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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運動概述 
 

ㄧ、運動與能量系統 

 

    人類在運動時，有三種能量系統來提供所需之能量，以維持運動的進行，分

別是磷酸肌酸系統  (adenosine triphosphate-phosphocreatine system, ATP-PCr 

system)、乳酸系統 (lactic acid system)及有氧系統 (oxygen system) (Williams, 

2005)。磷酸肌酸系統為一無氧系統，主要是透過 ATP及 PCr (creatine phosphate)

產生能量，不需氧氣便可進行，能夠快速地產生能量，但是身體中的 ATP及 PCr

所產生的能量僅能維持數秒的激烈運動時間，多用於爆發力的運動，如 100公尺

短跑比賽；乳酸系統亦為一無氧系統，為醣類在無氧的狀況下分解產生乳酸，可

提供數十秒至二、三分鐘的運動時間所需之能量，如 200~800公尺短跑比賽；有

氧系統則是醣類、脂肪或蛋白質在有氧的情況下分解以供能，所產生的能量可以

提供較持久的運動時間，如有氧舞蹈、慢跑、馬拉松等 (Fox, Bowers, & Foss, 1993; 

Williams, 2005)。 

    在 Fox等人 (1993)所制定的能量連續量尺 (energy continuum)中指出，依據

運動項目之不同，三種能量系統供能之比例也有不同，除了少部分的運動，如馬

拉松（有氧系統供能約 97%）或 100 公尺短跑（無氧系統供能約 99%）之外，

大部份的運動項目之能量提供都兼具有氧與無氧能量系統，在運動過程中混合供

能。運動時間持續半小時以上之中等強度運動（如 5公里慢跑、舞蹈、足球、籃

球、登山等），必須有 40~80%是由有氧系統來供能 (Fox et al., 1993)，此類型的

運動亦為耐力運動 (endurance exercise)，本研究擬以從事耐力運動之女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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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受試對象，以下則針對相關之運動項目而作介紹。 

     

二、相關運動簡介 

 

    舞蹈、足球、羽球等運動除了是耐力運動外，也屬於負重運動 (weight-bearing 

exercise)。所謂的負重運動即是使身體對抗地心引力，在活動時體重由腿和腳來

支持的運動，平時的走路、跑步、籃球、登山等也屬於負重運動。 

 

（一）舞蹈 

舞蹈是力與美的結合，是一項藝術，也是一種運動，然而舞蹈和一般的運動

競賽有明顯之不同，因為舞者除了需要耗費體力之外，通常也配合著音樂以及空

間，藉由肢體語言來表達特殊的情感。舞蹈技術是需要肌力及相當的柔軟度、穩

定性、協調性、巧緻性、肌耐力等許多基本體能的綜合性活動（郭志輝，1999；

黃心怡，1998）。在訓練或表演的過程中，舞者除了需要極大的體力來支持各種

動作，也必須配合基本體能，才能有良好的表現。 

舞蹈可以是兼具有氧及無氧代謝的運動，依據舞蹈的類型及表現形式之不

同，舞蹈者在體能訓練方面必須加以調整。在短時間、高強度、爆發性的動作時

（如：急速的跳躍和短時間一連串的旋轉、跳躍等演出動作），能量必須能快速

提供，才足以維持身體所需，為無氧運動的表現；一場完整的演出或長時間的訓

練過程，則屬於有氧運動。而不管是哪一種舞蹈，都必須以堅實有力的肌力作基

礎，才能使動作完美（黃心怡，1998），其中芭蕾舞更強調舞者的修長體型，注

重腿部肌力的訓練；而現代舞則強調爆發性、速度及力量之配合。 

舞蹈的姿勢中有許多必須跳躍的動作，此動作與一般運動競賽中之「預備姿

勢」很雷同，在做預備姿勢時，運動員的肘、腰、膝、踝等關節微微的屈曲，並

伴隨著腳跟的提起、將重心放在腳尖，此種姿勢使得骨骼肌產生適度地緊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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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身體可以迅速地移動（林正常，1997）。爆發力的跳躍在舞蹈上是很重要的力

量表現，然而在嚴格的訓練過程中，舞者常常因自身的不小心或錯誤的技巧練習

而造成肢體傷害的比例極高 (86.3%)（李亦寬，2004）。 

先前，教育部（1999）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各年級教學科目及

授課內容參考原則」中，明列術科基本課程包括芭蕾、現代舞、民族舞蹈。雖然

此原則目前已廢止，但國內舞蹈系（班）學生的術科訓練內容仍以此三種舞蹈為

主。 

 

（二）足球 

    足球是一運動總時間較長的項目，在訓練或比賽過程中，運動員花費許多的

時間在跑步，並伴隨著執行各項技巧性的動作。跑步時，是以有氧系統來供能較

多；而傳球、射門、斷球等高強度的技巧，則仰賴較多的無氧系統來供能，偏向

爆發力的使用。「踢」在足球中是很基礎的動作，射門時腳踝的速度與腳踝的穩

定性對於球速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沈進益，2003），在足球運動中，速度時常

是決定勝負的關鍵。薛慧玲（2002）針對年輕男足球員的研究中則顯示，當爆發

力越佳者，將球踢遠的能力也較佳；而踢遠能力越佳者，其踢準的能力也越佳，

由此可見，爆發力在足球運動中之重要性。而足球運動除了擁有良好的爆發力之

外，身體的平衡感、協調性以及敏捷性等也都必須兼顧，才足以有精湛的運動表

現，避免碰撞、跌倒等的發生機會，因此在訓練過程中，通常都會注重肌力、肌

耐力、速度以及有氧心肺耐力 (aerobic respiratory endurance)的要求。 

 

（三）羽球 

    羽球運動具有靈活、快速、多變的技術特點，在其技巧中，有許多爆發力的

顯現，舉凡強攻強打、跳躍殺球、或者快速移動接球、彎腰、上網撲殺等動作是

無氧性運動，以無氧系統來供能，然而在整個比賽時，受限於場地的設計，運動



                                                                               

 9

員實際能活動的空間範圍並不算太大，但整個比賽的流程時間較長（約為 50~90

分鐘），故有氧性運動較多。而在競賽過程中，為了能夠迅速的跳躍，運動員的

身體往往呈現「預備姿勢」，以便因應順利的擊球，此外，在接、發球的過程中，

亦伴隨許多伸展的動作，因此，羽球運動員也必須具有良好的耐力、肌耐力與速

度。對羽球運動員的訓練，廖焜福（2002）認為肌力、肌耐力、柔軟性、速度與

敏捷性的訓練是很重要的，因為耐力訓練可以對抗疲勞、維持激烈活動的能力；

柔軟性訓練可以使關節活動範圍增加，避免在高難度的救球過程中受傷等問題；

敏捷性訓練則能使身體準確且急速改變位置或方向。 

 

 

第二節 運動員飲食狀況 

 

一、營養問題 

 

（一）熱量 

    運動員對於體型、體重的要求通常較為嚴格，尤其是在體操、舞蹈、長跑以

及有體重分級之競賽項目，而游泳、足球、排球等項目之運動員對於體重的強調

則較少 (Beals, 2002)。然而無論對體重重視的程度輕或重，運動員為了降低或維

持體重以達到體態輕盈、表現更優異的要求，使得他們在食物的攝取上經常有所

節制或是偏差，而導致營養失調的問題。  

Hamilton 等人 (1986)認為過度關注於低體重的維持，會影響運動員的營養

狀況。他們的研究發現：專業的芭蕾舞者實際攝入的總熱量佔每日建議攝取量 

(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 RDA)之 85%。其中，實際體重與理想體重 

(ideal body weight, IBW)相差較少者，即體重在理想體重之 90~96%者，她們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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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總熱量反而較體重在理想體重之 79~89%者少了將近 1000 kcal，每日僅有

1342 kcal。因此，對於體重僅較正常範圍稍低之運動員，其飲食失調的問題與狀

況可能更需要被重視。Calabrese、Kirkendall、Floyd、Rapoport與Williams (1983)

針對 34 名專業芭蕾舞者的研究，發現這些年輕舞者每日攝入的總熱量平均約佔

每日建議攝取量之 71.6%，為 1358 kcal，攝入的總熱量未達每日建議攝取量之

2/3者則高達 60%，而所攝食的食物則多為營養密度 (nutrient density)低者。 

    ㄧ般來說，運動員的能量攝取較非運動員高 (Beals, 2002; Fox et al., 1993; 

Kim, Kim, Kim, & Park, 2002)，然而 Hassapidou與Manstrantoni (2001)對大學生

的研究卻發現，耐力型運動員（如排球、中長跑選手、芭蕾舞者）之總熱量攝取

並未高於非運動員，且運動員熱量攝入與熱量消耗之差異較大，能量之輸入 

(input)與輸出 (output)並不平衡，亦即總能量呈現負平衡之狀況。Hamilton 等人 

(1986)指出營養不足可能是引起女性運動者月經週期不規律之主要因素。其它研

究也指出慢性的營養不良可能是造成跑步者月經週期不規律發生率高的原因 

(Nelson et al., 1986; Zanker & Swaine, 1998; Zierath, Kaiserauer, & Synder, 1986)。 

    當熱量攝取不足時，常導致其他營養素也缺乏之問題。研究指出，月經週期

不規律之專業舞者，所攝取之蛋白質、鐵以及菸鹼酸則較月經週期規律者少，並

有較多之厭食行為 (Hamilton et al., 1986)。 

 

（二）鈣質 

  依據「國民營養現況1993~1996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

20~24歲的年輕女性每日的鈣質攝取量平均為 349 mg（潘文涵等人，1998）；在

運動員的研究中，賴玉釧（2001）以中學生體操選手為研究對象，其每日的鈣質

攝取量平均為 401 mg，與「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DRIs)」（行政院衛生署，2002）中鈣質之足夠攝取量 (Adequate Intake, AI) 

1000 mg相比，皆有明顯不足之問題。許多運動員為了維持體型、控制體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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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正常節制飲食之行為，使得熱量之攝入較少。然而當攝入的熱量減少，通常

也會造成維生素與礦物質的攝取不足，鈣質即是其中一種。 

     

（三）鐵質 

    研究發現運動員之鐵攝取量，並未達到建議量（賴玉釧，2001; Hassapidou & 

Manstrantoni, 2001）。女性運動員常有鐵缺乏的問題，Zhu與 Haas (1997)指出其

可能原因為運動訓練加上經期時的鐵質流失，以及日常飲食中鐵的攝取量不足所

致。激烈的運動訓練，易使紅血球受破壞，加速紅血球分解，可能導致「運動性

貧血 (sports anemia)」（林正常，1997）。雖然，目前學者認為這種貧血是屬於假

性的貧血，為運動生理的適應現象，對於運動表現，並不會有不良的影響（陳家

徽，1999; Weight, 1993）。然而，長時間的運動會因為流汗過多而增加鐵質之流

失，再加上女性因為經血的流失使得鐵質需求量增加，容易引起真正的貧血。依

據「國民營養現況 1993~1996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20~24歲

的年輕女性每日的鐵質攝取量平均為 9.7 mg（潘文涵等人，1998），與 DRIs（行

政院衛生署，2002）中的鐵質建議量 15 mg相比，也有不足之問題。因此，行經

的耐力型女運動員尤應注意是否有鐵不足的現象（林正常，1997）。 

 

二、飲食狀況與行為 

 

    大學女生多半高估自身之體重，對於體重要求嚴苛，即使是體重正常之女

性，也會不時的減重（洪嘉謙，2002）。在諸多針對大學生的研究中，Davis (1992)

發現運動員身體質量指數＜20 者較非運動員多，但想要減重的比例卻較高。

Zellner等人 (1989)使用體型圖與飲食態度問卷 (Eating Attitudes Test, EAT-26)進

行探討，發現女性對於自身的體型有錯估之現象，認為目前的體型要再瘦些，才

比較理想，不滿意程度較男性高，她們認為瘦一點有助於吸引異性。Berry與 H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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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的研究則發現飲食節制的異常行為與體型意識有極高的正相關。因此，瞭

解體型的滿意程度可能有助於控制異常的飲食行為及習慣。 

    運動員容易以不當的飲食來控制體重，導致飲食異常行為之發生，尤其是對

女性而言。研究顯示，舞者與運動員多有攝取較低之熱量及某些營養素，濫用營

養補充劑以及使用節食、自我催吐、瀉藥、利尿劑來控制體重的問題 (Clabrese et 

al., 1983; Davis, 1992; Grange, Tibbs, & Noakes, 1994; Hamilton et al., 1986)。 

    長期不適當的營養攝取與能量消耗，會導致營養不良 (Poehlman et al., 

2001)，而慢性的節食行為可能是飲食障礙 (eating disorder)發病的重要機轉 

(Garner & Garfinkel, 1980; Hamilton et al., 1986)。對體型纖瘦的要求及低熱量的攝

取，導致飲食障礙在專業舞者與溜冰者的世界中是很常有的狀況 (Brooks-Gunn, 

Burrow, & Warren, 1988)。 

     

（一）飲食異常比例 

    Smolak、 Murnen 與 Ruble (2000)對 34 篇相關研究做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結果發現，整體來說女性運動員之飲食問題確實多於非運動

員，但在強調纖細體型之運動項目中，僅有舞者之飲食問題顯著高於非運動員，

其他與體型較相關的運動項目（如體操、長跑），其運動員飲食問題卻與非運動

員無差異，在體型的不滿意程度上也較不嚴重，顯示運動並不ㄧ定會引發飲食

上的問題。但一些研究卻指出女性之飲食異常在模特兒、舞蹈者和運動員的發

生較一般女性族群高 (Garner & Garfinkel, 1980; Hamilton et al., 1986)。 

    Sundgot-Borgen (2004)的研究發現運動員飲食異常的比例較高，約為一般人

的 3倍，且女性運動員之比例高於男性運動員；女性運動員飲食異常的比例在審

美相關運動中最高 (42%)，其次是耐力運動 (24%)，技術性與球類運動則較低 

(16%)，顯示在強調纖細及體重分級運動項目的選手，飲食異常的情況則更趨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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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體型之重視似乎以審美項目較為頻繁，有較高的飲食異

常比例，那麼到底其比例高到怎樣的程度？以舞蹈學生為主的相關研究如下： 

研究發現舞蹈學生發展成神經性厭食症的比例可能達一般高中學生的 7 倍

(Clough & Wilson, 1993; Maloney, 1983)。Szmukler與 Patton (1995)則指出，由於

舞者對於體型的重視，可能具有飲食異常之比例為 32%，具有厭食的比例約為

7~11%。 

    Garner 與 Garfinkel (1978)的研究顯示，28%的大學舞蹈系學生有厭食症傾

向，其中的 5%（6個個案），之後則被診斷為神經性厭食症患者。Joseph、Wood

與 Goldberg (1982)以大學女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舞蹈、戲劇、體育三科系的學生，

相較於英文系學生而言，有較高的厭食比率。 

Garner與 Garfinkel (1980)對三個專業舞蹈學校的研究，顯示有 6.5%的學生

可能是神經性厭食的個案；Szmukler、Eisler、Gillies與 Hayward (1985)以 100個

倫敦芭蕾舞學校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顯示，可能為神經性厭食的個案比例是 7%。  

    從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國外的舞蹈學生發生神經性厭食的個案，有一相

當的比例，然而國內尚缺乏針對運動員或舞蹈學生的研究，其比例是否與國外雷

同，亦或有所增減，則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二）飲食態度調查 

    一般常被用以評估飲食狀況的是飲食態度問卷  (Eating Attitudes Test, 

EAT-26)。EAT-26之得分切點為 20分，當總得分大於或等於 20分時，表示具有

病理性 EAT 分數，為神經性厭食症之高危險群  (Garner, Olmsted, Bohr, & 

Garfinkel, 1982)。研究顯示當 EAT之得分越高，表示對於體型較不滿意，有較多

的扭曲意識，容易引發飲食異常的行為，EAT得分高者在期望體型與現有體型之

差距上較大，想要體型更瘦的程度比 EAT得分低者嚴重 (Zellner et al., 1989)。相

關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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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k、Singh與 Getz (2001)以 403名大學女生為研究對象發現，雖然一般女

學生 EAT 得分大於或等於 20 分者之人數比例高於女學生運動員 (15.2% vs. 

10.7%)，但是女學生運動員之平均得分較一般大學女生高，尤其是啦啦隊、舞蹈

以及足球運動項目者。Warren、Stanton與 Blessing (1990)的研究卻發現有從事運

動訓練者之平均得分雖未高於一般的大學女生，不過女學生運動員可能為神經性

厭食的比例比一般大學女生為高 (17% vs. 12%)。 

    舞者完美形象的性格特質再加上追求高成就之藝術表現，使得飲食態度受到

體型意識的拘束，影響飲食狀況，使飲食異常的機率增加 (Leung, Geller, & 

Katzman, 1996)。Brooks-Gunn 等人 (1988)以芭蕾舞、游泳及溜冰等項目之女學

生運動員為研究對象，發現芭蕾舞者與溜冰者之 EAT 得分高於游泳者與無運動

者，較有飲食異常之傾向。 

    就飲食態度與月經週期的關連性之調查而言，Hamilton 等人 (1986)以專業

芭蕾舞者為對象，發現月經週期不規律者之 EAT得分較高，有較多厭食的傾向；

Rippon、Nash、Myburgh與 Noakes (1988)以 88名瘦女生為對象，發現無論運動

量之高低，月經週期不規律者之 EAT得分顯著高於規律者的得分，在Myburgh、

Berman、Novick、Noakes與 Lambert (1999)的研究中，經期規律與否之得分差異

雖未達顯著，但也有同樣的趨勢，Rippon 等人推測其原因可能是慢性的飲食節

制所致。 

    除了 EAT問卷之外，飲食障礙調查表 (Eating Disorder Inventory, EDI)也是

較常被用來評估的問卷。Anshel (2004)以澳洲 57名女性芭蕾舞學生及 51名非芭

蕾舞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舞者比非舞者在趨向纖細、體型不滿意、完美主義三

子量表有較高的得分。顯示舞者在飲食態度上較有偏差，尤其是月經週期不規律

者。Warren 等人 (1990)則發現體操選手在趨向纖細之得分顯著高於其他運動員

及一般女大學生，對於體型不滿意則與一般女大學生接近但顯著高於跑步選手，

因此 Warren 等人認為與體操選手相比，長跑選手因關注體重所引起之危險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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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緩和的。但 Robinson與 Ferraro (2004)以 108位女大學生的研究結果則發現，

女學生運動員在趨向纖細、體型不滿意子量表之得分皆顯著低於一般的女學生，

因此 Robinson與 Ferraro認為運動參與能幫助維護身體健康及良好的身體意象。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蕭芳惠（1995）使用 EDI問卷以台北市 1204位高中

女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有參與校隊運動者，在暴食、完美主義二子量表中，相較

於一般高中女生，有顯著差異存在；「曾參加樂隊、儀隊、戲劇社、芭蕾舞蹈、

體操選手、溜冰選手等」比「都沒有參加者」較有暴食傾向，且較要求完美主義。 

    林宜親（1998）使用多向度和身體自我量表 (The 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 MBSRQ)以 822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發現未來想從事之

活動與體型有關（模特兒、選美、樂儀隊、演藝人員等）之青少年，他們比較重

視外表，比較關心體重是否過重。其中約有 40%之青少女未來想從事之活動與體

型有關，在節制飲食行為的失控部分之得分上，顯著高於未來想從事之活動與體

型無關者，表示其節食行為易有失控之現象。 

    賴玉釧（2001）使用 EAT 問卷以青少年體操選手為研究對象，卻發現月經

週期規律體操選手之 EAT 平均得分較尚未來月經（亦即尚無初經）者高，可能

有飲食障礙的人數也較多，其推斷原因是已來月經者受雌激素因素影響，使得身

體組成改變，脂肪囤積增加，不利於體型之維持，而影響飲食態度所致。 

    從以上之研究結果顯示，對於體型關注程度高者，其飲食態度較易扭曲。所

從事的活動或未來希望之職業與體型有關之青少女，較具有飲食節制或飲食異常

之傾向，可能原因是這些活動或職業，有較多在他人面前演出的機會，導致她們

必須努力維持體型，以求有好的表現。 

 

（三）飲食異常行為 

    Loud、Gordon、Micheli與 Field (2005)對青少女的研究，發現每週運動量大

於 16 小時者有較高比例的飲食異常（使用禁食、瀉藥、自我催吐等）行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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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體重。 

    針對運動員飲食異常的研究顯示，飲食異常行為較嚴重的是舞者。

Brooks-Gunn等人 (1988)以芭蕾舞、游泳及溜冰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芭蕾舞

者與溜冰者雖然都有體型上之要求，不過芭蕾舞者卻有較多飲食節制之行為。

O’Mahony 與 Hollwey (1995)的研究也發現舞者與其他運動員相比，有較多藉由

服用利尿劑 (diuretics)來降低體重的情況。 

    在飲食異常的行為中，較常使用的方式又是如何？Braisted、Mellin、Gong

與 Irwin (1985)發現青少年舞者有較多神經性厭食的特徵，會使用禁食 (fasting)、

暴食 (binging)及有選擇性的食物節制 (selective food restriction)來降低體重。

Smolak等人 (2000)整合 34篇相關研究，也發現舞者會使用不良的飲食習慣或行

為來控制體重，包括飲食節制、過度運動、暴食、催吐、使用通便劑，比一般非

舞者易發展成飲食障礙。 

  舞者在體重控制行為與非舞者有極大的不同。Anshel (2004)的研究結果發

現，相較於非舞者來說，舞者從事體重控制的比例較高。在方法的使用上則以避

免某些特定食物的攝取為最高 (62.9%)，其次是持續的節食 (29.6%)與略過ㄧ餐

之攝取方式 (25.9%)，以自我催吐及使用瀉藥、利尿劑等方式來控制體重之比例

也明顯多於非舞者，約為 2倍。Anshel並指出舞蹈學生的飲食習慣較非舞者易受

他人（如舞蹈老師、朋友等）之影響，且皆與體型、體重有關連。 

 

三、營養需求 

 

    食物的需求量視個體之年齡、性別、生長速度、運動量（含運動強度與運動

時間）等而有所不同，在青春期階段（12~18歲）的需要量較高，過了青春期之

後，能量的需求較少，但仍須維持一定的程度才足以滿足個體之需要 (Fox et al., 

1993)。許多運動員時常為了維持體型，追求更傑出的表現而進行體重控制或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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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減重又可能牽涉到肌肉量的減少，因此應先對本身的熱量需求有所瞭解，

才能使用有效又不傷身體的方法來達到體重控制或減重的效果。 

 

（ㄧ）熱量需求  

    人體的每日能量總消耗量 (total daily energy expenditure, TDEE)包括基礎能

量消耗 (basal energy expenditure, BEE)、食物生熱效應 (thermic effect of food, 

TEF)以及運動生熱效應 (thermic effect of exercise, TEE)，其中基礎能量消耗約佔

總能量的 65~70%，食物生熱效應佔 5~10%，運動生熱效應佔 15~30% (Williams, 

2005)。就年齡、體型、體組成相近之女性來說，基礎能量消耗是差不多的，但

運動生熱效應則視身體活動強度及活動時間而有較大的差異，當運動強度、運動

時間越久，則運動生熱效應也越高。對運動員而言，其所需的運動生熱效應較一

般靜態活動者高出許多，因此，運動員每日之熱量需求也較高。 

    為維持生命之基本能量，以活動強度低之 19 歲女性而言，根據行政院衛生

署（2003）之建議，一天所須熱量為 1600 kcal；需要額外耗費體力的運動員，

能量消耗概算值依個人之體型、身體組成、技術水準和運動型態而有差異（林正

常，1997）。根據行政院衛生署（1999）的運動熱量消耗表來估算，中強度之耐

力有氧運動（如跑步、舞蹈、羽球等），體重 50 公斤者，熱量消耗是 250~300 

kcal/hr。倘若運動時間每日以平均四小時來計算的話，則每日總熱量需求至少需

增加 1000~1200 kcal，才足以平衡運動所消耗之能量。 

休息代謝率 (resting metabolic rate, RMR)是影響人體能量平衡的重要因素之

一。龔憶琳（1991）以 18 名體重正常且經常運動之男性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

低熱量飲食會使個體之休息代謝率下降，如此說來似乎可以減少熱量之需求，然

而過低之休息代謝率卻極有可能是導致芭蕾舞者月經週期異常的因素 (Myburgh 

et al., 1999)，因此，運動員若欲以攝取低熱量來達到減重 之訴求，易致身體基

礎代謝量之下降，這並不妥當，唯有健康的均衡飲食，足夠的熱量攝取才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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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境界。 

 

（二）蛋白質需求 

    蛋白質在人體中會分解成胺基酸，以進行身體組織建造、修補與調節生理機

能等作用，最後代謝成含氮廢物排出體外。身體中的血液、骨骼以及皮膚等都含

有蛋白質的成分，為了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足量的蛋白質攝取以平衡蛋白質的

消耗是必須的。一般而言，運動員的蛋白質需要量應高於常人，因為蛋白質除了

能提供必需胺基酸、修補組織外，並關係著瘦體組織 (lean muscle)的建造 (Lemon, 

1997)。此外，蛋白質也與紅血球中血紅素的補充有關，能夠防範運動性貧血；

再加上胺基酸在水溶液中兩性離子 (zwitter ion)的特性，能對運動後產生的乳酸

進行緩衝之效果，使血液之酸鹼值維持平衡（林正常，1997）。 

 然而過多的蛋白質代謝所產生的氨及尿素對人體會造成負擔，攝取量必須適

切。Lemon (1997)建議運動員之蛋白質需求量較每日建議攝取量為高，在耐力型

運動員（如長跑選手或舞者），為供應氧化酵素、粒線體、血紅素等之形成，每

公斤體重蛋白質之需求量為 1.2~1.4 g；在阻力型運動員（如舉重選手）之需求量

為每公斤體重 1.7~1.8 g，供肌肉量合成所需。 

 

（三）鈣的需求 

    鈣在人體的存在範圍極廣，除了是構成骨骼、牙齒的成分外，也兼具許多調

節的功能，如血液的凝固、肌肉的收縮等都必須藉由鈣離子的作用才能順利完

成。當飲食中的鈣攝取量不足時，血鈣濃度下降，會刺激副甲狀腺素 (parathyroid 

hormone, PTH)之分泌，刺激腎臟活化 25-(OH)-D3 轉變成具生理活性之

1,25-(OH)2-D3，然後副甲狀腺素和 1,25-(OH)2-D3會改變骨骼中 hydroxyapatite的

離子價，使 hydroxyapatite變得易解離而釋出鈣離子，來提升血鈣濃度 (Hillman, 

1990)。雖然此機制能維持血鈣濃度之恆定，但卻造成骨質的流失，長期的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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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不足，若再加上維生素 D缺乏以及雌激素分泌低下，則容易導致骨質病變，

對身體造成危害。儘管運動能夠增加骨質之密度，但是運動員常有熱量攝取不足

而間接引發鈣攝取不足的問題；再加上舞者的訓練及表演場合幾乎都是在室內進

行，缺乏日照的機會，身體中自行合成維生素 D 的量較常曝曬於日照之運動員

少。因此，鈣質的攝取量是否足夠，更是值得受重視的問題。DRIs（行政院衛生

署，2002）對 19歲以上成年女性之鈣質足夠攝取量 (AI)訂定為每日 1000 mg。 

 

（四）鐵的需求 

鐵與細胞內外許多蛋白質和酵素之運作有關。血紅素 (hemoglobin)是紅血球

的主要成分，當鐵不足時，會使血紅素之形成量受阻，導致缺鐵性貧血 (iron 

deficiency anemia) (Fox et al., 1993)。運動員及肌肉勞動者都應注意鐵質的充分攝

取，一來是出汗易致鐵質的流失，二來是肌肉需要較多的鐵質來執行功能，此外，

鐵又是國人最常攝取不足的營養素之一。 

    女性運動員由於經血的流失，鐵質的需求量更高，研究顯示當鐵質的缺乏達

一定程度時，身體會有貧血的症狀，過低濃度的血紅素，使得血液攜氧能力及肌

肉氧化代謝力降低，導致運動產生的乳酸過量堆積，而在訓練過程中易有疲倦感 

(Thein & Thein, 1996)。此外，許多與學習有關的生化過程都需要鐵質之協助，當

鐵質不足時，會使專注力受影響、認知能力下降，干擾運動技巧之學習，不利於

運動表現 (Sizer & Whitney, 2003)。 

除了從飲食中攝取富含鐵質的紅肉類、內臟類、全穀類，多補充富含維生素

C的蔬果幫助植物性鐵的吸收之外，如有必要時，亦可在醫師指示下適量的使用

鐵補充劑 (＜15 mg/day)，如此可預防因飲食攝取不足或運動訓練所造成的鐵質

缺乏 (Berning & Steen, 1998)。 

 

（五）液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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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中的水分約佔體重之 60%，是一種很重要的溶劑，體內多數的物質都可

溶於水中，藉由血液或淋巴而攜帶至各細胞中。食物分解後所產生的胺基酸、葡

萄糖或礦物質溶於水中，經由腸道黏膜吸收後進入血液；而身體裡所產生的廢物

也是溶在水中，經由血液循環送至肺、腎、腸道及皮膚而排出體外，許多身體機

能的進行都必須在充足的水分下才能正常運作 (Sizer & Whitney, 2003)。 

    運動員在長時間的比賽或訓練過程中，體溫上升，身體會大量的出汗，有時

又得在高溫、高濕或空氣不流通的室內場地進行運動，更是會造成身體之負擔，

倘若沒有適當的水分補充很容易發生脫水現象。脫水會引起肌肉抽筋、體力透

支、反胃、因過度疲勞而引起傷害等。水分流失常有口渴的感覺，但大多數的運

動員都是口渴時才喝水，若以止渴的方式來補充水分並不妥當，因為此時的身體

已經非常欠缺水分（賴金鑫，1983）。因此在訓練或比賽時，要不時地補充流失

的水份，一般來說，每二十分鐘喝 200 ml至 400 ml的水或是每半小時喝 500 ml

的水都是合適的（陳啟明，1995）。 

至於電解質方面，只有在運動長達四小時或以上，大量地補充水份但又長時

間流失礦物質時才需要補充，因為在日常飲食中已含有足夠的天然鈉、氯、鉀，

足以補充失去的電解質，不需要飲用額外的補充劑，是以白開水為主即可（陳啟

明，1995）。 

    雖然有研究認為液體對於運動表現不是很重要 (Braisted et al., 1985)，然而

適當地補充液體能有效地調節運動時之體溫，降低心臟的負荷，並維持血糖濃

度，對運動表現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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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理狀況與運動訓練 

 

ㄧ、身體組成  

 

    運動員的活動是費力的，在受過專業訓練的女性運動員中，研究指出她們的

體脂肪率較非運動員低，如長跑選手、體操、花式溜冰等項目 (Brownell, Steen, & 

Wilmore, 1987; Dolgener, Spasoff, & John, 1980; Sinning, 1978)。Torstveit 與

Sundgot-Borgen (2005a) 的研究結果，發現運動員之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顯著低於非運動員，尤其是長跑、審美、體重分級等與體型較相關之

運動員。但其他研究則發現，運動員與非運動員之身體質量指數無顯著差異 

(Warren et al., 1990)。Hassapidou與Manstrantoni (2001)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運動員

與非運動員之身體質量指數 無差異，但運動員之體脂重百分比則顯著較低。 

許多研究也發現年輕專業舞者之身體質量 (body mass)、體脂重百分比及身

體質量指數較非舞者低 (Kuno, Fukunaga, Hirano, & Miyashita, 1996; Marken, 

Fogelholm, Ottenheijm, & Westerterp, 1995; Yannakoulia, Keramopoulos, Tsakalakos, 

& Matalas, 2000)。Grange等人 (1994)以 49名芭蕾舞學生為研究對象，其身體質

量指數略低於 20（平均值是 19.96），但仍有 40%之學生認為她們是”胖”的。  

    體脂重百分比對於速度與跳躍項目皆有顯著影響 (Mayhew & Salm, 1990)。

研究指出當運動選手之體脂重減少，淨體重增加，運動表現較佳。亦即體脂重較

多者，速度慢，耐力差，運動能力與表現較差（陳定雄、曾媚美、謝志君，2000; 

Cureton, Hensley, & Tiburizi, 1979; Eichner, 1992; Riendeau, Welch, Crisp, Crowley, 

& Brockett, 1958）。在 Calabrese等人 (1983)的研究中，舞者之體脂重百分比平均

值是 16.9%，但仍有許多受試者企圖減重。 

    過低的體脂重，會對身體造成不良的影響，而體脂重百分比究竟要多少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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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根據 Lohman (1982)建議，男性之體脂重百分比在 10~20%是達到最佳健康及

體適能的目標範圍，對成年女性而言則是在 15~25%；Wilmore (1986)則指出男性

必要的體脂重 (essential fat)百分比為 5%，女性是 15%，而正常的體脂重百分比

男性為 12~18%，女性為 16~25%。國內的參考數值中，體脂重百分比判定基準

為 18~30歲女性理想體脂重百分比 17~24%（高美丁、曾明淑、葉文婷、張瑛韶、

潘文涵，1999）；陳定雄等人（2000）則指出，男性必要的體脂重百分比為 3%，

女性是 12%，而運動選手，男性為 10~12%，女性為 16~20%，要達到最佳健康

及體適能狀況的話，男性為 12~18%，女性為 16~25%。由此可見，體脂重百分

比必須達到一定程度，才足以維持身體之健康。 

    目前國內對運動員的身體組成研究如下：（1）沈淑貞、姚承義（1997）對女

性芭蕾舞者體型與身體組成之研究，對象是 24名國內優秀女性芭蕾舞者與 24名

一般之非舞者。在身高方面，二組無顯著差異，然而芭蕾舞者之體重 (45.9 ± 3.4 

kg)及體脂重百分比 (18.0 ± 3.0%)則顯著低於非舞者 (52.0 ± 4.6 kg; 26.0 ± 

3.8%)，相較之下，芭蕾舞者之身材較為苗條消瘦；（2）劉昉青（2000）以 56名

舞蹈專長與 24 名無舞蹈訓練之專科女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舞蹈專長女生之身體

質量指數明顯低於一般女生 (20.4 ± 2.1 vs. 21.4 ± 2.2)，且其體脂重百分比較低；

（3）曾媚美（2001）在其研究中歸納出舞者和運動選手之體脂重百分比，以職

業舞者最低  (15.2%)，其次是一般的運動選手  (16.0%)，非職業舞者較高 

(17.7%)；（4）賴玉釧（2001）研究發現青少年體操選手之體脂重百分比、腰臀

比、三頭肌皮脂厚顯著低於一般女學生，身體質量指數也較低。 

    雖然國內對於運動員飲食異常之研究尚不多，但從身體組成所得之結果與國 

外之研究頗為一致，顯示國內運動員在運動訓練量以及飲食二者之間，極可能也 

有不平衡之狀況，並伴隨著飲食異常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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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肌肉與骨骼 

     

（一）肌肉代謝之評估 

    人體的肌肉約佔體重之 36~40%，肌肉細胞是由肌纖維所組成，包括肌動蛋

白 (actin)與肌凝蛋白 (myosin)，因此肌肉中含有許多蛋白質的成分。運動會增

加骨骼肌蛋白質之合成，使骨骼肌形成適應性的肥大 (hypertrophy)變得粗狀，並

使肌力與肌耐力提升，長時間的運動會增加骨骼肌蛋白質的新陳代謝 (Fox et al., 

1993)。研究指出，當能量不足或運動過度，骨骼肌會代謝分解並釋出 3-甲基組

胺酸 (3-methylhistidine, 3-MH)，由於此 3-甲基組胺酸無法再被人體利用，而送

至腎臟藉由尿液排出，因此尿中 3-甲基組胺酸量可作為分析骨骼肌蛋白質代謝的

指標 (Long et al., 1975; Tang, Kung, Hsieh, Sheu, & Chang, 1995)。雖然骨骼肌代

謝會釋出許多的 3-甲基組胺酸，但皮膚與腸胃道的平滑肌也會代謝出 3-甲基組

胺酸，且代謝速率較骨骼肌高出許多倍。現存文獻中，尿液中之 3-甲基組胺酸由

骨骼肌所代謝而來的百分比有 35% (Ballard & Tomas, 1983)、或 70% (Rennie & 

Millard, 1983)、或 90% (Harris, 1981)不等之數據；此外，飲食中肉類之攝取量以

及個體肌肉量之不同也會影響到每日尿液 3-甲基組胺酸之排泄量，但若是比較相

對排泄量，則仍可用以探討骨骼肌代謝狀況。然而，全日尿液之收集較不方便，

執行上有困難，故臨床上多以收集單次尿液 (spot urine)來進行分析，如此尿中

代謝物之濃度則會受到攝食液體量之影響 (Ballard & Tomas, 1983; Millward, 

Bates, Brown, & Rennie, 1980)。因此研究上多以尿中肌酸酐 (creatinine, Crt)之含

量來作校正，這是由於每日約有 2%之磷酸肌酸 (creatine phosphate)被代謝成肌

酸酐而排放於尿液中；尿中肌酸酐的濃度與身體的除脂體重 (fat-free mass, FFM)

成正比，其代謝量較為恆定 (Simko, Cowell, & Gilbride, 1984)，可用以校正尿中

代謝物之濃度。因此，研究上多以尿中 3-甲基組胺酸濃度/肌酸酐濃度所得之比

值來探討骨骼肌之代謝，這是一個可靠的評估方式，可以避免個體肌肉量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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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或瘦）所造成的尿中 3-甲基組胺酸量之差異（王順正，1982; Ballard & Tomas, 

1983）。 

 

（二）骨代謝之評估 

    骨骼的成份分為有機質與無機質，有機質部份包括了骨基質 (collagenous 

matrix)和細胞，骨基質含有大量的膠原蛋白，而細胞主要有造骨細胞 

(osteoblast)、骨細胞 (osteocyte)和破骨細胞 (osteoclast)三種；無機質主要有磷酸

鈣，以及碳酸鹽、鈉、鎂、鉀等。造骨細胞與骨的形成有關，破骨細胞可侵蝕骨

骼，使骨骼異化降解（白禮源，1991/1995）。 

骨骼具有支持身體、連接肌肉以執行運動的功能，骨骼構造中的膠原 

(collagen)是大多數結締組織的成分，能提供各種組織及器官的強度和結構之完整

性（邱正芬，2003）。形成膠原的分子中，含有多量的脯胺酸 (proline)及羥基脯

胺酸 (hydroxyproline, HP)。Watts (1999)指出骨質流失的狀況，可藉由血清中的

tartrate 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 (TRAP)及尿液中的鈣質、羥基脯胺酸、

pyridinoline (Pyr)、deoxypyridinoline (Dpd)、N-telopeptides (NTx) 等生化指標來

測定。杜瑞克 (Turek, 1985/1987)更進一步指出，尿中的羥基脯胺酸濃度能作為

膠原新陳代謝的指標，藉以瞭解骨代謝之情況，因為大多數尿中之羥基脯胺酸是

從骨骼代謝而來。 

 

（三）骨質之評估 

    人體的骨質，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正常來說，年輕時骨質的合成速度大

於流失速度，因此，隨著年齡的增長，人體中的骨質也增加 (Falk, Bronshtein, Zigel, 

Constantini, & Eliakim, 2004)，但骨質在一定年齡（約 25~35歲）達到高峰，稱

為顛峰骨質 (peak bone mass)。之後骨質流失速度逐步大於合成速度，當骨質流

失至ㄧ定程度後，骨變薄，骨骼內產生許多空洞，結構受損，骨質密度 (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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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 density, BMD)降低，則有骨質疏鬆之危險（白禮源，1991/1995）。除去性

別、年齡之因子，影響骨質的因素還包括：種族遺傳基因、飲食（如鈣質、維生

素 D等）、雌激素濃度、體重、運動、日照量、吸菸與喝酒等。 

骨質密度的測定可作為診斷是否有骨質疏鬆之依據，常用的骨質密度測量方

法有：單光子吸收測量儀 (single photon absorptiometry, SPA)、單能量 X光吸收

測量儀 (single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SXA)、雙光子吸收測量儀 (dual 

photon absorptiometry, DPA)、雙能量 X 光吸收測量儀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定量電腦斷層掃描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QCT) 及超音波 (ultrasound, US)骨質分析儀等來分析 (Christiansen, 1995)。 

    在諸多方法中，超音波骨質分析儀相較於其他儀器而言，不僅費用上較不昂

貴，且對人體無放射性侵入之傷害，具有輕巧便利、可攜帶移動的特性；此外，

用定量超音波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QUS)骨質分析儀測定跟骨廣頻超音波衰

減率 (calcaneus broadband ultrasound attenuation, BUA)，來評估骨質密度及骨折

之危險性的能力也已普遍受到學術與臨床上的肯定，並與 DXA所測得的數據有

極高的相關性 (Bauer, Gluer, Genant, & Stone, 1995; Frost, Blake, & Fogelman, 

2001; Langton, 1994; Njeh, Boivin, & Langton, 1997)。陳依瀅等人（2003）以成年

男性吸煙者為研究對象，利用超音波骨質分析儀來測量跟骨之骨質狀況，發現吸

煙習慣與骨質密度呈現負相關，所得結果與國外之研究相似，亦顯示超音波骨質

分析儀用於測量骨質密度之可行性。 

 

（四）預測骨質之基因 

    除了一般的儀器測量外，許多研究指出骨質疏鬆具有遺傳特性，有50~85%

之骨質密度變化或骨量是受到基因所影響 (Flicker et al., 1995; Kelly, Morrison, 

Sambrook, Nguyen, & Eisman, 1995; Pocock et al., 1987; Slemenda et al., 1996; 

Smith, Nance, Kang, Christian, & Johnston, 1973)，而可以藉由基因來做為預測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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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骨質疏鬆之危險性，有助於施予預防性治療，減低症狀的嚴重性與死亡

率。目前已知能預測骨質密度的基因包括：維生素D受器 (vitamin D receptor, 

VDR)、雌激素受器 (estrogen receptor, ER)、雄激素受器 (androgen receptor, AR)、

副甲狀腺素 (parathyroid hormone, PTH)、抑鈣素受器 (calcitionin receptor)、

α-2-HS-醣蛋白 (α-2-HS-glycoprotein, AHSG)、apolipoprotein E (ApoE)、白細胞

間素-1受器拮抗體 (interleukin-1 receptor antagonist, IL-1RA)、白細胞間素-6 

(interleukin-6, IL-6)等，其作用分別與維生素D吸收、骨骼蛋白合成、雌激

素代謝、蝕骨細胞的增生與吞蝕作用  (resorption)相關  (Stewart & Ralston, 

2000)。若檢測出帶有骨質疏鬆之高危險基因，可在年輕時開始進行骨骼

保健，增加骨質密度，累積骨本，延緩骨質疏鬆之發生。  

    在這些可預測骨密度的基因中，最廣泛且深入被研究的為VDR基因，其限制

酶 (restriction enzyme) BsmI、ApaI、TaqI及FokI的基因多型性 (polymorphism)已

被證明與骨質密度有關 (Chen et al., 2001; Ferrari, Rizzoli, Slosman, & Bonjour, 

1998; Gross et al., 1996)，在雙胞胎之研究中，VDR基因對骨質密度之影響可高達

75% (Morrison et al., 1994)。VDR基因依有無BsmI限制酶之切割位置來分，若缺

乏BsmI可切割位置者為B對偶基因，若有可切割位置者為b對偶基因，因此會有

BB、Bb以及bb三種基因型 (genotype)。BB基因型在白人之比例為15% (Ferrari et 

al., 1998)，國人的BB基因型僅有6.5%左右，主要以bb型為主 (Chen et al., 2001; 

Shaw, Chen, & Tzen, 1998)；Cooper與Umbach (1996)整合分析29個研究之結果則

發現BB基因型在白人、黑人及亞洲人的分佈比例分別是17.2%、4.9%及2.3%，顯

示基因型之比例有種族上之差異。 

    然而無論三種基因型之分佈比例為何，研究發現BB基因型者之骨質密度顯

著低於Bb或bb者 (Cooper & Umbach, 1996; Ferrari et al., 1998)，即使在調整年齡

和環境因素後，bb基因型者之骨質密度仍比BB基因型者高出15% (Morrison et al., 

1994)。研究 (Morrison et al., 1994)發現，停經後婦女BB基因型者之骨質流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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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bb基因型者快，容易有骨質疏鬆的問題。國內的研究結果中，Chen等人 (2001)

發現帶有BB基因型之停經婦女，即使在調整年齡、身高與體重後，其骨質密度

仍顯著低於Bb及bb者，但在Shaw等人 (1998)及Tsai等人 (1996)之研究則是調整

身體質量指數、年齡因素後，其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雖然多數的文獻都發

現BB基因型者之骨質密度顯著低於Bb或bb者，但Blanchet等人 (2002)則發現運

動與基因對骨質密度有交互作用影響，使有從事負重休閒運動（如走路）（每週3

次以上，每次20~30分鐘）之BB基因型停經婦女，其腰椎之骨密度高於低運動（每

月3次以下，每次20~30分鐘）之bb基因型停經婦女，顯示運動具有保護骨質構造

及強度之功用。此外，是否使用荷爾蒙補充療法 (hormone replacement treatment, 

HRT)對骨質密度則無產生影響 (Blanchet et al., 2002)。 

    Jarvinen等人 (1998)之研究中，接受同樣運動訓練量之行經婦女（35~45歲），

其身高、體重、總熱量及鈣攝取量在運動訓練介入前、後皆無顯著改變，且各組

間之數值無顯著差異，但在歷經18個月（每週2~3次，每次1小時）之漸進式衝擊

運動介入後（包括暖身、伸展體操、跳躍等），BB基因型者之骨礦物質含量 (bone 

mineral content, BMC)增加幅度高於bb基因型受試者；但Tsuritani等人 (1998)以停

經婦女為對象，則發現在bb基因型停經婦女中，有運動者（持續一年之快走運動，

每天約20分鐘）之骨質密度改變量顯著高於未接受運動之bb基因型停經婦女，但

在BB或Bb基因型之停經婦女中，有運動者與無運動者之骨質密度改變量則無顯

著差異。運動對不同基因型者之骨質影響究竟如何？目前的研究結果尚不一致，

這牽涉到研究對象（停經前、後）、運動項目、運動時間長短及飲食攝取等多層

面，仍待更多研究來釐清。 

    國內現階段對VDR基因之研究尚不多且結果並不一致，對象亦多以高齡者為

主，然而研究指出基因對年輕者之骨質密度有較高之影響 (Ferrari et al, 1998)，

可能是較少受到後天環境之影響所致，因此，針對年輕女性進行VDR基因之研究

或許較具意義，此部分也有待更多研究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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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動訓練對骨骼之影響 

骨質流失（骨質疏鬆）的情形，並非限於健康欠佳及高齡者。年輕女運動員

力求運動表現優異，刻意減重也有可能損害骨骼之健全。過低的體重、體脂重易

致雌激素缺乏，影響造骨細胞的能力，加速骨鈣之游離（白禮源，1991/1995），

且運動員常有熱量攝取不足而間接引發微量營養素攝取不足的問題，鈣即是其中

之ㄧ，致使年輕時即易受到壓迫性骨折 (stress fracture)的傷害，若再加上高衝擊

性 (high impact)之運動，這種傷害則更趨嚴重。 

    運動可以增加骨量，使舞者及運動愛好者之骨質密度較不運動者高 (Marken 

et al., 1995)，且高衝擊運動（如足球、體操）者高於低衝擊運動（如保齡球、游

泳）者 (Falk et al., 2004; Torstveit & Sundgot-Borgen, 2005b)。藉由肌肉的收縮與

鬆弛加速骨骼重建，幫助骨鈣的維持 (Ronsky, Nigg, & Fisher, 1995)，尤其是負

重運動，即使是對於停經後婦女之骨質密度也有顯著增加的效益 (Dalsky et al., 

1988)。 

    運動時血中的雄性、雌性激素濃度上升，抑制破骨細胞的活性，降低骨骼對

副甲狀腺素的敏感性，而能減緩骨質流失的速度（林興中，1995; Sizer & Whitney, 

2003）。運動時肌肉收縮與舒張使骨骼表面兩側所受壓力與張力不同，會產生一

個瞬間正、負交變的極化電壓信號，這種反應稱為「壓電效應」 (piezoelectric 

effect)。壓電信號是由骨膠原纖維（負極）產生，與磷灰石（正極）所形成的，

再傳送至造骨細胞。其中，經負電位刺激而受壓的造骨細胞，會促進更多新骨的

生長，而受正電位刺激的造骨細胞，反而促使骨質解體而被吸收。骨膠原纖維之

前驅物原膠原 (tropocollagen)會在負電極附近，與電場成垂直的方向上，成層狀

繞列出現，構成骨膠原蛋白，吸引帶正電的鈣離子聚集沉積，而得以增加骨質密

度或骨量。壓電信號的大小則與所受外力成正比，因此負重運動比較有助於骨量

的增加 (Hillm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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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運動有助於骨量，然而林麗娟（2002）則指出不同的身體活動對骨密度

是有不同影響的，持續長時間之負重運動雖有助於骨質的維持與增加，但是，一

段時期的休息，特別在受傷之後，會導致骨量急速減少，並使肌肉和骨骼同樣恢

復緩慢，特別是女性。 

Kadel、Teitz與 Kronmal (1992)以專業芭蕾舞者為對象，探討其骨折發生狀

況，發現有 17位舞者曾發生骨折（27次），也發現每日跳舞時間超過 5小時者，

其骨折發生率 (50%)顯著高於其他舞者 (13%)，顯示跳舞時間過長，可能是造成

骨折的一個危險因子。Loud 等人 (2005)的研究則發現：中強度且高衝擊的運動

（如足球、羽球、跑步、排球等）量每週高於 16 小時者，其壓迫性骨折發生率

顯著增加，約為少於 16小時者之 2倍。Burrows與 Bird (2000)則指出運動員必

須注意運動中止後及過高強度的運動對骨質的影響。因此不論是需要苗條或減重

者，適當而平衡的運動及得宜的均衡飲食是非常重要的。 

 

三、血液、荷爾蒙與月經狀況 

 

    女性的月經週期可分為濾泡期 (follicular phase)、排卵期 (ovulatory phase)、

黃體期 (luteal phase)，三個連續期。在黃體期之後，子宮內膜會剝落而有出血的

情況，也就是月經 (mense) (Genuth, 1983)。排卵期以及黃體期的天數較為固定，

因此月經週期取決於濾泡期的長短，規律的月經週期平均約為 28 天。在濾泡期

晚期也就是排卵前（月經開始約第 11~13天），雌激素 (estradiol, E2)的濃度會達

到高峰 (＞200 pg/ml)，為平時 (20~60 pg/ml)的 5~9倍之多，並刺激黃體生成素

(luteinizing hormone, LH)之大量分泌，當黃體生成素之濃度達到最高峰，約 12

小時後，排卵現象（第 14天）便發生，排卵後若未懷孕，經過 12~14天後便進

入月經期（陳國群，2001；顏惠芷，2004）。 

    當月經該來卻不來，超過 6 個月以上，則可稱之為月經中止或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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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orrhea)，續發性閉經 (secondary amenorrhea)是因為某些因素，而使得月經

停止，原因包括：精神受打擊、劇烈運動、體重減輕、雌激素不足、懷孕或哺乳

等（陳國群，2001）。 

 

（一）運動員生理現況 

研究指出運動員月經週期不規律的發生率較靜態生活之女性高出許多 

(66% vs. 5%) (Burrows & Bird, 2000)。以靜態生活為主的女性閉經之比例是

3~5%，然而運動員有閉經情況者則有顯著的高發生率（12%以上），尤其是芭蕾

舞者 (19~44%)與長跑選手 (24~26%) (Clark, 1993)。Torstveit與 Sundgot-Borgen 

(2005a)之研究結果則更進一步指出，運動員續發性閉經的比例顯著高於非運動

員，且在耐力、審美項目之運動員，其月經失調之比例遠高於技術性與爆發力運

動者及非運動者。 

月經週期不規律在芭蕾舞者、跑步者及體操者有極高的比例；而無論是否有

規律運動，月經週期不規律在瘦女生之發生率亦有極高的比例 (Rippon et al., 

1988)。 

    影響月經週期不規律之原因可能是過低的身體質量指數與體脂重、飲食節

制、神經性厭食以及運動過度等，並與初經年齡、體型不滿意度、體重改變程度

有關連  (Burrows & Bird, 2000; Torstveit & Sundgot-Borgen, 2005a; Warren, 

1980)。Hamilton 等人 (1986)的研究發現月經週期不規律之專業舞者，其營養攝

取量較少，並有較多節食的行為，顯示營養狀況對於月經週期有重大的影響；

Nelson等人 (1986)及 Zierath等人 (1986)也認為食物攝取過少可能是引起跑步者

月經失調的原因。然而在 Myburgh 等人 (1999)的研究中卻顯示熱量攝取在月經

週期規律與不規律二組之間無差別，Myburgh等人認為月經週期不規律與較低的

休息代謝率有極大的關連。 

    雌激素能藉由刺激造骨細胞的活性，使骨骼生長，並抑制破骨細胞，防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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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疏鬆（白禮源，1991/1995）。研究指出月經週期不規律之跑步者，其雌激素濃

度以及腰椎之骨質密度顯著低於月經週期規律者 (Nelson et al., 1986)，然而她們

的鈣攝取量卻無顯著差異，其原因可能是雌激素濃度過低所導致之結果。

Myburgh等人 (1999)的研究也發現月經週期不規律者之骨質密度較規律者低。 

 

（二）運動訓練對血液之影響 

人體的血液約佔身體重量的十三分之ㄧ（白禮源，1991/1995）。血液可分為

血漿與血球二部份，其中血漿佔 55%，血球佔 45%。ㄧ般來說，運動訓練可以

使血量增加 20~25%，但長期的訓練，耐力型運動員卻易有運動性貧血的現象發

生。可能原因如下：（1）血量增加的部份，主要是血漿，血球量雖然也有增加，

不過其增加幅度不及血漿，使得血球之比例相對減少，血比容 (hematocrit, Hct)

降低，進而產生相對性貧血；（2）運動時體溫升高，加速紅血球細胞被破壞，使

紅血球壽命減短；（3）運動時肌肉的收縮與擠壓，使溶血現象增加，倘若造血速

度太慢，無法適時補足被破壞的紅血球量，也會造成貧血（山岡誠一，1975; 林

正常，1997; Fox et al., 1993）。過渡性之運動性貧血並不影響正常生理之恆定情

況，適時適量之營養補充即可改善此狀況，但運動員容易忽視營養需求，而女性

又常有鐵質缺乏的問題，影響到血紅素之生成，因此必須注意運動訓練對血液成

分的改變是否產生不良之影響。 

 

（三）運動訓練對月經週期之影響 

    飲食異常再加上過量的運動，導致體脂重降低，過低的體脂重百分比 (＜

13%)使女性無法維持正常的月經週期 (Katch & McArdle, 1993)，甚而影響到體內

骨鈣之平衡。長期的訓練或表演過程，使舞者或體操選手發生初經來潮的年齡較

晚，並干擾到月經週期之規律性 (Boyden et al., 1982; Warren, 1980)。運動會引起

運動性閉經的可能原因是：持續且高強度的訓練使卵巢功能降低，黃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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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esterone)濃度減少；體脂下降、競賽前精神緊繃與長期過度焦慮，使身體內

分泌失調，雌激素分泌量減少，終致閉經（陳啟明，1995; Reilly, 2000），這樣的

現象在女性運動員的身上尤其明顯，隨著月經週期的停止，對於骨骼的影響也接

踵而至，骨質流失速度約為每年 2~6% (Burrows & Bird, 2000)，倘若飲食中的鈣

質攝取也不足夠，骨質疏鬆、骨折等危險的發生率就會相對地提高許多。 

    研究顯示，運動員的初經年齡有延遲的現象，較一般女性來得晚 (Calabrese 

et al., 1983; Grange et al., 1994; Torstveit & Sundgot-Borgen, 2005a)。Brooks-Gunn

等人 (1988)的研究結果更指出，舞蹈與溜冰項目之學生運動員其初經年齡延遲

情況較游泳項目者嚴重，且比例較高。Frisch 等人 (1981)對於 38 位大學女運動

員的研究發現：在初經來潮前就接受運動訓練者之初經年齡較初經來潮後才接受

訓練者之初經年齡晚，分別是 15.1歲與 12.8歲，且初經來潮後才接受訓練者之

月經週期規律者有 60%，無人有閉經之狀況，但在初經來潮前即接受訓練者之月

經週期不規律比例則高達 61%，其中 22%有閉經的狀況；此現象在其他研究也

有同樣的趨勢 (Torstveit & Sundgot-Borgen, 2005a)。對於運動員初經年齡延遲的

原因，有些研究認為可能是過早的訓練、極度的趨向於纖細之體重控制所導致的 

(Frisch et al., 1981; Jackson, Pollock, & Ward, 1980)，但有些研究卻不支持這樣的

病因學 (Calabrese et al., 1983; Warren, 1980)，此部分仍有待更多的研究來釐清問

題。 

 

 

第四節 文獻探討總結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可知，運動員之體型意識、飲食行為與身體組成和非運動

員相比，有諸多不同處。運動員之能量需求及熱量消耗皆較非運動員高，然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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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運動員關注體重的程度卻更高，傾向於纖細體型而對自我體型感到不滿意；飲

食異常行為的比例較嚴重，飲食態度上也有所偏差，這對生理狀況及身體組成會

造成影響。有鑒於國內相關之研究仍缺乏，因此本研究依據文獻資料來設計研究

方法，為針對女學生運動員體型意識與飲食行為、身體組成探討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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