercise in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2007 update: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ouncil on Clinical Cardiology and 

Council on Nutriti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Metabolism. Circulation, 116(5), 

572-584. 

最近的橫斷性研究發現，肌肉質量與各種原因的致死率（all-cause 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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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zgerald 等，2004) 以及代謝症候群的盛行率呈負相關 (Jurca 等，2005) ，

無論其心肺適能優劣。第二類型糖尿病的患者通常是肥胖或有其他的併發

症狀，短期內不易達到有氧運動訓練所建議的強度與運動量 (Dela & Kjaer, 

2006; Willey & Singh, 2003)；Gordon 等（2009）在系統性綜評（systemetic 

review）文獻中，表示阻力訓練在改善糖尿病相關併發症狀與有氧訓練有許

多相同的效果，因此如能考量阻力訓練，或許可提高糖尿病或前期患者運

動依附性（compliance）和改善健康狀況。因此阻力訓練最近被許多公衛及

醫療權威機構認為是改善代謝症候群的重要介入計畫 (Albright 等，2000; 

Donnelly 等，2009; Sigal 等，2004; Williams 等，2007)。阻力訓練對於改善

心血管與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的效益（如高血壓、血脂代謝異常、肥胖及

胰島素阻抗等）長期已有許多研究；最近的整合研究分析發現(Strasser, 

Siebert, & Schobersberger, 2010)，阻力訓練可使糖化血色素 (glycosylated 

haemoglobin, HbA1c) 降低 0.48%、脂肪含量減少 2.33 kg、收縮壓下降 6.19 

mmHg；結論認為阻力訓練可顯著改善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如肥胖、糖化

血色素濃度與收縮壓的改善，建議阻力訓練可應用於第二類型糖尿病與代

謝異常者的健康管理；不過，過去的研究異質性（heterogeneity）很高，在

人數、對象及訓練等變項差異較大，無法顯現阻力訓練對所有相關因子的

劑量與反應效果（dose-response effect），所以在訓練的強度與頻率等並沒有

一致的結論；未來的研究在對象、訓練量與訓練相關變項應做適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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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在 Gordon 等（2009）的系統性綜評與 Strasser 等（2010）的整合分析

顯示過去大部分的阻力訓練研究是以每週 3 次作為運動訓練的頻率；每週

組數 (set/wk) 約為 6－9 組/週；運動強度則有較大的不同，範圍在最大肌

力（1RM）的 40－85% 或 10－15 次反覆次數。Gordon 等表示高強度阻力

訓練是改善葡萄糖控制與提升胰島素敏感度的有效方法；另外 Dustan 等 

(2002) 發現高強度阻力訓練（75－85 % 1RM）除了可有效改善血糖控制之

外，也可有效提升肌力與瘦體組織 (lean body mass, LBM)；過去較少有研

究探討不同阻力訓練強度對身體組成、代謝症候群及健康的效益。 

因此，為了要進一步了解高強度的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的效果是否

與一般建議的阻力訓練強度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比較高強度與中等強度

阻力訓練在相同訓練量的條件下，對身體組成及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的改

善效果。 

 

三、 研究目的  

（一） 比較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身體

組成之效果。 

（二） 比較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代謝

症候群危險因子之效果。 



- 8 - 

 

 

（三） 比較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脂肪

代謝激素的差異。 

四、 研究假設  

（一）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身體組成

的效果沒有差異。 

（二）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代謝症候

群危險因子的效果沒有差異。 

（三）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的脂肪代

謝激素的效果沒有差異。 

五、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 不同強度阻力訓練：係指每週總訓練量相同，最大反覆次數 (Repetition 

Maximum, RM) 與負荷不同的阻力運動；總訓練量 = 每週訓練組數 × 

個人相對負荷 ( % 1RM ) × 反覆次數 ( RM )。 

1. 高強度（high intensity, H）阻力訓練：係指 4－8 RM (約 80－90 % 

1RM )強度的阻力訓練。 

2. 中強度（medium intensity, M）阻力訓練：8－12 RM ( 約 60－75 % 

1RM) 強度的阻力訓練。 

(二) 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18－22 歲就讀大學並符合國民健康局

（2006）定義代謝症候群定義 (如表 1-1-2 )1 項以上危險因子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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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 (metabolic syndrome risk factors)：由國民健康局於

2006 年公佈代謝症候群定義標準之因子為：腹部肥胖 （腰圍）、三酸

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壓（收縮壓、舒張壓）、空腹血糖。 

 

表 1-1-2 國民健康局 2006 年公佈代謝症候群定義及其因子 

修正前（臺灣 2004 年版） 修正後（臺灣 2007 年版） 

危 險 因 子 異 常 值 異 常 值 

腹部肥胖(Central obesity) /

或身體質量指數（BMI） 

腰圍（waist）: 

男性 ≧90 cm 

女性 ≧80 cm ； 

或 BMI ≧27 

#腰圍（waist）: 

男性 ≧90 cm 

女性 ≧80 cm 

（刪除 BMI） 

血壓偏高 

(Blood pressure) 

SBP ≧130 mmHg / 

DBP ≧85 mmHg 

SBP ≧130 mmHg / 

DBP ≧85 mmHg 

高密度酯蛋白膽固醇偏低

(HDL-C) 

男性 <40 mg/dl 

女性 <50 mg/dl 

男性 <40 mg/dl 

女性 <50 mg/dl 

空腹血糖值偏高 

(Fasting glucose) 
FG ≧110 mg/dl 

#
FG ≧100 mg/dl 

三酸甘油酯偏高 

(Triglyceride) 
TG ≧150 mg/dl TG ≧150 mg/dl 

註：以上 5 項危險因子中，若包含 3 項或以上者，即可判定為代謝症候

群其中血壓(BP)、空腹血糖值(FG)、血脂（HDL-C、TG）等 4 危險

因子之判定，包括依醫師處方使用降血壓或降血糖或降血脂等藥品

(中、草藥除外)，導致血壓或血糖或血脂（HDL-C、TG）檢驗值正

常者。# 表示有修正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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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本研究以大學年齡層的男性為研究對象，因此在研究結

果的推論僅限於相同特質的族群。 

（二） 飲食控制部分的限制：本研究無法在研究期間提供受試者飲食，只

能在研究期間建議受試者為平時的飲食行為與習慣，無法作嚴謹的

飲食控制。 

（三） 受試對象的選擇：本研究以大學年齡層的男性為招募對象，具有代

謝症候群的人數較少，不易招募到較足夠的樣本數，且其危險因子

的異常值不像高齡者嚴重；這些因素可能會影響統計的檢定力。 

七、研究的重要性 

（一）以相同的訓練量比較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 MS因子的效果：過去較少

有研究控制相同訓練量以比較不同強度阻力訓練的效果；本研究有

其學術之價值與創意。 

（二）阻力訓練對象的特殊性：過去研究較少探討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

對象的影響，而本研究對象為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在預

防醫學的觀點上，可提供此族群 MS 的相關防治之道。 

（三）增加本土縱向性阻力訓練研究之實證：國內有關代謝症候群之縱向

與橫向研究皆少，且國人較少從事阻力訓練；本研究將可提供實際

的訓練資料與過程，提供國人未來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之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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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加阻力訓練的應用：過去的阻力訓練往往運用在競技運動的場

合，以提升運動員的肌肉適能與運動表現，少應用在健康促進與疾

病預防；本研究由另一角度來探討阻力訓練對 MS 危險因子的效果，

可提供未來運動健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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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說明 MS 的定義及盛行狀況，並提供過去相關的防治建議。

再利用過去到近期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的研究發現作為基礎，

分析其主要的效果，再對目前尚未確立的相關理論與矛盾進行範圍的界

定，以形成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主要內容先以探討阻力訓練的健康與代謝

相關效益；探討高強度阻力訓練有利於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的研究；於後

提出最近相關的整合性分析研究的結論，以作為本研究必要性與價值性的

支持。主體分為六部分撰寫：一、代謝症候群與身體活動；二、阻力訓練

對體重管理與身體組成的改善；三、阻力訓練對心血管疾病與代謝症候群

因子的效果；四、阻力訓練改善代謝症候群因子需有的劑量；五、阻力訓

練對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最近的研究結論；六、本章總結。 

 



- 13 - 

 

 

一、代謝症候群與身體活動 

(一) MS診斷及盛行的說明及相關研究 

    WHO 於1998年除統一了MS的名稱亦首先提出診斷的準則 (Alberti & 

Zimmet, 1998)，強調胰島素阻抗為主要的基本危險因子，並要求胰島素阻

抗作為診斷的主要依據。當個體出現胰島素阻抗的其中一個指標，加上其

他兩項危險因子時，即可判定為MS。1999 年歐洲胰島素阻抗研究小組 

(European Group for Study of Insulin Resistance, EGIR) 對 

WHO 的定義提出修正版本，將第二類型糖尿病從症候群中排除，而採用空

腹血漿胰島素作為診斷標準。由於WHO 對MS 的定義主要是統一操作型定

義，以利研究之間的比較 (Hu 等, 2004)，但在流行病學研究及基層臨床醫

療上卻較不易執行；因此，美國國家膽固醇教育計畫 (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 NCEP) 第三次成人治療專案小組之報告 (Adult 

Treatment Panel Ⅲ Report [ATP-Ⅲ], 2001) 改採臨床診斷的替代標準，包括

腹部肥胖、高三酸甘油酯、高血壓、空腹血糖異常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IFG) 及HDL-C 偏低等項目，五項之中如有三項以上異常時則判定為MS。

2003 年美國臨床內分泌醫師學會 (American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 AACE) 修正ATP-Ⅲ的診斷標準，再次將胰島素阻抗視為

代謝危險因子的主因，並且強調肥胖是增加胰島素阻抗的途徑，而非診斷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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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國際糖尿病學會 ( IDF, 2005 ) 公佈新的標準，再度修正ATP-

Ⅲ的定義將腹部肥胖為必須被診斷的因子，然而腹部肥胖和其他 MS 危險

因子之相關性具種族上的差異，因此不同地區之腹部肥胖標準亦須有所修

正。IDF 以腰圍作為腹部肥胖的判定依據：歐洲男性 ≧94 公分，女性≧

80 公分；亞洲國家中，除了日本男性 ≧85 公分，女性 ≧90 公分之外，

其餘亞洲國家之腰圍標準為男性 ≧90 公分，女性 ≧80 公分。我國國民

健康局亦邀請專家及專業團體，參酌我國國情，2004年訂定我國之臨床診

斷準則，基本上是採用ATP-Ⅲ 的定義，只不過在肥胖指標方面除了腰圍

外，還增列BMI≧27 kg/m2，兩者擇一即可；而後國民健康局又基於種族差

異，再將BMI的判定標準刪除，而成為現在的版本 (國民健康局，2006)。

有關 MS 的流行病學研究，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皆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

果，其主要與研究者取樣民眾之背景條件（如年齡、種族、社經地位、危

險因子異常情形等）、採樣年代或診斷定義不同有關。行政院衛生署國民

健康局於2002年進行政策性的分層抽樣全臺地區7,576 人，進行高血壓、高

血糖、高血脂之盛行率調查發現，全體 MS 的盛行率為14.99%（男性 

16.9%，女性 13.8%），有隨年齡上升而增加的趨勢；而歐美國家在10－25 

%；亞洲國家10－20%。 

在國內外橫斷性研究中，蔡崇煌、黃素雲與林高德（2006）研究發現

年齡越大、有抽菸習慣、高尿酸血症異常、身體質量指數越大皆與 MS 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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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率呈正相關，且男性罹患率大於女性 (男性為22.7 %；女性為19.9 %)；馮

世祥 等（2007）進一步指出男性罹患 MS 危險性為女性的 3.7 倍，年齡

每增加一歲，罹患 MS 的危險性就提高 6 %；由此可知 MS 罹患率與生

活習慣、肥胖及年齡增加有關，且男性發生率大於女性。其他研究指出大

約每 4－5 人就會有一名MS罹患者 (Malik 等，2004; Ford, Giles, & Diles, 

2002)；最主要兩個潛在性危險因子為肥胖及胰島素抵抗 (Isomaa, 2003; 

Deen, 2004; Yang 等，2007)。MS 危險因子表現於生理的症狀為：腹部肥

胖 (abdominal obesity)腹部肥胖和 MS 有高度相關，臨床上為腰圍的增

加，而坐式生活型態是其加速的因素之ㄧ；胰島素抵抗 (insulin resistance) 

是MS 患者大部分的現象，胰島素阻抗和代謝及 CVD 危險因子有高度相

關，長期胰島素阻抗會伴隨葡萄糖耐受度不佳 (glucose intolerance) 的現象

產生；致粥瘤性血脂異常 (atherogenic dyslipidemia)會伴隨脂蛋白異常的現

象產生，包括三酸甘油脂增加及低濃度 HDL-C；血壓升高和肥胖者相關聯

且常發生於胰島素抵抗者身上，因此高血壓常被列於代謝的危險因子；此

外，發炎前期 (proinflammatory state) 、血栓生成前期 (prothrombotic state)

等，都是MS發展中的生理症狀 ( Grundy 等，2004；Grundy 等，2005；

Grundy，2006 )。MS 危險因子並非獨立存在造成發病原因，通常會相互作

用並經過一緩慢過程而產生，導致患者通常不會有所察覺而（楊宜青與張

智仁，2007）。另外，黃麗卿與黃國晉（2007）也指出 MS 定義標準與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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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子量測仍有可能改變，未來應會有更多組成因子加入診斷，以便精準

判定 MS 發生率。 

 

(二) 身體活動對 MS 的影響及一般改善建議 

心血管系統功能和心肺適能有密切關聯性，當心血管系統能力越差，

反應在心肺適能上會有較差的表現。過去研究發現，MS 患者心肺適能較

無 MS 者差 (LaMonte 等，2005; Nagano 等，2004)，其原因可能與 MS 患

者具有罹患 CVD危險因子有關，研究並指出心肺適能也是預測 MS 發生

率強有力的獨立因子，且較佳的心肺適能會有潛在的保護機制預防 MS 發

生。 

Laaksonen 等 (2002) 指出較佳的心肺適能可以預防罹患 MS，即使過

重或是肥胖者；Nagano 等(2004) 將 200 名 22－81 歲葡萄糖耐受度不佳

及二型糖尿病受試者，經漸進式腳踏車測驗預測最大攝氧量後，發現高體

適能組的高胰島素血症顯著較低，並指出心肺適能也許可歸類為代謝異常

的獨立預測因子；Bertoli 等 (2003) 發現最大攝氧量 (V
‧

O2max) 和胰島素

敏感度呈顯著正相關且和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及低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 (LDL cholesterol) 成顯著負相關。由上述兩研究可推測當胰

島素敏感度越高時 V
‧

O2max 也會相對增加，代表心肺適能較佳，然 MS 患

者通常會有胰島素阻抗現象，由此可推測 MS 患者可能於在心肺適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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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低落；LaMonte 等 (2005) 以 9007 名男性及 1491 名女性年齡介於 

20~80 歲非 MS 患者，接受最大攝氧量測驗後將心肺適能依年齡和性別分

成低、中、高三組，發現中及高體適能組罹患 MS 機率相較於低體適能組，

分別低 20~26 % 及 53~63 %，結論指出排除混淆因子後，不論性別，心肺

適能是預測 MS 發生率強而有力的獨立因子，且較佳的心肺適能會有潛在

的保護機制預防 MS 發生，即使個體已出現 MS 危險因子。 

由上述研究可知，心肺適能好壞與代謝症候群罹患率有密切關係。運

動訓練可增加肌肉質量、提高微血管密度和調節自主神經等功能，進而有

助於增進心肺適能表現，過去研究也指出較高的身體活動量及運動訓練介

入，可減少 MS 危險因子及其罹患率。 

Katzmarzyk 等 (2003) 以105 名 MS 患者，接受3天/週，30－50分/

次，55% V
‧

O2max 漸增至 75% V
‧

O2max，20 週漸進有氧運動訓練；MS 罹

患率降低 30.5%。Watkins 等 (2003) 將 MS 患者分別接受3－4 天/週，35

分/次，70－85 % HRR， 24 週有氧運動及有氧運動結合0.5－1 kg /週減重

計劃介入，發現兩者皆可顯著改善高胰島素血症，且有氧運動結合減重又

可顯著降低血壓。Okura 等 (2007) 研究也發現有氧運動結合減重可降低 

MS 症狀。Orchard 等 (2005) 將 3434 名葡萄糖耐耐受度不佳者隨機分配

為生活型態組、藥物治療組 (Metformin) 及對照組，實驗介入 3.2 年，結

果發現每週進行 150 分鐘中等強度運動結合低熱量、低脂肪飲食且減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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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活型態組，腰圍、三酸甘油脂、血壓、空腹血漿葡萄糖濃度以及 

HDL-C獲得改善，減少41 % 發展成 MS。另外，Tsuzuku 等 (2007) 以體

重做為負荷 (using body weight as a load) 的 12 週阻力訓練，訓練後也能顯

著減少腰圍、腹內脂肪且增加 HDL-C 以及減少三酸甘油脂和糖化血色素 

(HbA1) 的濃度。Bertrais 等 (2005) 則以問卷方式分析 1902 名男性以及 

1932 名女性，年齡介於  50－69 歲者過去一年休閒時間身體活動量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LTPA) 和 MS 發生率，結果發現不論性別，當

運動量達3－6 METs 的中等強度，每週150分鐘，則減少 35－45 % MS 發

生率，當身體活動達較大於6 METs 的高強度時，每週60分鐘，每次持續20

分鐘以上，更進一步減少達 55－65 %，而坐式生活型態比例增加時，MS 發

生率也相對增加。Gami 等 （2007）也建議以生活型態的介入方式減少 MS 

發生率。其他研究亦指出，較高的身體活動量 (Brage等，2004; Brien, Janssen, 

& Katzmarzyk, 2007)、低－中程度碳水化合物飲食、低脂肪飲食、無吸煙習

慣者以及  BMI 維持在非肥胖的範圍內  (Zhu, St-Onge, Heshka, & 

Heymsfield, 2004)，皆會顯著降低 MS 發展的危險。另外，越來越多的證

據顯示，規律的從事中等強度以上的身體活動  ( 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 MVPA) 有益於身體健康。因此，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和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根據這些運動介入和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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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證據發表聯合聲明，建議每一位成年人每週至少應參與數天（最好是

每天），每次30 分鐘以上適度的身體活動 (Pate 等, 1995)。其中，身體活

動是 MS的一個保護因子，可以藉由降低MS 的發生率或改善其組成要素來

達到預防和治療CVD 和第二類型糖尿病的效果。 

    綜上可知，代謝症候群的防治，當前最主要是以增加身體活動、從事

有氧運動、飲食控制及生活方式的改變達成體重控制促進 MS因子改善。而

其主要理由就是因為有氧運動及身體活動的執行性較容易，有氧運動中能

量消耗的能量較多，並可藉心肺能力的增進而提升心血管系統功能以達成

相關的健康效益；不過，其缺點就是需花較長的時間維持在中等強度以上

的運動，且對於身體組成改善及肌肉適能的改善功能較不顯著。代謝症候

群的防治及改善建議，NCEP (2002) 包含有(1)控制體重、(2)增加身體活動、

(3)從事降低心血管疾病因子的相關措施；IDF (2007) 的建議則是 (1)適度的

減少飲食攝取，一年內降低 5-10%的體重 、(2)適度的增加身體活動量，以

達成每週 3 天以上 30 分鐘中等強度的健康建議量 (3) 改善飲食內容，可改

變飲食中改善 CVD 危險因子的維生素內容。而我國國健局 ( 2006) 所提出

之代謝症候群防治策略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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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行政院國民健康局所提出之代謝症候群防治策略 

初 段 預 防 次 段 預 防 

一般大眾 高危險群 1.早期發現個案，與目前篩

檢策略合併，如： 

(1)成人健檢(健保局) 

(2)三高到點篩檢 

(3)複合式篩檢 

2.參考目前糖尿病、高血脂

及高血壓，訂定醫療照

護指引 

3.提供有效照護 

(1)研發個案管理模式 

(2)建立品管監測制度 

 

1.多元化大眾傳播促進認知 

(1)教材及工具(如腰尺等)

之研發 

(2)訂定衛教指引 

2.導引國人建立健康生活型

態 

1.界定群體 

(1)糖尿病、高血脂及高血

壓家族史 

(2)曾罹患妊娠糖尿病

(GDM) 

(3)肥胖 

2.早期健康促進 

(1)重點 

a.體重控制 

b.均衡營養 

c.體適能促進 

(2)對象 

a.學校 

b.職場 

c.軍中 

1.衛生局及醫事人員共識之建立及照護能力之提升 

2.進行相關流行病學調查及科技研究 

3.增強支持系統(包括病友團體等) 

4.成本效益分析 

1.均衡營養、體重控制(食品處) 

2.拒菸戒菸(衛教中心) 

3.壓力調適(醫事處) 

4.體適能促進（社區健康組） 

 5.社區、學校、職場等健康營造（社區健康組） 

疾病照護之健保給付 (健

保局 ICD9 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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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阻力訓練對體重管理與身體組成的改善 

（一）阻力訓練與能量消耗 

    阻力運動中所引起的能量消耗基本上比耐力運動低，但是阻力訓練可

能因肌肉質量的增加而提升能量消耗。每公斤肌肉在安靜下每天的能量需

求約 15－25 卡 ( Sparti, DeLany, de la Bretonne, Sander, & Bray, 1997 )，而且

其能量利用不僅在運動當中也在整天的生活中。因此，雖然阻力訓練的能

量消耗較低，不過引起的全天性能量消耗之累積可能有益於體重管理。圖

2-2-1 的模式顯示阻力運動在體重控制中的角色，或許在日常生活與平時身

體活動都有提升能量消耗的作用，也增加了脂肪的利用。能量消耗的降低 

 
 

      圖 2-2-1 運用阻力運動進行體重控制的理想模式 （Donnelly, 2004） 

最主要將對體重維持造成負面影響 (Weinsier 等，2002)，例如：年齡造成

安靜與活動時能量消耗的減少 (Westerterp, 2000)。雖然普遍皆知有氧運動

訓練時所消耗的能量比阻力訓練要多，不過一些研究也顯示阻力訓練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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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降低肥胖者體重 (Rice, Janssen, Hudson, & Ross, 1999; Sarsan, Ardic, 

Ozgen, Topuz, & Sermez, 2006)。許多研究顯示阻力訓練會減少體脂肪量並

增加瘦體組織重，因此體重會有稍微的變化或是沒有改變 (Cauza 等，2005; 

Dunstan 等，2002; Hunter, Bryan, Wetzstein, Zuckerman, & Bamman, 2002; 

Hunter, Wetzstein, Fields, Brown, & Bamman, 2000; Schmitz, Jensen, Kugler, 

Jeffery, & Leon, 2003; Treuth 等，1995; Treuth 等，1994)。 

    此外，額外的阻力訓練可產生飲食限制期間防止非脂肪組織流失的效

果，這將關乎安靜代謝率的改變。阻力訓練可促進更多的肌肉蛋白質轉換

（turn over），進而提升安靜代謝率 (Evans, 2001)。理論上每生成一公斤的

新肌肉就會增加21卡的安靜代謝率。因此阻力訓練經年累月的效果被認為

對日常的能量消耗與體脂肪量有實際且重要的改善效果。例如，瘦體組織5

公斤的改變，將造成每天100卡（一年相當於4.7公斤的脂肪量）的差異 

(Wolfe, 2006)；並且也可防止或降低體脂肪的增加 (Williams等，2007)。 

除了增加能量消耗，阻力訓練也有增加脂肪作為能量來源的可能。

Treuth（1995）的研究顯示經16週阻力訓練的老年女性顯著的降低了全天的

RER（0.90-0.82）。這樣的RER下降增進了全天的脂肪消耗由42-81克/天。雖

然，阻力訓練比有氧運動所消耗的能量較少，且在日常所引起的能量消耗

也輕微，但是阻力訓練或許有利於體重的控制。此外，Nordby, Saltin, and 

Helge (2006) 的研究指出，瘦體組織重 (lean body mass, LBM) 和運動中最



- 23 - 

 

 

大脂耗量（maximal fat oxidation rate, Fatmax）呈正相關（如圖2-2-2），因此，

當肌肉量越多時，可增加運動中最大脂肪消耗量，並且增加肌肉質量也能

提高相同運動強度下的能量消耗，以提高脂肪消耗量。 

 

 

 
 

 

圖 2-2-2 運動中最大脂耗量 和 LBM 關係 

 (Nordby, Saltin, & Helge, 2006) 

 

（二）阻力訓練在體重控制的角色 

由於非脂肪組織對安靜代謝率有著相當的影響程度，靜組織的流失也

將有礙於進一步的減重，因此，要有效的長期減重，在減去脂肪同時，維

持 FFM 與 RMR 似乎是需要的 (Stiegler & Cunliffe, 2006)。比較飲食限制、

飲食限制加上有氧訓練、飲食限制加上有氧訓練及阻力訓練的研究中發

現，在 12 週後，雖然三組過重的男性減去的重量相同，但是所降低的脂肪

百分比分別為 69%、78%、97%；這研究凸顯了阻力訓練的刺激能減少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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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分解的獨特性，保留了更多的肌肉量，並改變在減重計畫中脂肪與非脂

肪量的比例關係。運動雖沒有對飲食限制提供了額外的減重效果，不過重

度的阻力訓練對身體組成、肌力、爆發力的影響對體重管理的計劃是相當

重要的一環 (Kraemer 等，1999)。 

Schmitz 等（2003）的研究發現阻力訓練的執行有助健康效益的維持。

Schmitz 等進行每週兩次，持續 15 週有監控 (supervised) 的阻力訓練（80% 

1-RM）後，再進行 6 個月的非監控式的阻力訓練，結果顯示在無監控的阻

力訓練期間，預定的阻力訓練計畫完成度高達 9 成以上，並且在有監控的

15 週所達成的身體組成改善效果也都有相當好的維持。在整個 39 週的介入

後，與控制組比較下，阻力訓練組瘦體組織重多了 0.89 kg，脂肪重量少了

0.98 kg，脂肪百分比少了 1.63 %。結論中指出研究中所設定每週二次的運

動計畫是可行的，縱使在未監控下，阻力訓練的執行可維持先前有監控時

所帶給身體組成有益的效果，表示阻力訓練有益於長期健康效益的維持。 

     減重帶給生理代謝的益處，包括減少內臟脂肪 (Ross 等，2000)、改善

血中三酸甘油酯 (Goodpaster, Kelley, Wing, Meier, & Thaete, 1999)、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 (Despres 等，1991)、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Despres 等，1991) 

的濃度與增加胰島素敏感度 (Despres 等，1991; Goodpaster 等，1999)，一

般透過飲食與運動的方式可達成。而在體重增加的過程對於代謝狀況的影

響也是值得去了解；雖然許多人可以達成減重的目的，但是卻只有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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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維持長期的減重效果 (Wadden, Vogt, Foster, & Anderson, 1998)，因此要

維持長期顯著的減重效果是困難的，以致大部分的人皆無法達成。但是處

於風險中的人，縱使沒有達成體重下降或維持，只要能維持住健康的優勢

就有維持動態生活的可能 (Warner 等，2010)。另外，阻力訓練介入無論體

重是否達成減重的結果，皆顯示可以改善心血管代謝症候危險因子 

(cardiometabolic syndrome risk factors)，包含腹部肥胖 (Ibanez 等，2005; 

Treuth, Hunter, Kekes-Szabo 等，1995) 與胰島素阻抗 (Ibanez 等，2005; 

Klimcakova 等，2006)，因此，合理的推測阻力訓練可以防範復胖時所帶來

代謝上的負面影響。 

    以上可知，阻力訓練其對於身組成的改善對日常能量消耗有直接的提

升，這部分的優勢可在體重管理上作為重要參考；再者，因阻力訓練所增

進的代謝率，似乎同時可以增加安靜時及運動中的能量消耗，以及增加脂

肪利用這更是阻力訓練對增進能量消耗及身體組成改善的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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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阻力訓練對心血管疾病與代謝症候群因子的效果 

（一）阻力訓練與血糖控制及胰島素阻抗 

    有研究以 29 位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為對象，分為三組－低熱

量飲食組、結合有氧訓練組以及結合阻力訓練組（80% 1-RM），在 16 週的

介入後發現三組所減少的體重（－12.4 kg）與整體脂肪量（－9.7 kg）沒有

差異。與單獨採用低熱量飲食組相較下，有運動的組別皆能維持非脂肪組

織的含量（低熱量飲食組－2.5 kg）。此研究最主要的發現在於，額外的運

動比單獨的飲食介入更能有效的提升肥胖者血中的胰島素濃度的影響。包

含運動的減重介入計畫，更有利減少內臟與腹部脂肪，這將越能減少胰島

素阻抗 (Rice 等，1999)。 

    一個最近的研究阻力訓練與身體組成對冠狀動脈疾病的影響。結果顯

示 8 週每週 3 次天的阻力訓練，與控制組比較，顯著的改變了受試者的體

重（＋0.58 %）、脂肪比例（－13.05 %）、瘦體組織重（＋5.05 %）、脂肪量

（－12.11 %）。研究認為阻力訓練確實可以有效改善主要的身體組成的測量

變項（6 個測量變項中的 4 個，除了 BMI 與腰臀圍比，這有益於改善冠狀

動脈疾病。另外，也支持了阻力訓練會因提升了瘦體組織重而讓 BMI 升高，

所以在使用 BMI 判斷心血管疾病因子時需注意 (Shaw & Shaw, 2006)。改善

身體組成可能不一定會改善胰島素的敏感度，但是糖尿病患者處於心臟疾

病併發症的風險中，改善身體組成就有可能降低這風險。再者，阻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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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善肌肉的品質（意指單位肌肉量功能的變項）與改變肌纖維的特性 

(Brooks 等，2007; Eves & Plotnikoff, 2006)，被認為可以增進葡萄糖的傳輸，

有利於血糖的控制。     

 

（二）阻力訓練與內臟脂肪量 

    過多的體脂肪尤其是腹部週圍中央部位的囤積，與高血脂、高血壓、

代謝症候群、第二類型糖尿病、冠狀動脈疾病、中風有關聯 (Williams 等，

2007)。脂肪組織主要的內分泌器官之一，會分泌脂聯素 (adiponectin)、瘦

體素 (leptin)、抵禦素 (resistin)、腫瘤壞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介白素-6 (interleukin 6) 與 PAF-1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1) 等，而

這些分泌物都與代謝症候群的形成有關鍵的作用  (Trayhurn & Beattie, 

2001)。過度的中央型肥胖 (central obesity) 特別是腹部的脂肪組織，一直與

血脂異常、高血壓、胰島素阻抗、第二類型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的形成有

關聯 (Hunter 等，1997; Hurley & Roth, 2000)，並且體脂肪的增加會降低肥

胖者與老人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Dela & Kjaer, 2006; Park 等，2003)。近

來發現脂肪細胞不僅儲存能量，並經由神經內分泌系統調節能量的平衡，

過多的脂肪細胞，尤其是腹部脂肪細胞，會分泌許多種類的脂肪激素如瘦

體素及脂聯素等，又臟器脂肪是造成 MS 的重要原因，因此體內的脂肪激

素濃度在肥胖、胰島素阻抗之角色的之重要性不言可喻。Shulman (1997)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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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過多的脂肪細胞產生循環中的游離脂肪酸增加，這將引發胰島素阻抗及

高胰島素血症，此外，除了游離脂肪酸之外，瘦體素亦會由於分泌過多，

而引起細胞對胰島素的阻抗，造成高胰島素血症的現象。另外，脂聯素亦

是被認為與肥胖發生與否很有關係的激素，其可調節體內免疫反應，減弱

發炎反應的發生；其與瘦體素相反的是，肥胖者體內瘦體素較高，而脂聯

素則較低 (國健局，2006)。而目前有關長期運動訓練的研究中，瘦體素可

能下降或沒變化。研究中表示，瘦體素濃度的下降取決於體重下降與脂肪

量減少；藉由運動訓練達到減少體脂肪的效果，可以使瘦體素濃度下降。

而有關運動訓練與脂聯素調節反應的研究結果則較不一致，原因並不明

確，推測是處方與個體差異等因素造成，或是運動訓練的設計內涵不同所

致 ( Trøseid, Lappegård, Mollnes, Arnesen, & Seljeflot, 2005 ) 。    

    阻力訓練促進內臟脂肪組織的降低或許比降低總體脂肪更為重要，因

為內臟脂肪組織的降低隨之減少了代謝症候群的罹患風險 (Stewart, Bacher, 

Turner, Lim 等，2005; Stewart, Bacher, Turner, Fleg 等，2005)。許多研究顯

示接受阻力訓練後將減少內臟脂肪組織 (Cuff 等，2003; Hunter 等，2002; 

Ross & Rissanen, 1994; Ross, Rissanen, Pedwell, Clifford, & Shragge, 1996; 

Treuth, Hunter, Kekes-Szabo 等，1995; Treuth 等，1994)。Treuth 等的研究觀

察到 16 週阻力訓練會顯著減少老年男性與女性的內臟脂肪。Ross 等發現中

年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經過 16 週的飲食介入加上阻力訓練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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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脂肪有下降情形。Ross 等第一個實驗設計是飲食介入期間比較有氧運動

訓練與阻力訓練 (70-80% 1-RM)，結果發現兩組減少內臟脂肪的效果相

似，而減少的量比總體皮下脂肪減少量還要多。另一個實驗比較單獨採用

飲食、飲食＋有氧、飲食＋阻力訓練 (70－80% 1-RM) 三種不同的介入方

式的效果，發現三組皆顯著減少了總體脂肪量，減少的內臟脂肪量也顯著

比總體皮下脂肪減少的量還多，三組所減少的皮下脂肪量為 40%（飲食＋

阻力訓練）、39%（飲食＋有氧）、32%（單獨採用飲食）；由研究可發現阻

力訓練對於減少內臟脂肪和有氧訓練有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的趨勢。 

    Strasser, & Schobersberger (2011) 指出目前的研究結果皆支持無論是否

結合有氧運動訓練或是飲食介入，阻力訓練本身就可有效減少腹部脂肪，

無論是立即的效果 (immediate effects)－在減重與維持時；或是延遲效果 

(delayed effects) －在體重回復時。並由 Ross 等的兩個研究歸納認為低運動

量與高強度再結合飲食限制時皆可達到降低總體與局部脂肪組脂的效果；

當然這都要其他研究再進一步的驗證 (Strasser & Schobersberger, 2011)。 

    內臟脂肪的降低常被發現有伴隨胰島素敏感度改善的現象，因此學者

認為阻力訓練促進內臟脂肪組織的降低比降低總體脂肪更為重要；而且，

這當中也似乎表示阻力訓練可以更有效降低腹部脂肪的優勢。另外，胰島

素在 MS 發展的生理機制中有關鍵角色，而這過程似乎又與腹部脂肪的堆

積有所關聯；據此，運動介入，脂肪組織在調控脂肪量的機制以及 M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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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脂肪激素與胰島素的濃度的關連的進一步闡明亦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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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阻力訓練改善代謝症候群因子需有的劑量 

 

(一)有關阻力訓練在身體組成、MS 因子的研究探討 

Ishii（1998）以訓練組 9 人控制組 8 人進行 4－6 週每週 5 次共 10 組強

度為 50 -55 % 1RM 包含 9 個動作的阻力訓練；研究結果發現，脂肪量(fat 

mass, FM)、瘦體組織重 (lean body mass, LBM) 皆不變。Dunstan（1998）

以訓練組 15人控制組 12人進行 8週每周 3次共 6－9組強度 50－55 % 1RM

包含 10 個動作的阻力訓練；研究結果發現 LBM 上升、血壓未有差異、血

糖及胰島素濃度下降。Maioran(2002)訓練 16 人 8 週每周 3 組強度為 55－65 

% 1RM 循環式阻力訓練；研究發現% BF 下降、腰圍下降 1.3%、腰臀圍比

下降、血糖濃度下降。Baldi and Snowling （2003）以訓練組 9 人控制組 9

人進行 10 週每周 3 次共 6 組 10－15 RM 包含 10 個動作的阻力訓練；研究

發現 FFM 提升、血糖及胰島素濃度下降，並認為 10 週的阻力訓練便可以

影響胰島素濃度。Eriksson（1998）以訓練組 8 人控制組 7 人 進行 10 週

每周 3 次強度 50－60 % 1RM 的循環式阻力訓練；研究結果發現 FM 不變、

HDL 上升、血壓未有差異、血糖及胰島素濃度不變。Dunstun(2002)以訓練

組 16 人，控制組 13 人（皆有稍微的飲食控制），進行 13 週 75－80% 1RＭ

每週 3 次每次 3 組包含 9 個動作；研究發現體重與腰圍皆下降。 

Honcola（1997）以訓練組 18 人控制組 20 人，進行 20 週每週 2 次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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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強度 12－15 RM 包含 8－10 個動作的循環式阻力訓練；研究結果發現

CHOL 及 LDL 與 TG 下降、DBP 下降、SBP 不變。Castaneda（2002）以訓

練組 31 人控制組 31 人，進行 16 周每周 3 次共 9 組強度 60－80 % 1RM 包

含 5 個動作的阻力訓練；研究發現 FM 下降、LBM 上升、HDL 及 LDL 與

TG 不變、SBP 顯著下降、血糖濃度不變。Ibanez (2005)以訓練組 8 人，進

行 16 週每週 2 次每次 3 組強度 50－80% 1RM 包含 7－8 個動作；研究結果

發現皮下及腹部脂肪減少、血糖濃度下降。Smutok（1993）以訓練組 8 人

控制組 10 人，進行 20 週每週 3 次共 6 組強度為 12－15 RM 的阻力訓練；

研究結果發現 FM 及 LBM 不變、血糖及胰島素下降。Cauza（2005）以訓

練組 22 人有氧組 17 人，進行 16 週每週 3 次共 3-6 組強度 10－15 RM 包含

8 個動作的阻力訓練；研究結果發現 FM 下降、LBM 上升、HDL 上升、LDL

下降、TG 下降、SBP 下降、DBP 下降、 血糖及胰島素下降。 

以上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因子等相關變項之研究探討如表 2-4-1。由

表中可發現，阻力訓練脂訓練期約為 6－20 週，強度約為中強度，運動量

為中低強度運動量。各變項可發現身體組成、血糖及胰島素在較早的階段

就有變化的現象；血脂濃度及血壓變化則較不一定，但普遍來說是較為緩

慢的。訓練的強度大部分以中等強度，只有幾篇是利用高強度及循環式阻

力訓練進行，而無論任何一組訓練方式，其訓練頻率皆集中於 2－3 次，訓

練量皆集中於每週 6 組左右，屬於中等以上劑量。而高強度訓練在身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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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上，除了去脂肪組織及肌肉量與中等強度相當一致的結果，但在腰

圍及脂肪的變化，似乎高強度的效果較為顯著。此外，Boule, Haddad, Kenny, 

Wells, and Sigal (2006)表示，高強度阻力訓練能產生與其他形式運動相當或

更好的健康效益。而且，Dunstan, Daly, Owen, Vulikh, and Shaw (2005)利用

低強度的阻力運動訓練進行的研究並未發現有改善胰島素敏感度等效果；

Kay and Fiatarone (2006) 的研究卻發現了高強度阻力訓練顯著降低了內臟

脂肪量。只不過，以上兩篇研究皆為 16 週以上較長期的研究。因此，Benson, 

Torode and Fiatarone (2008) 以正常及肥胖青年為對象，進行 8 週每週 2 次

強度約為 80% 1RM 包含 11 個動作的高強度阻力訓練；研究結果發現兩者

的腰圍、脂肪百分比顯著下降。但其表示，在成人的研究發現阻力訓練使

肌肉量增加、肌力增進、胰島素敏感度增進、內臟脂肪量減少與健康效益

的獲得不確定是有關聯的，需要更多較短期的研究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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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因子等相關變項之研究探討 

研究者 
組別 
及人數 

介入內容 
研究結果 

身體 
組成 

血脂 
濃度 

血壓 
血糖及
胰島素 

Ishii

（1998） 
RT = 9  

C = 8 

4-6 週 

50-55% 1RM 

5 次/週 

10 組/週 

9 個動作 

●FM 

●LBM 
   

Dunstan

（1998） 
RT = 15 

C = 12 

8 週 

50-55 % 1RM 

3 次/週 

6-9 組/週 

10 個動作 

▲LBM  ●BP 
▼GLU 

▼Ins 

Eriksson

（1998） 

RT = 8 
(循環式) 

C = 7 

10 週 

3 次/週 

50-60 % 1RM 

●FM ▲HDL ●BP 
●GLU 

●Ins 

Baldi and 

Snowling 

（2003） 

RT = 9 

C = 9 

10 週 

10–15 RM 

3 次/週 

6 組/週 

10 個動作 

▲FFM   
▼GLU 

▼Ins 

Maioran 

(2002) 

RT = 16 
(循環式) 

8 週 

55-65 % 1RM 

3 組/週 

▼% BF 

▼WC 

▼WHR 

  ▼GLU 

Dunstun 

(2002) 

RT = 16 

C = 13 

13 週 

75-80% 1RM 

3 次/週 

3 組/次 

9 個動作 

▼BW 

▼WC 
   

Castaneda

（2002） 
RT = 31 

C = 31 

16 週 

60-80 % 1RM 

3 次/週 

9 組/週 

5 個動作 

▼FM 

▲LBM 

●HDL 

●LDL  

●TG 

▼SBP ●GLU 

Cauza

（2005） 
RT = 22 

AT = 17 

16 週 

10 -15 RM 

▼FM 

▲LBM 

▲HDL 

▼LDL 

▼SBP 

▼DBP 

▼GLU 

▼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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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組別 
及人數 

介入內容 
研究結果 

身體 
組成 

血脂 
濃度 

血壓 
血糖及
胰島素 

3 次/週 

3-6 組/週 

8 個動作 

▼TG 

Honcola

（1997） 

RT = 18 
(循環式) 

C = 20 

20 週 

12 -15 RM 

2 次/週 

4 組/週 

8-10 個動作 

 

▼TC 

▼LDL 

▼TG 

▼DBP 

●SBP 
 

Ibanez 

(2005) 
RT = 8 

16 週 

50-80%1RM 

2 次/週 

3 組/週 

7-8 個動作 

▼SAT  

▼AAT 
  ▼GLU 

Smutok

（1993） 
RT = 8 

C = 10 

20 週 

12 -15 RM 

3 次/週 

6 組/週 

●FM 

●LBM 
  

▼GLU 

▼Ins 

說明 : RT=阻力訓練，C =控制組，AT = 有氧訓練；▲=上升，▼=下降，● =

不變；SAT=皮下脂肪，AAT = 腹部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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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高強度阻力訓練產生健康效益的發現  

    Hill 等 (2003) 估計出”能量差距” (energy gap) 約為 100 卡（約 420 kJ / 

d），表示只需要每天達到這能量差距就可以減少 90 % 的美國人體重增加的

機會。意即只要減少或是消除這能量差距就可以防止或是減少大部份的美

國人脂肪量的增加 (Hill, Wyatt, Reed, & Peters, 2003)。 

    最近的研究利用高強度的阻力訓練，每次只花 11 分鐘完成 1 組高強度

的阻力運動 (85-90 % 1RM，約 3－6 RM)，造成全天的能量消耗增加（一

天約增加 550 kJ）以及脂肪氧化提升的效果 (Kirk 等，2009)。Kirk 等利用

1 組高強度的阻力訓練介入 6 個月後，體重與 BMI 在阻力訓練組與控制組

皆顯著的增加（分別為體重增加 2.9 %與 2.9 %；BMI 增加 2.9 %與 2.5 %），

而兩組間並無顯著差異。阻力訓練組對身體組成有顯著的影響，與控制組 

(－0.6 %) 相較下，阻力訓練組去脂體重增加了 2.7 %。雖然，組間的脂肪

減少量沒有達顯著差異，但是控制組的脂肪量顯著增加了 8.8 %，而阻力訓

練組並無顯著增加（＋3.3 %）。阻力訓練組與控制組相比，上升相同的體重，

增加較多的非脂肪量，較少的體脂肪上升，使得脂肪改變的百分比產生顯

著的組間差異 (0.9 % vs. 6.3 %)。這有利的身體組成的改變（非脂肪量），

使得阻力訓練組的安靜代謝率與睡眠代謝率顯著增加；全天所增加的能量

消耗更是控制組的兩倍。約 7 % 基礎代謝率與睡眠代謝率的增加與過去利

用一組 (Lemmer 等，2001; Pratley 等，1994) 或多組 (Byrne & Wilmor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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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ezal & Potteiger, 1998; Hunter 等，2000) 的研究相同。這部分的原因除了

可歸因為非脂肪量的增加的作用，另外推論部分或許是因為肌纖維蛋白的

轉換 (Kim, Staron, & Phillips, 2005) 可增加了安靜代謝率與睡眠代謝率，其

中安靜代謝率的部分可占 20 %  (Welle & Nair, 1990)；另外低劑量的阻力訓

練顯示可以刺激交感神經的活性改變安靜與睡眠代謝率  (Pratley 等，

1994)，這也被認為可以解釋 Kirk 等的研究中睡眠代謝時的呼吸交換商改

變的顯著差異，以及阻力訓練組安靜代謝時的呼吸商下降而控制組上升（改

變量的差異未達顯著，p = 0.15），結果顯示了阻力訓練增加脂肪使用的有利

趨勢 (Pratley 等，1994)。 

    另最近一個比較特別的研究 (Warner 等，2010) 利用 8－12 週的減重期 

(weight loss phrase, WL) 飲食與有氧訓練介入讓參與減重的受試者平均減

掉 4－6%體重後，停止有氧訓練進行阻力訓練，並提升飲食量進入復胖期

（weight regain phrase, WR），約經過 10 週達到預定的目標－增加所減去的

體重的 50% 的程度。比較 WL 與 WR 期間結束時的代謝變項，發現在 WR 

的期間，中高強度阻力訓練（70－80% 1-RM）介入不只提升了瘦體組織重

與肌肉力量，並且維持了在 WL 期間飲食限制與有氧訓練所提升的代謝上

的健康效益、心肺能力 (V
‧

O2max) ，研究結果與另一個利用 16 週高強度阻

力訓練而改善未經訓練男性的 V
‧

O2max 相同 (Hagerman 等，2000) 。Warner

等認為阻力訓練是一個改善心肺適能與肌力的有效方法，並在減少心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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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相關危險因子是運動處方中的一個關鍵要素。此外，Warner 等也認為

研究另外發現 WR 期間脂肪百分比的維持的結果是因為阻力訓練所引起的

瘦體組織量增加的緣故，而其他的研究也顯示中高強度阻力訓練（70－80% 

1-RM）在不同的族群也可以提升瘦體組織量 (Castaneda 等，2002; Hunter

等，2000; McGuigan, Tatasciore, Newton, & Pettigrew, 2009)；另外，瘦體組

織的增加也使得胰島素的敏感度改善，縱使在 WR 期間的飲食量增加，其

認為因為肌肉是主要消耗葡萄糖的地方，而且它是糖尿病患者與心臟代謝

症狀中胰島素阻抗的最主要的位置，所以肌肉量的增加維持了葡萄糖的代

謝也使胰島素敏感度改善。過去的研究顯示了無論是單次立即性 (Ormsbee

等，2007) 或是經過 26 週的 (Hunter 等，2000) 阻力運動之後都會增進脂

肪氧化及能量消耗。而且 Ormsbee 等發現單次立即性的阻力運動會增進腹

部皮下脂肪的分解，所以 Warner 等認為可合理的推論脂肪組脂的分解與脂

肪氧化的增加以及能量消耗的提升是因為阻力訓練改善身體組成與代謝的

效果，縱使在復胖期間。 

    以上Kirk等 (2009) 與Warne等 (2010) 的研究結果發現阻力訓練除了

可花費較少時間產生足夠的刺激影響全天的能量平衡之外，又可在體重維

持或是復胖期間產生有利於脂肪消耗降低腹部脂肪堆積的效果，所以較高

強度的阻力訓練是相當有益於體重管理以及防範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的有

效措施。另外 Braith and Stewart（2006）指出全身性的阻力訓練處方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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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花費的時間內招募相當的甚至更多的肌肉參與。所以高強度的阻力訓

練更可被期待動員更多的肌肉參與作功，除了可促進肌肉葡萄糖、脂肪能

力攝取之外，更有機會促成肌肉特性的改變。這也似呼應 Lakka and 

Laaksonen ( 2007) 的研究發現劇烈的身體活動對較多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

的族群特別有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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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最近的研究結論  

 

Fitzgerald 等（2004）的橫斷性研究指出無論心肺適能的優劣如何，肌

肉質量與各種原因的致死率（all-cause mortality）以及代謝症候群的盛行率

呈負相關 (Jurca 等，2005)。不過，有證據顯示肌力及其對身體組成與代謝

危險因子的影響比肌肉質量更重要 (Manini, Chen, & Angleman, 2006)；因為

骨骼肌是醣類與三酸甘油酯代謝的主要器官，也是休息代謝率的主要決定

因子，所以肌肉量的維持與肌肉力量、爆發力與休息代謝率有關之外，也

勢必影響對醣類與脂肪的代謝能力與特性，因此研究認為維持較多的肌肉

量也可能減少代謝危險因子－肥胖、血脂代謝異常與第二類型糖尿病，這

些因子皆與心血管疾病有關 (Braith & Stewart, 2006; Hurley 等，1988; 

Williams 等，2007)。 

    Jakicic (2009) 認為身體活動可以同時降低腹部肥胖及改善與其相關的

慢性疾病危險因子，所以需要確立對健康可產生顯著影響的身體活動量，

並改善介入方法以提升身體活動的適應性與長期的持續性，以確保體重控

制與腹部肥胖及慢性疾病危險因子得以改善。雖然依照美國運動醫學會

【ACSM】（2009）最新的立場聲明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position stand. Progression models in resistance training for healthy adults," 

2009) 指出，要達成肌力的增進以及肌肉的增生皆需利用漸進方式執行：肌

力的增進：以 60－70% 1-RM，8－12 次反覆作起始，進階後再達到 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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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M，配合 2－10 % 的漸進負荷幅度，執行 1－3 組的訓練；肌肉的增生：

以 70－85% 1-RM，8－12 次反覆作起始，進階後再達 70－100% 1-RM，1

－12 次反覆，執行 3－6 組的訓練，配合週期訓練主要進行以 6－12 次反覆

的負荷，少以 1－6 次反覆的負荷執行。不過針對肥胖者，在 ACSM (2010) 

的《體能測試與處方指導手冊第八版  (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8
th

 )》中針對肥胖與代謝症候群族群，其建議量是 8

－12 次反覆，執行 2－4 組，以增進肌力以及身體功能為目標。 

只要規律並達到足夠的強度阻力訓練將刺激骨骼肌合成新的蛋白質

（肌肉增生）。不過在相較靜態生活或老人身上要產生效果需要再進一步研

究；一般認為 1－2 組，8－10 次反覆，大於 60% 1-RM，每次執行 8-10 種

動作，每週 2-3 次便可使肌肉質量增加所帶來的效益最大化 (Feigenbaum & 

Pollock, 1999)。但最近的研究顯示，只要每週二次的訓練次數至少就可以得

到與每週 3 次有相同的效益，並且執行的總組數相同即可 (Wieser & Haber, 

2007)，與過去認為每週 3 次的阻力訓練將產生比每週兩次更好的效果的研

究結果是矛盾的 (Braith 等，1989)；但 (Strasser & Schobersberger, 2011) 認

為 Wieser and Haber 的研究利用低劑量 (low volume) 而較高頻率的訓練刺

激當然可獲得較好的效果。一個近期的評論性文章表示就長期而言，每週

兩次與三次的阻力訓練其總體肌肉橫斷面的平均增加速度並沒有不同的 

(Wernbom, Augustsson, & Thome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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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一些研究指出要達成增加安靜代謝率的效果，阻力訓練的負 

荷需達到可以提升瘦體組織質量的強度 (Campbell, Crim, Young, & Evans, 

1994; Pratley 等，1994; Treuth, Hunter, Weinsier, & Kell, 1995)。Donnelly 等

（2004）認為 ACSM 的建議為成人執行 1 組阻力訓練，每週 3 天，8－12

次反覆，進行 9 個動作。訓練須包含上半身與下半身的肌肉組織，以慢速

並控制執行以減少傷害；但是，此建議可能足以顯著增進肌力，卻可能對

FFM 的效果有限。最近關於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的整合性綜評

文章中，有兩篇表示阻力訓練的頻率對處於代謝或心血管危險因子病患的

改善沒有相關 (Tambalis 等，2009; Tresierras & Balady, 2009)，另外的一篇

表示阻力訓練是改善葡萄糖控制與提升胰島素敏感度有效的方法，而高強

度及較長時間的介入似乎尤其有效，不過訓練執行的頻率等相關變項參數

（parameters）需要有更多研究探討 (Gordon 等，2009)。另外，一篇最新的

整合分析結果顯示阻力訓練可降低糖化血色素 (glycosylated haemoglobin, 

HbA1c) －0.48%、降低脂肪含量－2.33 kg、降低收縮壓－6.19 mmHg 

(Strasser 等，2010)，卻認為高強度訓練對葡萄糖控制以及對提升 HDL-C 有

不利結果；研究也顯示阻力訓練沒有如過去認為不利於安靜血壓的改善，

甚至無論體重有無降低，安靜血壓呈現下降的效果；研究推測這是透過交

感神經對於血管收縮刺激的減弱所引起  (Fagard & Cornelissen, 2007; 

Padilla, Wallace, & Park, 2005)。不過 Strasser 等聲明其結論是整合分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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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而來（13 篇 RCTs 的文章）；另方面其亦明確的表示，無論有無進

行飲食控制，阻力訓練可顯著減少脂肪量與腹部脂肪；其它 CVD 相關的

危險因子（血壓與血脂代謝狀況）的改善雖然似乎與阻力訓練劑量有關的

趨勢，但仍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實證。結論認為阻力訓練可達到臨床與統計

上顯著的改善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如肥胖、糖化血色素濃度與收縮壓的

改善效果，因此建議阻力訓練應被應用於第二類型糖尿病與代謝異常相關

疾病的防治措施上。 

    在 Gordon 等（2009）的系統性綜評與 Strasser 等（2010）的整合分析

內容顯示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每週 3 次作為運動訓練的頻率。就各別因子

來說，訓練頻率與血糖控制沒有必然關係，不過與部分的血脂代謝狀態 

(lipid profiles) 有負相關；安靜的收縮與舒張壓的效果與訓練量呈劑量相關 

(dose-dependent) 反應，因為安靜血壓的下降通常在較高訓練量的研究中較

為明顯；另外較為顯著的是當每週 3 次的訓練頻率產生的血壓下降幅度較

每週兩次時較大，表示訓練頻率的小幅度增加會使血壓下降。因此，頻率

以 3 次為選擇，似乎較能保證觀察到有意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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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章總結 

代謝症候群與心血管疾病等因子息息相關，肥胖與胰島素阻抗更是其

主要特徵。當前主要是以增加身體活動、從事有氧運動、飲食控制及生活

方式的改變達成體重控制促進 MS因子改善；有氧運動及身體活動執行的便

利性，是其主要優勢。倘若阻力訓練的加入，可以有助於運動依附性的提

升，而達到健康效益的達成，進一步對阻力訓練的研究是必要的。 

（一） 足夠的有力證據支持規律的阻力訓練可有效的改善代謝症候群患

者之身體組成，無論是否有飲食的限制。事實也顯示阻力訓練增加

瘦體組織重、肌力、安靜代謝率與減少了腹部的內臟及皮下脂肪組

織，對於脂肪的利用也有提升的效果。而高強度阻力訓練，在非脂

肪組織增加及降低腹部脂肪的效果似有其優勢。 

（二） 阻力訓練的強度調控對於 MS 因子也有些正面的與不確定的作用存

在（尤其是血脂與血壓，以及阻力訓練的變項參數）。再者，普遍

的研究對象皆是以糖尿病與血糖代謝失常患者的中老年人為研究

對象，所展現出的較類似為治療效果，而且考量體能以及生活需求

的狀態無法（也不需）提升至更高的訓練強度（最高都在 80-85% 

1-RM）。 

（三） 內臟脂肪的降低常被發現有伴隨胰島素敏感度改善的現象，而阻力

訓練可以更有效降低腹部脂肪的優勢。另外，阻力訓練介入後，脂

肪激素與胰島素的濃度的關連的進一步闡明亦是必要的。 

（四） 阻力訓練脂訓練期約為 6-20 週，強度約為中強度，運動量為中低強

度運動量。各變項可發現身體組成、血糖及胰島素在較早的階段就

有變化的現象；血脂濃度及血壓變化則較不一定，但普遍來說是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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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緩慢的。訓練的強度大部分以中等強度，只有幾篇是利用高強度

及循環式阻力訓練進行，而無論任何一組訓練方式，其訓練頻率皆

集中於 2-3 次(文獻中似表示頻率以 3 次為選擇，較能保證觀察到有

意義的結果)，訓練量皆集中於每週 6 組左右，屬於中等以上劑量。 

（五） 綜上，以預防醫學的角度觀之，以非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似乎是有

必要的，其較佳的的體能與健康狀況，則較適合以阻力訓練的強度

作為探討的變項範圍。再者，阻力訓練具有相當的健康效益，要達

到效益顯著的被觀察到似乎要 8 週以上，且訓練量要達每週 3 次，

每次進行的組數應達 2-3 組，另外，文獻中，高強度的設定約在 75%

以上，為要配合訓練其及訓練量足夠，強度選擇可以 80% - 90% ，

並可凸顯出高強度阻力訓練的時間經濟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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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研究方法與步驟分成以下五個部份：一、受試者；二、實驗時間與地

點；三、測驗方法與儀器；四、實驗流程及步驟；五、統計分析。 

 

一、受試者 

    本研究招募 30 位具有代謝症侯群危險因子且無規律運動之大學男性

（18－22 歲），過去一年無從事任何阻力訓練，無嚴重心血管疾病、氣喘、

糖尿病、上下肢功能損傷或其他重大疾病病史。實驗開始之前，將先向受

試者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實驗流程及整個實驗流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若

受試者對於本研究的說明及流程無任何疑慮並且同意參加本實驗，再請受

試者填寫受試者頇知、參與同意書、健康情況調查表、個人資料與運動習

慣問卷，以確保雙方權益，並篩選出適當的受試者。受試者招募如圖 3-1-1。 

 

1. 初篩：由臺灣師大健康中心初篩及通知符合資格人員 

▼ 

2. 招募：有意願之同學由依健康中心指示轉介至本研究報名 

▼ 

3. 篩選：由本研究人員檢測血壓、血糖、腰圍、總膽固醇； 

抽血送驗：血脂(HDL、TG)、血糖 

▼ 

4. 符合條件：具有代謝症候群因子，成為本研究受試者 

圖 3-1-1受試者篩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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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本研究於西元2011年2月15日起開始招募受試者，2011年3月1

日之後進行阻力訓練與各項檢測；2011年7月25日完成所有介入及檢

測工作，再將非常規檢測項目所需之血液檢體整批送驗。 

(二) 地點  

  1、阻力訓練地點：本研究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本、分部重量訓練室為訓 

     練地點。  

  2、分析檢測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理學及實驗室。 

三、測驗方法與儀器 

（一） 身體基本資料值：利用 Inbody3.0 進行身體組成的分析以建立受試

者身高、體重。 

（二） 個人身體組成資料建立：利用 Inbody3.0身體組成分析儀八點觸

感式電極系統分段生物電阻抗分析 (SBIA) 多頻生物電阻

抗分析 (MFBIA)。分析脂肪量、脂肪百分比、肌肉量、肌肉百分

比、去脂體重等資料。  

（三） 腰圍：受試者放鬆站立，不可縮小腹，找出肚臍位置為定點，皮尺

水平繞過腰部，讀取小數點1位。國內臨床判定代謝症候群在與身

體組成有關的指標目前是使用腰圍，因其為腹部脂肪量推估的重要

參照；由於人種體型上之差異，雖已不再使用腰臀圍比，但其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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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代謝症候群診斷標準之一 (國健局，2006)。由於腰圍在測量

上差異大，因此本研究受試者腰圍前後測皆是由施測者參照行政院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代謝症候群防治手冊》親自測量以減少誤差。 

   1.測量方法： 

(1) 除去腰部覆蓋衣物，輕鬆站立，雙手自然下垂。 

(2) 以皮尺繞過腰部，調整高度使能通過左右兩側腸骨上緣至肋骨下緣

中間點(如圖)，同時注意皮尺與地面保持水平，緊貼而不擠壓皮膚。 

(3) 維持正常呼吸，於吐氣結束時，量取腰圍。 

  2.判讀方法： 

  若腰圍：男≧90 公分、女≧80 公分時，表示「腹部肥胖 (Central   

  obesity)」。皮尺置放於虛線處。 

 

 

 

 

（四） 血壓：使用

 

肋骨下緣 腹部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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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世電子血壓計 (手臂充氣式) HL888ES 測計。受試者以坐姿方式

安靜休息約5分鐘後測量兩次，取低值。 

（五） 阻力訓練測試內容及強度之界定與最大肌力的測試  

1. 熱身：測量最大肌力前受試者應先進行 5 分鐘的伸展與 5 分鐘的

跑步熱身活動和輕負荷的阻力運動，刺激肌肉進入預備狀態。 

2. 測試動作：胸肌及上背肌群、坐姿划船後拉、腹部及下背部肌群、

股四頭肌及肱二頭肌群、比目魚肌等肌群，共9-11個動作。 

3. 最大肌力測試：於胸肌及上背肌群、坐姿划船後拉、腹部及下背部

肌群、股四頭肌及肱二頭肌群、比目魚肌等肌群，共9-11個動作有

阻力訓練儀器上，進行8-12 RM重量，並推估各肌群1RM 重量。 

(1) 受試者熱身，採用可以輕鬆做20次以上的重量。休息 1 分鐘。 

(2) 上半身訓練動作加重 5~10 %。下半身訓練動作加重 10~20 %。

休息2 分鐘。 

(3) 在 3 次測試中，測量出 8-12 RM 重量。 

4. 注意事項 

(1) 受試者完成一次8-12 RM重量的測試後，在接受下一次的重新測試

皆在需休息 5 分鐘，並且上、下肢肌群不做連續性的測試。 

(2) 阻力訓練強度與訓練方式每次測試前皆讓受試者在跑步機上熱身 

5 分鐘後接受阻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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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阻力動作及順序阻力訓練動作形式及順序如下：二頭肌及三頭肌、

胸肌及上背肌群、腹部及下背部肌群、股四頭肌及肱二頭肌群、比

目魚肌等肌群。 

(4) 阻力訓練強度舉例以漸增式課表進行。 

(六) 肌力測驗：依據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 （2010）《運動測試與處方指導

手冊》，並參照對過重與肥胖者之指示與檢測流程與注意事進行相關評

估，並進行各受試者之上下之肌力之評估、檢測與力值判定。皆以公斤

為單位四捨五入取自小數點以下第1位。 

 (七) 血液分析方法 

1. 血液取樣：每名受試者於實驗前由合格護士在其肘前靜脈抽出安靜

血 10ml 後，本實驗中採取血漿部分，分析介入前、與後的相關血

液變項。 

2. 血液生化值分析：於每一種實驗處理的運動前與運動後，每一位受

試者分別抽血 10ml，抽出的血液注入含抗凝血劑 EDTA 之真空採血

管後，於 4。C、3500×g 立即離心 15 分鐘，待血球與血漿分離，取

血漿部分放置於 -70。C 冷凍待即送至合格檢驗所進行檢體的檢驗；

分析項目為血脂及胰島素、脂聯素、瘦體素等。 

(1) Insulin 檢驗程序的原理 

a.檢驗方法：固相放射免疫分析法（儀器 Pelkin Elmer r-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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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原理：以標示試管作分離之放射免疫檢測試劑。捕捉抗體 (Mabs 1) 

附著於塑膠試管之內底部表面。試管內加入校正劑與檢體，

這些將首先對 Mabs 1 顯示低親和力。再加入 Mabs 2 
125

I 標幟

之信號抗體，促成整個檢測系統完成，並觸發免疫反應。經

清洗後，剩餘結合於試管壁的放射性物質，即反映抗原濃度。

在檢體中的 Insulin濃度與放射性結合複合物的濃度成反比。 

(2) HDL 檢驗程序的原理（儀器 Toshiba 200FR） 

a.檢驗方法：Direct method(直接法)  

       第一步：消除乳糜微粒(chylomicron)、極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VLDL-CHO)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HO) 

 

  Cholesterol ester                cholesterol ＋ fatty acid 

 

  Cholesterol + O2                 cholestenone ＋ H2O2 

 

2 H2O2                      2H2O + O2 

 

第二步：針對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HO)的特殊測定 

 

Cholesterol ester                cholesterol ＋ fatty acid 

 

Cholesterol + O2                  cholestenone ＋ H2O2 

Cholesterol esterase 

Cholesterol oxidase 

Catalase 

    

Cholesterol oxidase 

Cholesterol esterase 

Catal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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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2O2 + 4-AA + HDAOS                quinine pigment＋4H2O 

觸酶(Catalase)在第二步驟中會受到 R-2 中 sodium azide 的抑制。 

測定 quinone 吸光度增加量與標準液增加量相比，即可求出 HDL-C 濃度。 

（註） 1.4-AA：4-amino-antipyrine 

2.HDAOS：N-(2-hydroxy-3-sulfoproplyl)-3,5-dimethoxyanilin 

 

 (3) TG 檢驗程序的原理（儀器 Toshiba 200FR） 

維特司三酸甘油脂試藥片是以多層膜塗布技術將化學分析試劑分層塗布 

在聚酯層上。將病人檢體滴在試藥片上, 藉由擴散層可均勻擴散分布,  

而溶質分子滲透至下一層試劑層。擴散層上之介面活性劑 Triton X-100 

會將 TG 從 lipoprotein 中解離出，然後 TG 被水解成 fatty acid and  

glycerol 擴散到 reagent layer 被 glycerol kinase 於 ATP 存在下磷 

酸化，產物再進一步被氧化成 H2 O2，H2 O2在與 leuco dye 作用產生 dye， 

Dye 產生之量與 Triglyceride 的量成正比。 

 

Peroxid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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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瘦體素及脂聯素檢驗：利用放射免疫分析法（radioimmunoassay, RIA）

進行定量分析，使用儀器 Pelkin Elmer r-counter，Human Leptin RIA-kit

及 Human Adeponectine RIA-kit（Linco Reasearch Inc., Missori, USA）。 

 

(八) 飲食與生活中身體監控 

1. 於適應與調適期前，向受試者進行飲食、身體活動教育與指導。 

2. 於運動訓練期期間，以面談及抽問，提醒受試者飲食與身體活動之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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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流程及步驟 

 （一）受試者訓練分組  

本研究採獨立樣本設計，受試者分成：高強度阻力訓練組（H group）、

中強度阻力訓練組（M group）、控制組（C group），如圖3-4-1。 

 

隨機分派召募的30位 

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 

10 10 10 

 

1、高強度阻力訓練組（  H  group） 

      2、中強度阻力訓練組（ M  group） 

            3、控 制 組（ C  group） 

 

相同每週總訓練量 = 每週訓練組數 × 個人相

對負荷 ( % 1RM ) × 反覆次數 ( RM )。 
 

圖3-4-1 受試者訓練分組 

（二）實驗工作流程 

由於本實驗之受試者大部分皆為肥胖與過重者，所以本研究依據

ACSM（2010）《運動測試與處方指導手冊》，並參照對過重與肥胖者之指

示與檢測流程、注意事進行相關評估與檢測。無論於最大或非最大能力測

試時皆考量受試者當下之自覺身體能力與實際狀況衡量。實驗分為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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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練介入、後測三大階段，如表 3-4-1。 

表3-4-1 實驗三大階段 

1 前測 

其中包括抽血檢測、身體組成以及阻力訓練負荷強

度前測。 

 ▼  

2 運動訓練介入 

1.找出運動負荷強度後，即展開表定之運動負荷訓

練（10 週）。 

2.依進步情形調整負荷（阻力訓練依據動作達疲勞

之反覆次數或次數完成後之疲勞程度，以自我評

估與自覺疲勞程度判定。 

 ▼  

3 後測 

運動訓練結束後三天，同前測檢測流程（阻力訓練

負荷強度除外），進行後測。 

 

（三）阻力訓練處方內容設定依據及原則 

1.阻力訓練處方設定原則：依 ACSM (2010) 《體能測試與處方指導手冊

第八版》之『肌肉適能的改善執行原則』及依美國動醫學會立場聲明 

(2009)－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position stand. Progression 

models in resistance training for healthy adults。10 週的阻力訓練，中強

度之處方以 50－70 % 1RM，12－15 次反覆，每週 5 組作起始，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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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 1RM，8－12 次的反覆次數，每次 5－9 組為目標；高強度之

處方以執行增進肌力之處方，以 50－70 % 1RM，12－15 次反覆，每

週 5 組作起始，進階後再達到 80－90% 1RM，每周以 5－9 組為目標。

並且設定相同之訓練量，總訓練量 = 每週訓練組數 × 個人相對負荷 

( % 1RM ) × 反覆次數 ( RM )。對同一肌群的刺激至少間隔 48 小時。

阻力訓練漸進處方內容如表 3-4-1。  

2. 阻力訓練動作執行原則：每組預定次數在完成時達到”疲勞(fatigue) ”

的狀態 (約 RPE 7－9)，而避免”無法完成 (failure)”  (約 RPE > 10 以

上)。當負荷反覆次數大於預設之次時，增加阻力或是頻率增加。阻力

訓練之執行動作如圖 3-4-2a 至圖 3-4-2k 。 

3.細部執行注意事項 

(1)執行以 2 個互為擷抗的動作為原則，之間不作特定休息； 

(2)每個動作範圍在 2－4 秒內確實完成，以 90－110 度為佳；  

(3)動作執行時下背挺立胸部自然前挺；用力時吐氣，避免憋氣；  

(5)過程中有感覺任何不適，請立即停止運動； 

(6)進入訓練其時每組在 10－15 分鐘內完成，每組間休息 3－5 分鐘；3

組約為 30－40 分鐘內； 

(7)每組（循環）進行上肢 5 個、下肢 4 個共 9 個動作；每次的熱身與恢

復所進行的快走或慢跑以累積 20－30 分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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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阻力訓練漸進式處方內容及說明 

週次 

頻

率 
高強度 中強度 週訓 

練量 

設定 

原則 

次 

/

週 

組數 

/ 週 

負荷 

( %1RM ) 

反覆 

次數 

組數 

/ 週 

負荷 

( %1RM ) 

反覆 

次數 

1 3 5 50-70 12-15 5 50-70 12-15 
3000 

2 3 5 50-70 12-15 5 50-70 12-15 

3 3 5-7 80-90 4-8 5-7 60-75 8-12 增加

5-10% 4 3 5-7 80-90 4-8 5-7 60-75 8-12 

5 3 5-7 80-90 4-8 5-7 60-75 8-12 增加

5-10% 6 3 5-7 80-90 4-8 5-7 60-75 8-12 

7 3 5-9 80-90 4-8 5-9 60-75 8-12 增加

5-10% 8 3 5-9 80-90 4-8 5-9 60-75 8-12 

9 3 5-9 80-90 4-8 5-9 60-75 8-12 增加

5-10% 10 3 5-9 80-90 4-8 5-9 60-75 8-12 

相同

訓練

量設

定舉

例說

明 

 

第 1-2 週：高強度組 = 5 組/週 × 60 % 1RM × 10 RM = 3000 

      中強度組 = 5 組/週 × 60 % 1RM × 10 RM = 3000 

▼  增加 5-10% 

第 3-4 週：高強度組 = 7 組/週 × 80 % 1RM × 6 RM = 3360 

      中強度組 = 5 組/週 × 60 % 1RM ×11 RM = 3300 

▼  增加 5-10% 

第 5-6 週：高強度組 = 6 組/週 × 80 % 1RM ×7-8 RM =3360- 3840 

      中強度組 = 5 組/週 × 60 % 1RM × 12 RM = 3600 

▼  增加 5-10% 

第 7-8 週：高強度組 = 9 組/週 × 85 % 1RM × 5 RM =3825 

         中強度組 = 6 組/週 × 65 % 1RM × 10 RM = 3900 

▼  增加 5-10% 

第 9-10 週：高強度組 = 9 組/週 × 85 % 1RM × 5-6 RM = 3825-4590 

       中強度組 = 6 組/週 × 65 % 1RM ×11 RM = 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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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編號 01：Arm Curl 

主要訓練【二頭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a 

 

動作編號 02：Arm Extension 

主要訓練【三頭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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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編號 03：Chest Press 

主要訓練【胸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c 

 

動作編號 04：Arm Curl 

主要訓練【上背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d 

 

動作編號 05：Abdominal 



- 60 - 

 

 

主要訓練【腹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e 

 

 

動作編號 06：Leg Press 

主要訓練【股四頭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f 

 

動作編號 07：Leg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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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訓練【股四頭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g 

 

動作編號 8：Seated Leg Curl 

主要訓練【股二頭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h 

 

 

動作編號 9：Stand 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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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訓練【腓腸肌】肌群 

動作起始        →        動作結束 

  

圖 3-4-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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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變項 

1、自變項：10週不同強度的阻力訓練 

2、依變項： 

(1)身體組成：脂肪量 (fat mass, FM)、脂肪百分比 (％Body fat, ％BF)、

肌肉質量 (Muscle Mass, MM)、肌肉質量 (％Muscle Mass, ％

MM)、去脂體重(Fat-Free Mass, FFM)、體重(body weight, BW)。 

(2) MS 因子：腰圍(waist circumference, WC)、BMI (body mass index, 

BMI)、血壓(blood pressure, BP)含收縮壓 (SBP)、舒張壓 (DBP)、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 )、三酸甘油酯(triglyceride, TG)、空腹血糖

(fasting glucose, GLU)。 

(3)脂肪代謝激素：胰島素(Insulin, Ins)、瘦體素(leptin, Lep)、脂聯素          

(adiponectin, 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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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所得之各項資料，以SPSS for Windows 19.0版統計套裝軟體處

理，顯著差異的接受水準設定為 α = .05。主要的統計分析方法如下:  

(一)以描述統計 (平均值±標準差) 建立受試者各項基本資料。  

(二)以混合設計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one-way ANCOVA，mixed design)考驗

三組受試者於阻力訓練介入前後、不同阻力訓練之間，身體組成、MS

因子與脂肪代謝激素的差異。 

(三)本研究以共變數分析檢定不同阻力訓練組別對依變項的效果；為比較不

同訓練組別對各依變項的效果，需控制前測值（共變項）對各依變項

的影響。先檢定不同組別前測值之差異，再進行受試者間效應檢定，

了解前測值、組別對依變項產生之效果及組內回歸同質性考驗。各組

之前測值若存在著差異，則需進行前測值平均數的調整，進行共變數

分析時所使用的前測值為即為調整後的前測平均值。再者，組內迴歸

係數同質檢驗，係確認各組前測值與依變項之線性關係具有一致性（迴

歸係數相同之假設）；若各前測值與依變項之線性關係不一致，表示前

測值與組別兩者存在交互作用，此時可選擇接受或是利用校正公式計

算後再行說明。共變數分析在進行共變項及自變項之效應檢定時，需

排除前測值與組別兩者的交互作用，即可得共變項及自變項之主要效

果；若再排除前測值對依變項所造成的效果，即為不同組別（自變項）

對依變項產生的主要效果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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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結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於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

學男性之 MS 因子、身體組成及脂肪代謝激素的影響。本章分為一、受試

者基本資料；二、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因子的影響；三、不同

強度阻力訓練對身體組成的影響；四、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脂肪代謝激素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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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招募具有代謝症候群因子之大學男性 30 位，為探討不同強度阻

力訓練的效果，將其平均分配至控制組（C 組）、高強度組（H 組）、中強度

組（M 組）；全體及各組之基本資料，計有個人資料－年齡、身高、體重；

代謝症候群因子資料－身體質量指數 ( BMI )、腰圍 ( WC )、血糖 

( GLU )、三酸甘油脂 ( TG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 HDL )、收縮壓 ( SP )、

舒張壓 ( DP )；身體組成資料－脂肪量 ( FM )、肌肉量 ( MM )、去脂體重 

( FFM )、肌肉百分比 ( %BM )、脂肪百分比 ( %BF )；脂肪代謝激素資料

－胰島素 ( Ins )、脂聯素 (Adi)、瘦體素 ( Lep )。以上資料皆以平均值及標

準差表示如表 4-1-1，受試者阻力訓練之前後原始測資料呈現如表 4-1-2a－

表 4-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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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試者基本資料 

變項/組別 
控制組 

（n=10） 

高強度組 

（n=10） 

中強度組 

（n=10） 

全體 

（n=30） 

年齡（yrs）  20.1 ± 0.9  20.6 ± 2.2  21.7 ± 2.1  20.8 ± 1.9 

身高（cm ） 173.5 ± 3.3 173.9 ± 4.6 177.0 ± 8.3 174.8 ± 5.8 

體重（kg）   84.7 ± 11.1   89.3 ± 15.4   80.0 ± 15.4   84.7 ± 14.2 

3 個因子以上 4 6 4 14 

2 個因子 4 3 4 11 

1 個因子 2 1 2 5 

 

 

表 4-1-2a 受試者阻力訓練之前後測資料－MS 因子 

變項/組別 
C 

（n=10） 

H 

（n=10） 

M 

（n=10） 

身體質量指數 

( kg/m
2
 ) 

前側 28.1 ± 3.4 29.5 ± 4.6 25.5 ± 4.4 

後側 28.2 ± 3.8 29.7 ± 4.9 25.4 ± 4.4 

        
腰圍 

( cm ) 

前側 97.4 ± 8.9 101.1 ± 12.0 91.7 ± 10.4 

後側 97.3 ± 9.0 99.8 ± 11.5 91.8 ± 10.0 

        
血糖 

(mg/dL) 

前側 86.5 ± 9.0 88.7 ± 5.0 96.2 ± 25.7 

後側 79.3 ± 7.5 84.2 ± 8.5 86.6 ± 22.2 

        
三酸甘油脂 

(mg/dL) 

前側 112.0 ± 54.5 112.0 ± 65.4 118.2 ± 55.9 

後側 166.0 ± 91.0 116.5 ± 51.4 100.0 ± 44.3 

 
       

高密度脂蛋白膽

固醇(mg/dL) 

前側 43.9 ± 9.9 47.8 ± 6.8 53.6 ± 11.4 

後側 38.2 ± 7.4 44.5 ± 5.0 49.1 ± 8.7 

        
收縮壓 

(mmHg) 

前側 127.6 ± 10.1 130.3 ± 8.6 131.0 ± 7.1 

後側 121.1 ± 8.5 119.5 ± 8.7 116.6 ± 7.1 

        
舒張壓 

(mmHg) 

前側 75.0 ± 8.4 82.6 ± 10.3 78.2 ± 7.9 

後側 75.8 ± 8.1 71.8 ± 7.5 71.4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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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b 受試者阻力訓練之前後測資料－身體組成 

變項/組別 
C 

（n=10） 

H 

（n=10） 

M 

（n=10） 

脂肪重 

( kg ) 

前側 24.8 ± 7.7 25.1 ± 9.0 20.5 ± 10.9 

後側 25.3 ± 8.8 23.9 ± 9.2 19.1 ± 10.4 

        
肌肉重 

( kg ) 

前側 56.5 ± 5.1 60.7 ± 6.8 56.0 ± 7.5 

後側 56.2 ± 4.6 62.4 ± 7.3 57.1 ± 8.6 

        
去脂體重 

( kg ) 

前側 60.0 ± 5.3 64.2 ± 7.2 59.5 ± 8.2 

後側 59.7 ± 4.9 66.1 ± 7.7 60.7 ± 9.1 

        
脂肪百分比 

( % ) 

前側 29 ± 6 27 ± 6 24 ± 10 

後側 29 ± 7 26 ± 6 23 ± 10 

        
肌肉百分比 

( % ) 

前側 67 ± 5 69 ± 6 71 ± 9 

後側 67 ± 6 70 ± 6 73 ± 9 

 

表 4-1-2c 受試者阻力訓練之前後測資料－脂肪代謝激素 

變項/組別 
C 

（n=10） 

H 

（n=10） 

M 

（n=10） 

胰島素濃度 

( uIU/mL ) 

前側 12.9 ± 5.9 19.0 ± 8.9 18.9 ± 13.6 

後側 15.0 ± 4.0 10.9 ± 3.3 11.0 ± 7.3 

        
脂聯素 

( ng/mL ) 

前側 3765.2 ± 2214.9 3176.7 ± 1281.0 5340.8 ± 3317.6 

後側 4760.4 ± 2277.9 2847.4 ± 1532.7 4787.0 ± 2417.4 

        
瘦體素 

( μg/mL ) 

前側 7.9 ± 5.1 7.0 ± 4.3 8.0 ± 9.0 

後側 9.7 ± 6.6 6.9 ± 5.1 8.9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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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因子的效果 

     

    本節說明利用共變數分析檢定不同阻力訓練組別對代謝症候群因子－

身體質量指數 ( BMI )、腰圍 ( WC )、血糖 ( GLU )、三酸甘油脂 ( TG )、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 HDL )、收縮壓 ( SP )、舒張壓 ( DP )的效果。代謝

症候群因子的受試者間效應檢定結果表於附錄五；不同組別主要效果成對

比較於附錄六；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比較如表 4-2-1；各變項之組別顯著

效果如表 4-2-2。 

由受試者間效應檢定得知，各代謝症候群因子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之假定並未違反，因此各組之前測值與依變項之線性關係具有一致性（前

測值與依變項無交互作用）；各因子之共變項及組間之效果考驗中，僅 SP

未達顯著水準；其他之因子 BMI、WC、GLU、TG、HDL、DP 皆達顯著水

準。各因子之組間效果考驗，GLU、SP、DP 未達顯著水準；BMI、WC、

TG、HDL 皆達顯著水準（附錄五）。 

不同組別對各因子主要效果成對比較。在 WC 因子方面，H 組（95.56） 

顯著比 C 組（96.65）及 M 組（96.68）低；在 TG 因子方面，H 組（117.86）

與 M 組（97.28）顯著比 C 組（167.36）低；在 HDL 因子方面，H 組（44.91）

與 M 組（45.77）顯著比 C 組（41.14）高；在 SP 因子方面，M 組（116.17）

有比 C 組（121.75）低的趨勢（p = .126）；在 DP 因子方面，H 組（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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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比 C 組（77.44）低，M 組（71.58）有比 C 組低的趨勢（p = .062）（附

錄六）；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如表 4-2-1；各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

如表 4-2-2。



- 71 - 

 

 

表 4-2-1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 

組別/變項 
調整後各組平均數 組間 

比較 C H M 

身體質量指數 

( kg/m
2
 ) 

27.74 ± 0.14 27.82 ± 0.15 27.74 ± 0.15 NS 

腰圍 

( cm ) 
96.65 ± 0.35 95.56 ± 0.36 96.68 ± 0.36 

H < C 

H < M 

血糖 

(mg/dL) 
82.19 ± 2.73 85.49 ± 2.71 82.44 ± 2.76 NS 

三酸甘油脂 

(mg/dL) 
167.36 ± 17.06 117.86 ± 17.06 97.28 ± 17.08 

H < C 

M < C 

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mg/dL) 
41.14 ± 1.2 44.91 ± 1.16 45.77 ± 1.22 

H > C 

M > C 

收縮壓 

(mmHg) 
121.75 ± 2.49 119.29 ± 2.46 116.17 ± 2.47 NS 

舒張壓 

(mmHg) 
77.44 ± 2.16 69.96 ± 2.18 71.58 ± 2.1 H > C 

NS 表示無組間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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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各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 

*平均差異在.05 水準是顯著的，NS 表示無組間差異存在 

 

 

變項 組別 比較組別 差異效果 標準誤差 顯著性 

身體質量指數 NS 

腰圍 

高強度組 控制組 -1.089
＊
 .496 .037 

高強度組 中強度組 -1.119
＊
 .525 .043 

血糖 NS 

三酸甘油酯 

高強度組 控制組 -49.500
＊
 24.127 .050 

中強度組 控制組 -70.078
＊
 24.152 .007 

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 

高強度組 控制組 3.773
＊
 1.662 .032 

中強度組 控制組 4.627
＊
 1.786 .015 

收縮壓 NS 

舒張壓 高強度組 控制組 -7.474
＊
 3.163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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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身體組成的效果 

 

本節說明利用共變數分析，檢定不同阻力訓練組別對身體組成－脂肪 

量 ( FM )、肌肉量 ( MM )、去脂體重 ( FFM )、肌肉百分比 ( %BM )、脂

肪百分比 ( %BF )的效果。身體組成的受試者間效應檢定結果表於附錄七；

不同組別主要效果成對比較於附錄八；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如表 

4-3-1；各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如表 4-3-2。 

由受試者間效應檢定得知，各身體組成變項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之

假定並未違反，因此各組之前測值與依變項之線性關係具有一致性（前測

值與依變項無交互作用）；各因子之共變項效果考驗皆達顯著水準；各身體

組成變項之組間效果考驗皆達顯著水準（附錄七）。 

不同組別對各身體組成變項主要效果成對比較。在 FM 變項方面，H 

組（22.20）與 M 組（22.10）顯著比 C 組（23.93）低；在 MM 變項方面，

H 組（59.32）與 M 組（58.95）顯著比 C 組（57.45）高；在 FFM 變項

方面，H 組（62.96）與 M 組（62.44）顯著比 C 組（60.98）高；在 % BF 

變項方面，H 組（25）顯著比 C 組（27），低，M 組（25）似有比 C 組

（27）低的趨勢（p = .087）；在 % BM 變項方面，H 組（71）與 M 組（70）

顯著比 C 組（69）高（附錄八）；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如表 4-3-1；

各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如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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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 

組別/變項 
調整後各組平均數 組間 

比較 C H M 

脂肪重量 

( kg ) 

23.93 ± 0.54 22.20 ± 0.55 22.10 ± 0.55 
H < C 

M < C 

肌肉重量 

( kg ) 

57.45 ± 0.42 59.32 ± 0.43 58.95 ± 0.42 
H > C 

M > C 

去脂體重 

( kg ) 

60.98 ± 0.42 62.96 ± 0.43 62.44 ± 0.42 
H > C 

M > C 

體重 

( kg ) 

84.86 ± 0.43 85.11 ± 0.44 84.64 ± 0.44 NS 

脂肪百分比 

( % ) 

27 ± 1 25 ± 0.01 25 ± 1 H < C 

肌肉百分比 

( % ) 

69 ± 1 71 ± 1 70 ± 1 
H > C 

M > C 

NS 表示無組間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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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各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 

變項 組別 比較組別 差異效果 標準誤差 顯著性 

脂肪重量 

高強度組 控制組 -1.732
*
 .768 .033 

中強度組 控制組 -1.831
*
 .783 .027 

肌肉重量 

高強度組 控制組 1.871
*
 .611 .005 

中強度組 控制組 1.499
*
 .590 .017 

去脂體重 

高強度組 控制組 1.985
*
 .609 .003 

中強度組 控制組 1.460
*
 .590 .020 

脂肪百分比 高強度組 控制組 -.018
*
 .008 .037 

肌肉百分比 

高強度組 控制組 .020
*
 .008 .021 

中強度組 控制組 .017
*
 .008 .049 

*平均差異在 .05 水準是顯著的，NS 表示無組間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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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脂肪代謝激素的效果 

 

本節說明利用共變數分析，檢定不同阻力訓練組別對脂肪代謝激素－

胰島素 ( Ins )、脂聯素 (Adi)、瘦體素 ( Lep )的效果。脂肪代謝激素的受試

者間效應檢定結果於附錄九；不同組別主要效果成對比較於附錄十。調整

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如表 4-4-1；各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如表 4-4-2。 

 

由受試者間效應檢定得知，脂肪代謝激素並未違反，因此各組之前測

值與依變項之線性關係具有一致性（前測值與依變項無交互作用）；各因子

之共變項及組間之效果考驗中，皆達顯著水準；各因子之組間效果考驗，

Adi 及 Lep 皆達顯著水準，Ins 未達顯著水準（附錄九）。 

不同組別對脂肪代謝激素主要效果成對比較。在 Ins 方面，H 組

（10.49）與 M 組（10.64）顯著比 C 組（15.80）低；在 Adi 方面，H 組

（3488.90） 顯著比 C 組（4990.40）低，M 組（3915.40）比 C 組（4990.40）

低的趨勢（p = .084）；在 Lep 方面，H 組（7.59）有比 C 組（9.39）低的

趨勢（p = .077）（附錄十）；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如表 4-4-1；各

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如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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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調整後各組平均數及組間比較 

組別/變項 
組別平均數 a 

比較 
C H M 

胰島素

( uIU/mL ) 

15.80 ± 1.58 10.49 ± 1.55 10.64 ± 1.55 
H < C 

M < C 

脂聯素 

( ng/mL ) 

4990.40 ± 409.07 3488.90 ± 418.39 3915.40 ± 427.25 H < C 

瘦體素 

( μg/mL ) 

9.39 ± 0.69 7.59 ± 0.69 8.46 ± 0.69 NS 

NS 表示無組間差異存在 

表 4-4-2 各變項之組別顯著效果 

變項 組別 比較組別 差異效果 標準誤差 顯著性 

胰島素 

高強度組 控制組 -5.309* 2.246 .026 

中強度組 控制組 -5.161* 2.243 .030 

脂聯素 高強度組 控制組 -1501.494* 579.685 .016 

瘦體素 NS 

*平均差異在.05 水準是顯著的，NS 表示無組間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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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本章將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後對代謝症候群因子、身體組成、脂肪代謝

激素的效果進行探討。依第四章獲得有關控制組（C組）、高強度組（H組）、

中強度組（M組）之分析結果分為：一、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因

子的效果探討；二、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身體組成的效果探討；三、不同

強度阻力訓練對脂肪代謝激素的效果探討；四、結論與建議，共分四部分

討論。探討高強度、中強度阻力訓練個別與控制組比較，得出各組個別有

無效果；及比較高強度、中強度阻力訓練兩組效果之差異。 

 

一、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因子的效果探討 

本段將控制組（C 組）、高強度組（H 組）、中強度組（M 組）經 10 週

介入後，各組代謝症候群各因子主要效果之分析結果進行成對比較。在代

謝症候群相關因子當中，可將其分為血糖濃度、身體組成、血脂代謝及血

壓部分。以下討論分為身體組成部分包含腰圍（WC）、身體質量指數

（BMI）、腰臀圍比 ( WHR ) 3 項；血脂代謝部分包含三酸甘油脂（TG）、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2 項；血壓部分包含收縮壓（SBP）、舒張壓

（DBP）2 項；另外有血糖濃度，分別將各部分之因子併予討論。 

在身體組成部分，高強度組腰圍顯著比控制組低；中強度組則無；高

強度組腰圍亦顯著比中強度組低。以上表示只有高強度阻力訓練後腰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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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降低的現象。 

在 8－10 週的阻力訓練的研究中，除了 Maiorana ( 2002 ) 進行 8 週每

週 3 組強度為 55－65 % 1RM 的循環式阻力訓練的研究之外，其餘中等強度

的阻力訓練未有發現腰圍下降的結果，似符合本研究中強度阻力訓練的結

果。另外，Dunstun （2002）的研究在高強度阻力訓練第 13 週 ( 75－80% 

1RM，每週 3 次，每次 3 組包含 9 個動作 )觀察到腰圍下降 0.7% ，與本研

究結果符合。雖然，許多研究顯示阻力訓練可有效降低腹部脂肪，改善腰

圍，但本研究只發現高強度阻力訓練有效果產生。許多研究已顯示，無論

是否有飲食限制，阻力訓練皆可有效地改善代謝症候群患者的身體組成，

提升瘦體組織重、肌力、安靜代謝率，並動員內臟及腹部脂肪。又因為腰

圍是腹部脂肪量有效的評估指標 ( Poliot 等, 1994)；且腹部脂肪量常與一直

與血脂異常、高血壓、胰島素阻抗、第二類型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的形成

有關聯 (Hunter 等，1997; Hurley & Roth, 2000)，因此，在相同的介入時間

下，阻力訓練可增加肌肉量並將提升基礎代謝率而增進腹部脂肪動員的作

用，似比中強度阻力訓練有較好的時間及健康效益等優勢。 

在血脂代謝部分，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的三酸甘油酯濃度顯著比控制

組低，而不同強度兩組間並無差異。在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方面，高強度

組與中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高，而不同強度兩組間並無差異。Strasser (2011)

在其整合分析的結論表示，阻力訓練有改善血脂濃度的趨勢；但研究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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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效果仍並不清楚，因為有些的研究證據顯示阻力訓練可改善血脂濃

度，但大部分研究表示阻力訓練對血脂濃度不會有影響；而其中部份原因

與受試者正常的起始血脂濃度有關。在血糖代謝異常的受試者身上，的確

發現阻力訓練頻率與血脂代謝改善狀況有關。Gordon ( 2009 ) 綜評阻力訓

練降低血脂濃度、血壓等心血管疾病因子危險的效益後認為，阻力訓練對

血脂濃度正常或略高於正常值的個體效果是輕微的；另外阻力訓練在高血

壓的糖尿病患的降血壓效果則是較為肯定的( Castaneda 等, 2002；Baum 等, 

2007；Gauza 等, 2005 )。本研究發現在阻力訓練後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濃度與控制組比較下有改善的現象，符合阻力訓練改善血脂濃度

的結論。其中，本研究與 Eriksson（1998）10 週中強度的循環式的阻力訓

練改善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的結果相似。 

    在血壓部分，高強度組舒張壓顯著比控制組低；中強度組舒張壓有比

控制組低的趨勢（p = .062）。此表示無論強度如何，阻力訓練後舒張壓似

皆有改善的現象，而不同強度兩組間並無差異。而收縮壓方面，無論不同

強度與控制組比較皆無差異，不同強度間亦未見差異。在 8－10 週的較短

期阻力訓練的研究，並無觀察到血壓的改變 (Baldi and Snowling, 2003；

Dunstan1998；Eriksson, 1998)。在較長時間的研究 (16－20 週)才開始有收

縮壓或舒張壓單一或兩者都下降的情形；似乎與訓練量有關。Srasser (2011) 

表示，漸增式的阻力訓練，要達相當程度的訓練量後血壓才會被觀察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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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改變；由於血壓的改善，較常出現在使用高劑量的研究中，因此阻

力訓練與血壓的改善程度，似乎存在著劑量與反應的關係。本研究訓練量

為 10 週，每週共 5－9 組阻力訓練，較上述 8－10 週的研究訓練量大，或

許使得本研究受試者已有血壓的適應反應。 

此外，Strasser (2010) 認為有氧訓練可使中度至重度的高血壓降低，普

遍上是會被同意的；但有些許的研究顯示阻力訓練可同時改善收縮壓與舒

張壓，如 Cornilissen 等 (2005) 及 Kelley 等 (2000)的整合分析就有此結

論。Cornilissen 及 Kelley 等兩篇只有 20%是收縮壓高於 140 mmHg，13%

舒張壓高於 90 mmHg 的高血壓患者的研究發現，阻力訓練後可降低舒張壓

2% ( 3mmHg )及收縮壓 4% ( 3.5mmHg )；另外，Fagar and Cornilissen (2007) 

及 Padilla, Wllace and Park (2005) 的整合分析確認了阻力訓練不僅不會有

過去認為會使血壓升高的現象，而且會有降血壓的效益，這效果似與體重

的下降無關，相信是由於訓練使交感神經對於心血管收縮控制的降低使

然。阻力訓練降血壓的效益看似不大，但 Whelton (2002)表示，收縮壓降低

3mmHg，據估計就可以減少 5－9%冠心病及 8－14%中風發生與 4%的死亡

率；作者表示以上研究大部分比較的對象是坐式生活或是病患。綜上，阻

力訓練對血壓的改善效果似乎是肯定的，並透過血壓的改善帶來健康相關

的助益；而本研究更發現到阻力訓練對大學男性血壓改善亦有類似的效

果，這將有益於降低 MS 及心血管疾病的形成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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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LU 因子，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不同強度與控制組比較皆無差異，

不同強度間亦未見差異。其他研究中，血糖的反應在 8 週後便可觀察到

( Dunstan 等, 1998；Maioran, 2002 )，與本研究不符；以上其他大部分的研

究對象，為糖尿病血糖過高者，與本研究受試者大多非血糖濃度不正常者，

血糖起始值較低，因此推論研究的對象特質不同，導致結果的不一致。在

BMI 方面，無論不同強度與控制組比較皆無差異，不同強度間亦未見差異。

BMI 會隨著體重而改變，本研究 3 組間體重在訓練後未見差異，使得 BMI

亦不會有差異；這與 Shaw 等 (2006) 進行 8 週每週 3 次的阻力訓練，BMI

並未改變的結果相同，其認為這與阻力訓練會降低脂肪量也同時提升瘦體

組織重有關；以上說法與本研究觀察到的結果符合。 

 

二、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身體組成的效果探討 

本段將控制組（C 組）、高強度組（H 組）、中強度組（M 組）經 10 週

介入後，各組身體組成變項主要效果之分析結果進行成對比較。身體組成

主要係比較脂肪、肌肉等組織佔人體總重量的絕對量及相對量，並由腰圍

得知脂肪分佈概況。降低脂肪量及其百分比，增加肌肉量係身體組成改善

的主要目的。以下將與脂肪有關的變項部分包含脂肪量及脂肪百分比 2 項；

另外將與肌肉及其他非脂肪組織有關的變項部分包含肌肉量、肌肉百分比

及去脂體重 3 項；以上分為 2 部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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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脂肪有關的變項部分，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體脂肪量顯著比控制

組低，而不同強度的兩組間下降的現象並無差異。在體脂肪百分比方面，

高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雖然未達顯著水準，但中強度組亦有比控制組

低的趨勢（p = .087）；而不同強度兩組間則無差異。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

無論阻力訓練強度如何後，似皆有改善體脂肪量及體脂肪百分比的現象。 

在與肌肉及其他非脂肪組織有關的變項部分，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的

肌肉量顯著比控制組高；而不同強度的兩組間的增加現象並無差異。在肌

肉百分比方面，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高；而不同強度兩組間

的提升現象並無差異。在去脂體重方面，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顯著比控制

組高；而不同強度的兩組間的增加現象並無差異。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

無論阻力訓練強度如何，阻力訓練後肌肉量、肌肉百分比及去脂體重皆有

改善的現象。 

綜上，Strasser (2011) 表示阻力訓練後肌肉量增加、脂肪量下降及去脂

體重的增加，已被許多研究證實，且其中顯示只要訓練期足夠肌肉量的增

加至少都有 1-2 公斤之譜；這與本研究發現相符。此即阻力運度訓練主要的

效果是降低體脂肪量增加肌肉量的身體組成改善作用。另與本研究相似

的，Baldi 等在其 10 週每週 6 組中等強度阻力訓練的研究後發現 FFM 顯著

上升。Gordon (2009)也表示最近的研究顯示，糖尿病患者經中或高強度的

的阻力訓練 10 週後，會有脂肪量下降的效果；其效果與本研究觀察到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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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另外，本研究發現高強度對肌肉量提升的效果比中強度有更為顯著的

現象也符合相關的理論。Pratley 等 (1994) 表示阻力訓練引起的肌肉或瘦體

組織量的增加，將有助於安靜代謝率的維持或提升；再者，Willaims (2007)

認為代謝率提升，有助於從事有氧運動時能量的消耗，有益於體重控制的

效果；且阻力訓練後瘦體組織重量會有增加的趨勢，若訓練後體重不變，

這就表示脂肪是有減少的；以上身體組成的改善效果，無論在年經人或是

老年人的研究皆會發生 ( Hunter, 2000；McCarthy, 1995)。據此，肌肉量增

加對安靜或是有氧運動時的能量消耗是有益的，因此高強度阻力訓練產生

的作用似比中強度要好，這表示著從事高強度組訓練在增加能量消耗上有

更佳的優勢。 

 

三、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脂肪代謝激素的效果探討 

本段將控制組（C 組）、高強度組（H 組）、中強度組（M 組）經 10 週

介入後，各組脂肪代謝激素主要效果之分析結果進行成對比較。在胰島素

濃度方面，高強度組與中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而不同強度的兩組間的

下降現象並無差異。本研究結果與 Dunstan（1998）、Eriksson（1998）、Baldi 

and Snowling（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胰島素濃度的下降與生理代謝的改

善有直接有關，以上研究皆認同阻力訓練後胰島素阻抗的改善，而降低胰

島素於血液中的濃度與肌肉量的增加有關；這樣的說法符合本研究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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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脂聯素濃度方面，高強度組顯著比控制組低，中強度阻力訓練後則

無此現象；而不同強度兩組間無差異。Han (2007) 表示，脂聯素的濃度與

體重、BMI、腰臀圍呈現負相關；與本研究的發現不符合。運動和脂肪激素

的關係，在過去研究就有不一致的結果，可能是脂肪激素個別的特性、受

試族群與運動處方設計不同所造成。過去的研究多為由有氧運動所獲得；

其中Yatagai (2003)以12名男性進行24週，強度為乳酸閾值，每週5次每次60

分鐘的腳踏車訓練；訓練後脂聯素濃度顯著減少，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似，

但與其他脂聯素上升的正面效果及無效果的研究不一。Fatouros等 (2005) 

將50名男性分成3組進行不同強度的阻力訓練，24週後低強度組沒有改善，

中高強度2組脂聯素濃度均顯著上升。而另一個研究，Hara等(2005)以肥胖

男性進行有氧+阻力組、有氧運動組與控制組，訓練後三組均沒有改善。

Yoshida等 (2010)為了解脂聯素與生理其他指標的相關性，進行16週有氧訓

練的研究，發現脂聯素顯著上升，而BMI與膽固醇下降。總結來說，脂肪激

素的研究，普遍上皆為較長時間的介入 ( 16－24週以上)，且其受試對象差

異甚大，運動介入的設計亦不同，仍須要較多的研究更進一步釐清阻力訓

練與脂聯素的確切關聯。 

    在瘦體素方面，高強度阻力訓練與控制組比較下無達到統計上顯著效

果，但相較下似可見到高強度阻力訓練後瘦體素濃度比控制組低的趨勢（p 

= .077）；中強度阻力訓練與控制組比較並無差異；不同強度兩組間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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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體素與阻抗素對人體則呈現負面作用，其主要與 BMI、腰圍、脂肪含量 

( Kraemer, Chu, & Castracane, 2002 ) 與胰島素濃度成正相關 ( Saladin 等, 

1995 )；此與本研究發現高強度阻力訓練使脂肪量、腰圍及胰島素濃度下降

相符合。Ryan, Pratley, and Goldberg (2000) 進行 16 週阻力訓練的研究，發

現到瘦體素濃度下降、體重下降、去脂體重與安靜代謝率增加；亦與本研

究發現的趨勢吻合；由於本研究結果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推論是由

於訓練時間不夠長到足以引發可被偵測到的反應程度。 

 

四、結論與建議 

    以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為受試對象，每週施以相同訓練量而

不同強度的漸增式阻力訓練 10 週後，將研究結果經討論，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 結論 

1.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身體組成的

效果上，高強度阻力訓練與中強度阻力訓練兩者皆能有效降低體脂肪

量、提升肌肉量、增加去脂體重、提升肌肉百分比。而高強度阻力訓

練亦可有效降低體脂肪百分比，而中強度阻力訓練似皆有類似趨勢。 

2.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代謝症候群

危險因子的效果上，與控制組比較下，高強度阻力訓練可有效降低腰

圍及舒張壓，而中強度阻力訓練則無降低腰圍的效果，不過似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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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縮壓、舒張壓的趨勢；兩者皆能有效降低三酸甘油酯濃度、提升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濃度，且效果相當；兩者對身體質量指數、血糖濃

度並無影響。 

3. 10 週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在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學男性的脂肪代謝

激素的效果上，高強度阻力訓練與中強度阻力訓練兩者皆能有效降低

降低胰島素濃度；高強度阻力訓練有降低瘦體素濃度的效果的趨勢；

而高強度阻力訓練後脂聯素濃度下降，中強度阻力訓練後似有此趨

勢；脂聯素濃度在阻力訓練後下降，需要再進一步的探討其原因。 

 (二) 建議 

1. 本研究所進行的阻力訓練有改善身體組成、血脂代謝狀況，更印證其

對健康的效益。10 週的阻力訓練，高強度的方式對身體組成及脂肪

代謝激素變項有較為顯著的效果，尤其在腰圍所代表的腹部脂肪的降

低；中強度的方式則在代謝症候群相關因子改善上較有其優勢，尤其

在血脂及血壓改善等。因此，阻力訓練應被鼓勵作為改善代謝症候群

相關因子的處方建議。 

2. 在大學年齡層具有 3 個以上危險因子屬於代謝症候群人數較少，招募

不易；縱使具有危險因子者，其異常值不像高齡者嚴重，未來的研究

在受試者招募、挑選上及變項選擇上，建議可依實驗特性針對年齡較

大或具有各種疾病因子的對象從事阻力訓練有關的介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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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究觀察到一些變項有變化的趨勢，但未達到顯著水準，除了與本

研究樣本數及受試者研究變項的異常程度較低有關，本研究 10 週的

阻力訓練也屬較為短期；未來的研究可利用較長的訓練期，提供較足

夠的刺激以確保實驗可觀察到較完整與較為顯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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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實驗概念流程圖 

運動訓練介入之各項進一步說明 參 附表一 

 

程序  作業事項與要點 

預備 

  受試者招募與面談 

 條件篩選與健康評估 

 實驗場地安排與規劃 

 相關醫檢單位接洽 

 學校相關場地與校安相關單位報備 

 招募協助工作人員與記錄表格製作 

▼    

前測 

  進一步篩選與評估 

 各項體能檢測 

 身體組成測量 

 血液值檢測 

 生理變項測定 

 受試者個資與個數確認 

▼    

隨機 

分組 

 
 隨機分組至 H、M、C 三組 

 

▼   

適應期 

｜ 

第1-2星期 

 

 H  M  C 

 阻力運動技巧與防護

指導 

 動作速度、動作範圍、

生理調適指導 

 運動適應 

 生理調適 

 運動流程知能指導 

 配合實驗規定作息 

 定時回報與連繫 

▼  ∣ ∣ ∣ 

運動訓練 

介入 

｜ 

第3星期

至 

第10星期 

 1. 依ACSM (2010) 《體能測試與處方指導手冊第八版》之『肌肉適能的改善執行

原則』及依美國動醫學會立場聲明 (2009)－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position stand. Progression models in resistance training for healthy adults。 

2. 10週的阻力訓練，中強度之處方以50－70 % 1RM，12－15次反覆，每週5組作起

始，而60－75 % 1RM，8－12次的反覆次數，每次5－9組為目標；高強度之處方

以執行增進肌力之處方，以50－70 % 1RM，12－15次反覆，每週5組作起始，進

階後再達到80－90% 1RM，每周以5－9組為目標。並且設定相同之訓練量，總

訓練量 = 每週訓練組數 × 個人相對負荷 ( % 1RM ) × 反覆次數 ( RM )。 

3. 對同一肌群的刺激至少間隔48小時。 

▼    

後測 
  各項體能檢測 

 身體組成測量 

 血液值檢測 

 生理變項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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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運動訓練介入之各項進一步說明 

 H  M 

運動 

型態 

高強度 

負重式阻力訓練 

 中強度 

負重式阻力訓練 

時間 

設定 

總運動時間 40-60 分鐘  總運動時間 50-60 分鐘 

預備期約進行 30 分鐘  預備期約進行 30 分鐘 

頻率 

設定 

每週 3 次 

每次至少隔一天 

 每週 3 次， 

每次至少隔一天 

強度 

設定 

4-8 RM， 

每次運動 1-3 組 

 8-12 RM， 

每次運動 1-3 組 

前 2 周預備 8-12 RM， 

每次運動 1-2 組 

 前 2 周預備期 8-12 RM， 

每次運動 1-2 組 

運動 

內容 

負重式阻力訓練上下肢 

共 8-9 種動作 

以動用至全身大肌群為原則 

 負重式阻力訓練上下肢 

共 8-9 種動作 

以動用至全身大肌群為原則 

實施原則 

(1)執行以 2 個互為擷抗的動作為原則，之間不作特定休息； 

(2)每個動作範圍在 2－4 秒內確實完成，以 90－110 度為佳；  

(3)動作執行時下背挺立胸部自然前挺；用力時吐氣，避免憋氣；  

(5)過程中有感覺任何不適，請立即停止運動； 

(6)進入訓練其時每組在 10－15 分鐘內完成，每組間休息 3－5 分鐘；3 組約為 30－40 分鐘

內； 

(7)每組（循環），選擇 8－9 個動作，上肢 4－6 個、下肢 3－5 個；每次的熱身與恢復所進行

的快走或慢跑以累積 20－30 分鐘為原則。 

(8)符合以下狀況者增加負荷 

a.二組作完後 RPE = 6，或是三組作完 RPE  = 7－8 之間者。 

b.單一動作完成目標次數仍不覺得疲勞者，調整範圍內次數或負荷。 

c.單一動作之三組之反覆次數皆可到達上限者（12 與 8 次）。 

(9)每組之間記錄累積疲勞程度，以維持在 RPE =7－8 為佳，RPE = 9 則馬上停止或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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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試者須知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 『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

學男性相關健康變項之影響』 參與本實驗每位研究參與者須接受抽血檢查、

阻力訓練 10 週、兩次的最大攝氧量運動及身體組成量測。 

（一）抽血檢驗與身體組成量測－抽血檢驗前 12 個小時請禁食（白開水除

外），以確保血液數據的正確性。 

（二）阻力訓練－受試者將接受 10週阻力訓練，測驗時請穿運動服及運動鞋。 

（三）最大肌力測驗－阻力訓練前將進行 8 個大肌肉群動作的最大肌力測驗。 

為了使研究過程進行順利，請您務必配合遵守下列事項： 

一、 實驗期間盡可能維持平常的生活作息與飲食習慣以及避免熬夜。 

二、 請於所有測驗進行時著輕便 運動服裝以及運動鞋到達指定的測驗地點

接受測試。 

三、 請依據實際的身體狀況，填寫健康情況調查表。實驗中若有身體不適，

您有隨時退出本實驗之權利，再一次的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研究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研 究 生：陳國生  

聯絡電話：（手機）0982223725 

e-mail:guoshen17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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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告知同意書 

親愛的___________您好： 

誠摯的邀請您加入本研究，在您簽下同意書之前，請您先詳細閱讀以下內

容，以便幫助您了解本研究及實驗需要注意的事項。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 『不同強度阻力訓練對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大

學男性相關健康變項之影響』，實驗期間須接受抽血檢查、身體組成量測、

阻力訓練、最大脂耗量運動強度及最大攝氧量檢測。抽血檢查會有些微的疼

痛，而最大攝氧量檢測受試者需自行評估是否適合接受衰竭運動測試，其他

量測項目危險性極低，且不會有副作用。 

    實驗過程中，研究者會將研究過程向實驗參與者說明清楚，且會保護參與

者之健康和權益，並回答參與者所提出的問題，而本研究所得數據單純為學術

研究之用，且以匿名方式呈現，不會洩露其個人相關資料，受試者有權在無任

何理由下要求停止或退出實驗而不受到任何限制。 

完成本實驗者會有營養津貼，在實驗完成的時後發給；若中途任何因素而退出

將無法獲得任何的津貼。 

我詳細閱讀過受試者同意書之內容，也願意同意參加此項研究。 

實驗參與者：                      

聯絡電話：（宅）                  （手機）                 

連絡地址：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感謝您參與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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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健康情況調查表(PAR-Q Form)  

本調查表旨在幫助您瞭解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並提供測驗人員在實驗

前建議您是否需要進一步的健康檢查之依據。因此，請據實回答，您是否曾有

下列狀況（請您於有、無欄內打勾）： 

 

有       無 

1. 是否曾有醫師對您說，您的心臟有問題，       □       □ 

   您只能在醫師的建議下進行運動? 

2. 當您運動時會覺得胸痛嗎?                    □       □ 

3. 過去幾個月，您平時會覺得胸痛?              □       □ 

4. 您曾有暈眩而失去平衡或失去意識嗎?          □       □ 

5. 您有骨頭或關節的問題嗎?                    □       □ 

如果您改變作息或運動會使該病情加劇?        □       □ 

6. 最近有醫師開要給您（如心臟或血壓藥物）?    □       □ 

7. 有其他原因使您無法從事運動?                □       □ 

 

 

如果您對以上問題的答案皆勾選「無」，就可以確定您可以從事： 

1. 開始進行漸進式的運動 

2. 參加體適能評估 

然而，如果您有輕微的不舒服（如感冒），建議您應該停止或延後運動。 

 

如果您對以上問題的答案，有一項以上勾選「有」，您就必須詢問醫師的意見，

最近是否可以參與運動或參加體適能評估? 

 

參加者：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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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受試者健康資料調查表 

一、 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 出生：   年   月   日 年齡：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e-mail：________________身高：

_____ 體重：______ 腰圍：      臀圍：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健康情況調查表 

 確實回答於過去一年內，醫生是否告訴您有下列情況（請於「有」「無」 

「不確定」的□欄中打ˇ）： 

                              有   無    不確定 

1.身體任何部位骨折－－－－－－□－－□－－－□ 

2.高血壓－－－－－－－－－－－□－－□－－－□ 

3.心臟血管疾病－－－－－－－－□－－□－－－□ 

4.糖尿病－－－－－－－－－－－□－－□－－－□ 

5.貧血－－－－－－－－－－－－□－－□－－－□ 

6.心律不整－－－－－－－－－－□－－□－－－□ 

7.小便失禁－－－－－－－－－－□－－□－－－□ 

8.支氣管炎－－－－－－－－－－□－－□－－－□ 

9.肺炎－－－－－－－－－－－－□－－□－－－□ 

10.容易緊張或心理異常－－－－ □－－□－－－□ 

11.經常性胃痛－－－－－－－－ □－－□－－－□ 

12.甲狀腺方面的疾病－－－－－ □－－□－－－□ 

13.結膜炎或角膜炎－－－－－－ □－－□－－－□ 

14.目前有外傷－－－－－－－－ □－－□－－－□ 

15.定期的服用藥物－－－－－－ □－－□－－－□ 

若答案為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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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受試者間效應項檢定 

variables source        SS   df      MS F η2
 power 

BMI        

 Group 92.424 2 46.212 229.978 .946 1.00 

 BMI Pre 516.784 1 516.784 2571.815 .990 1.00 

 error 5.224 26 .201    

WC        

 Group 335.000 2 167.500 139.414 .915 0.36 

 WC Pre 2800.062 1 2800.062 2330.559 .989 1.00 

 error 31.238 26 1.201    

GLU        

 Group 277.968 2 138.984 1.908 .128 1.00 

 GLU Pre 3680.331 1 3680.331 50.522 .660 1.00 

. error 1893.991 26 72.846    

TG        

 Group 23595.000 2 11797.500 4.053 .238 0.669 

 TG Pre 40385.046 1 40385.046 13.876 .348 0.948 

 error 75673.454 26 2910.517    

HDL        

 Group 606.926 2 303.463 22.681 .636 1.00 

 HDL Pre 1050.996 1 1050.996 78.552 .751 1.00 

 error 347.870 26 13.380    

SP        

 Group 104.067 2 52.033 .858 .062 .181 

 SP_pre 205.923 1 205.923 3.397 .116 .427 

 error 1575.877 26 60.611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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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117.506 2 58.753 1.333 .093 .262 

 DP_pre 451.170 1 451.170 10.239 .283 .869 

 error 1145.670 26 44.064    

*表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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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不同組別主要效果成對比較 

變項 
組別 

( I ) 

組別      

( J ) 

平均差異       

( I-J ) 

標準 

誤差 
顯著性 a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a

 

下界 上界 

BMI 

H C .078 .202 .704 -.338 .494 

H M .071 .217 .745 -.374 .516 

M C .007 .208 .975 -.420 .434 

        

 

WC 

H C -1.089
＊
 .496 .037 -2.108 -.070 

H M -1.119
＊
 .525 .043 -2.199 -.039 

M C .030 .503 .954 -1.005 1.064 

        

GLU 

H C 3.294 3.824 .397 -4.566 11.153 

H M 3.049 3.894 .441 -4.954 11.053 

M C .245 3.945 .951 -7.864 8.353 

 
       

TG 

H C -49.500
＊
 24.127 .050 -99.093 .093 

H M 20.578 24.152 .402 -29.067 70.222 

M C -70.078
＊＊

 24.152 .007 -119.722 -20.433 

        

HDL 

H C 3.773
＊
 1.662 .032 .357 7.189 

H M -.854 1.690 .617 -4.327 2.619 

M C 4.627
＊
 1.786 .015 .957 8.297 

        

SP 

H C -2.458 3.513 .490 -9.679 4.762 

H M 3.122 3.484 .378 -4.039 10.283 

M C -5.581 3.531 .126 -12.838 1.677 

        

DP 

H C -7.474
＊
 3.163 .026 -13.974 -.973 

H M -1.620 3.035 .598 -7.859 4.618 

M C -5.853 3.004 .062 -12.028 .321 

a.調整多重比較；*平均差異在.05 水準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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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受試者間效應檢定結果 

variables source        SS   df       MS F η2
 power 

FM        

 Group 210.509 2 105.254 35.721 .733 1.00 

 FM Pre 2353.374 1 2353.374 798.67 .968 1.00 

 error 76.612 26 2.947      

MM        

 Group 226.371 2 113.185 65.088 .834 1.00 

 MM Pre 1281.035 1 1281.035 736.665 .966 1.00 

 error 45.213 26 1.739      

FFM        

 Group 237.561 2 118.780 68.385 .840 1.00 

 FFM Pre 1447.173 1 1447.173 833.173 .970 1.00 

 error 45.160 26 1.737      

%BF        

 Group .019 2 .010 27.727 .681 1.00 

 %BF Pre .149 1 .149 427.842 .943 1.00 

 error .009 26 .000      

%BM        

 Group .017 2 .008 26.724 .673 1.00 

 %BM Pre .137 1 .137 431.410 .943 1.00 

 error .008 26 .000      

*表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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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不同組別主要效果成對比較 

變項 
組別      

( I ) 

組別      

( J ) 

平均差異       

( I-J ) 

標準 

誤差 
顯著性 a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a

 

下界 上界 

FM 

H C -1.732 .768 .033 -3.310 -.154 

H M .099 .785 .900 -1.515 1.713 

M C -1.831 .783 .027 -3.441 -.222 

 
       

MM 

H C 1.871 .611 .005 .615 3.128 

H M .372 .617 .552 -.896 1.640 

M C 1.499 .590 .017 .286 2.712 

 
       

FFM 

H C 1.985 .609 .003 .733 3.237 

H M .525 .613 .400 -.735 1.785 

M C 1.460 .590 .020 .248 2.672 

 
       

%BF 

H C -.018 .008 .037 -.036 -.001 

H M -.003 .008 .719 -.020 .014 

M C -.015 .009 .087 -.033 .002 

 
       

%BM 

H C .020 .008 .021 .003 .036 

H M .003 .008 .741 -.014 .019 

M C .017 .008 .049 .000 .034 

a.調整多重比較；*平均差異在.05 水準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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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受試者間效應檢定結果 

variables source SS  df MS F η2
  power 

Ins        

 Group 109.705 2 54.852 2.327 .152 0.913 

 Ins_pre 101.127 1 101.127 4.291 .142 1.00 

 error 612.752 26 23.567      

Adi        

 Group 24739798.217 2 12369899.108 7.443 .364 0.190 

 Adi_pre 77224241.354 1 77224241.354 46.466 .641 0.784 

 error 43210851.296 26 1661955.819      

Lep        

 Group 42.574 2 21.287 4.469 .256 0.715 

 Lep_pre 1345.677 1 1345.677 282.511 .916 1.00 

 error 123.845 26 4.763       

*表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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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不同組別主要效果成對比較 

變項 
組別 

( I ) 

組別 

( J ) 

平均差異       

( I-J ) 

標準 

誤差 
顯著性 a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a

 

下界 上界 

Ins 

H C -5.309 2.246 .026 -9.925 -.693 

H M -.148 2.171 .946 -4.610 4.315 

M C -5.161 2.243 .030 -9.772 -.549 

 
       

Adi 

H C -1501.494 579.685 .016 -2693.054 -309.935 

H M -426.497 617.787 .496 -1696.375 843.381 

M C -1074.997 598.755 .084 -2305.755 155.761 

 
       

Lep 

H C -1.801 .978 .077 -3.811 .209 

H M -.866 .978 .384 -2.877 1.145 

M C -.935 .976 .347 -2.941 1.072 

a.調整多重比較；*平均差異在.05 水準是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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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小傳 

基本資料 

陳國生  屏東縣枋寮鄉人  民國 68 年 9 月 15 日生 

 

學歷 

民 80-91  屏東縣枋寮國小、枋寮國中、屏東高級中學 

民 92-101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經歷 

民 89-91   屏東師範學院第 10 屆學生自治會會長，獲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蒙總統召 見表揚，獲屏師之光畢業。屏東師範學院甲組田徑、                

          體操代表隊，甲組標槍紀錄保持人。 

民 95-99  屏東縣水泉國小教師、組長、教導主任 

民 97-98  屏東教育大學 兼任講師 

民 100    教育部國教司商借教師 

 

社會服務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志工、荒野保護協會、海天文教協進會發起人 

屏東縣縣運、屏北社區大學 主持人/司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