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基本資料 
 

ㄧ、生理參數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組之年齡、身高、體重未受運動

訓練與月經週期規律性之影響（表 4.1.1）。年齡、身高、體重三者，各組之間無

顯著差異。規律運動組 19.8 ± 1.1歲、161.2 ± 5.4公分、53.7 ± 6.3公斤；不規律

運動組 19.8 ± 1.0歲、161.3 ± 5.9公分、54.0 ± 6.3公斤；規律靜態組 20.0 ± 1.5

歲、160.1 ± 4.2公分、53.4 ± 7.0公斤；不規律靜態組 20.7 ± 1.7歲、161.3 ± 5.8

公分、51.5 ± 8.8公斤（表 4.1.2）。 

 

二、運動習慣 

    無論月經週期規律與否，運動組（含括月經週期規律與不規律者）每週運動

頻率、每週運動時數及持續該運動項目之年日皆顯著高於靜態組（含括月經週期

規律與不規律者）(p＜.0001)（表 4.2）。運動組中，以舞蹈為主要運動訓練項目

之女學生人數最多，其次是足球與羽球。 

 

三、月經週期狀況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從事運動訓練對雌激素濃度並未造

成干擾，但雌激素濃度之高低卻是影響經期規律之主要因素 (p＜.0001)（表

4.1.1）。月經週期規律者之血清雌激素濃度顯著高於不規律者 (p＜.0005)；無論

月經週期是否規律，運動組之雌激素濃度略高於靜態組。初經年齡，各組之間無

顯著差異（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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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初經來潮前、後開始從事運動訓練之狀況，將運動組受試者分為初經來潮

前訓練組（共 19人）與初經來潮後訓練組（共 21人）來觀察初經年齡，發現初

經來潮前就開始從事運動訓練者之初經平均年齡較初經來潮後才開始從事運動

訓練者晚（12.8 ± 1.6歲 vs. 12.2 ± 1.0歲）。初經來潮前訓練組中有 52%以上之受

試者其初經年齡在 13 歲（含 13 歲）之後才來，而初經來潮後訓練組則多在 12

歲（含 12歲）之前就已有初經來潮（66%以上）（圖 4.1）。初經來潮前訓練組中，

月經週期規律者有 8人 (42%)，不規律者有 11人 (58%)；初經來潮後訓練組中，

月經週期規律者有 11人 (55%)，不規律者有 9人 (45%)（圖 4.2）。 

 

 

第二節 自我體型認知 

    

    受試者從量表中選出自覺的現有體型與期望體型。現有體型、期望體型與體

型不滿意度之計分方式為「圖型 1」＝1分，「圖型 2」＝2分，依序類推，至「圖

型 9」＝9分。體型不滿意度為期望體型與現有體型二者間之落差值（以期望體

型得分減去現有體型得分），分數由 -8至 8分，當數值越小，表示受試者對現有

體型越不滿意。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從事運動訓練會影響受試者之期望體型

與體型不滿意度 (p＜.05)（表 4.4.1）。現有體型、體型不滿意度、現有與期望之

身體質量指數、腰臀比以及身體質量指數、腰臀比之落差值（期望值減去現有

值），各組之間無顯著差異；然而運動組之期望體型則顯著低於靜態組 (p＜.005)

（表 4.4.2）。 

    就期望體型而言，各組以選擇圖型 3者為最多（四組各佔 40%以上）；現有

體型部份，規律運動組、不規律運動組、不規律靜態組以選擇圖型 5者最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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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各佔 30%以上），規律靜態組則以選擇圖型 6 者最多 (28.6%)；體型不滿意度

之落差值，各組之平均皆為負值。四組之中，規律運動組與規律靜態組之體型落

差以 0 分者居多（二組各佔 23.8%以上），顯示對於現有體型感到滿意者人數居

多；不規律運動組與不規律靜態組之體型落差以 -2分者為最多（二組各佔 35%

以上），顯示對於現有體型感到不滿意者人數居多，且其體型滿意度皆較規律組

低，尤其是不規律運動組，其體型落差在 -3 分（含 -3 分）以下者高達 50%，

較其他三組高出許多（表 4.4.3）。 

就期望身體質量指數而言，各組多介於 17.5~18.4 之間（四組各佔 35%以

上），較正常範圍（身體質量指數介於 18.5~24.0）略低；各組之現有身體質量指

數多介於 18.5~22.4之間（四組各佔 55%以上），落於正常範圍內（表 4.4.4）。身

體質量指數之落差值，各組之平均皆為負值（表 4.4.2），且以 -1.6 ~ -2.5者為最

多（四組各佔 20%以上）（表 4.4.4）。 

就期望腰臀比而言，各組多介於 0.66~0.75之間（四組各佔 90%以上）；各組

之現有腰臀比亦是多介於 0.66~0.75之間（四組各佔 75%以上）（表 4.4.5）。雖然

各組之期望腰臀比與現有腰臀比皆是介於 0.66~0.75之人數最多，但腰臀比之落

差值，各組之平均仍為負值（表 4.4.2）。 

 

 

第三節 飲食行為 

 

一、飲食態度調查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從事運動訓練會影響受試者節食單元之

得分，而運動訓練與月經週期規律性則對口腔控制單元有交互作用 (p＜.05)（表

4.5.1）。各組之 EAT平均得分雖無顯著差異，但規律靜態組之得分卻遠低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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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表 4.5.2）。以 EAT中三個單元分別計分，則顯示運動組較有節食之傾向，

對於食物及體型有較多偏見（如：吃完食物後有強烈的罪惡感、老是希望自己更

瘦），而不規律靜態組則較有口腔控制之傾向，有飲食上的自我控制及易受他人

期待其增加體重之壓力（如：每餐飯都要花費比別人更長的時間吃完、別人覺得

我太瘦了等）。當總得分≧20分時，表示具有病理性 EAT分數，有飲食異常之狀

況，為神經性厭食症之高危險群。本研究 EAT總得分≧20分者，各組之人數分

別為：規律運動組 4 人 (20%)，不規律運動組 2 人 (10%)，不規律靜態組 2 人 

(10%)，規律靜態組則無飲食異常之受試者，以有無從事運動訓練作區分，運動

組可能為神經性厭食症者之比例則高於靜態組（表 4.5.2）。 

 

二、飲食攝取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五穀類、蔬菜類之攝取代

換數 (exchange, Ex)受到從事運動訓練之影響 (p＜.05)（表 4.6.1）。規律靜態組

之五穀類攝取代換數顯著高於運動組 (p＜.05)。靜態組之蔬菜類攝取代換數顯著

高於運動組 (p＜.0001)。蛋豆魚肉類、奶類、水果類之攝取代換數、鈣、鐵、總

熱量及蛋白質攝取量、蛋白質密度，各組之間則無顯著差異（表 4.6.2）。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午、晚餐及點心之攝食頻

率、飲料攝取份數、從三餐及點心 (snack)攝取而來的熱量、三餐、點心及飲料

攝取之熱量百分比受到從事運動訓練之影響（表 4.6.3）。如表 4.6.4所示，早餐、

宵夜 (late snack)及飲料的攝食頻率，各組之間無顯著差異。午、晚餐的攝食頻

率，規律靜態組顯著高於運動組 (p＜.05)，但點心的攝食頻率，運動組則顯著高

於規律靜態組 (p＜.05)。飲料攝食的頻率，各組之間雖無顯著差異，然而每日飲

料攝取的份數，規律運動組顯著高於靜態組 (p＜.05)。從點心、宵夜、飲料攝取

而來的熱量，各組之間無顯著差異，然而從三餐所攝取之熱量，運動組卻顯著低

於規律靜態組 (p＜.05)。熱量經百分比換算後（各熱量分別除以總熱量），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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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量分配中，三餐熱量所佔比例較高的是靜態組 (p＜.005)；點心及飲料熱量所

佔比例較高的則是運動組 (p＜.05)（表 4.6.4）。 

    整合四組資料，全體受試者最常食用之烹調方式（圖 4.3），以炒、煎最多

(45.7%)，其次為蒸、煮 (27.2%)，滷、燉 (21.0%)，油炸 (6.2%)；靜態組沒有以

油炸為最常食用之烹調方式，運動組則有一定之比例（二組各佔 10%以上）。攝

食肉類時，雞、鴨、魚皮全吃的受試者有 27.2%，通常會吃的有 2.5%，攝食一

半的有 8.6%，偶而會吃的有 5％，完全不吃的有 56.8%（圖 4.4）。攝食奶類時，

選擇全脂奶之受試者有 23.5%，選擇低脂奶的有 33.3%，選擇脫脂奶的有 7.4%，

亦有 35.8%之受試者不攝食奶類；靜態組選擇低脂奶之比例（二組各佔 40%以上）

高於運動組（二組各佔 25%以下）（圖 4.5）。就肉類攝取而言，選擇超高脂肉（如

五花肉、香腸…）的受試者有 2.5%，選擇高脂肉（如秋刀魚、臘肉…）的有 3.7%，

選擇中脂肉（如雞排、羊肉…）的有 60.5%，選擇低脂肉（如里肌肉、雞胸肉…）

的有 33.3%；規律靜態組受試者選擇低脂肉之比例高於其他三組（圖 4.6）。 

    就自我認知食量而言，認為比同年齡層之年輕女性多很多者有 9.9%，多一

些者有 42%，差不多者有 39.5%，少一點者有 7.4%，少很多者有 1.2%（圖 4.7）。 

    整合四組資料，觀賞電視時通常會吃零食的受試者有 4.9%，攝食一半的有

4.9%，偶而會吃的有 18.5%，完全不吃的有 71.6%；但是靜態組不吃零食的比例

高於運動組（圖 4.8）。使用電腦時通常會吃零食的受試者有 5%，攝食一半的有

6.2%，偶而會吃的有 28.4%，完全不吃的有 60.5%；但是靜態組不吃零食的比例

高於運動組（圖 4.9）。 

    如圖 4.10 所示，所有受試者中，16%有服用複合維生素與礦物質，2.5%有

服用單一維生素，如維生素 C、E或 B群，4.9%有服用鈣片，3.7%有服用中藥，

9.9%有服用其他營養補充劑，如魚肝油、雞精，而有 63%之受試者目前則無服

用任何營養補充劑。四組之中，以規律靜態組有服用營養補充劑之比例最高 

(52.4%)，其次是不規律運動組 (40%)，規律運動組 (30%)，不規律靜態組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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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特殊藥物之使用與自我催吐狀況調查結果，發現最近半年內有規律地使用代

餐、減肥藥、瀉藥或自我催吐方式來減重者，規律運動組分別有 1 人 (5%)、1

人 (5%)、1人 (5%)、2人 (10%)，不規律運動組有 2人 (10%)、2人 (10%)、1

人 (5%)、0人 (0%)，規律靜態組有 1人 (5%)、1人 (5%)、0人 (0%)、1人 (5%)，

不規律靜態組則全無。整體來說，16%之受試者有飲食異常行為，且運動組之比

例高於靜態組 (25% vs. 7.5%)；受試者較常有的飲食異常行為依序是使用代餐與

減肥藥（各為 4.9%）、自我催吐 (3.7%)及使用瀉藥 (2.5%)（圖 4.11）。 

 

 

第四節 身體組成分析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身體組成各相關數值，結果顯示從事運動訓練

對除脂體重、身體總水重、骨量、慣用腳跟骨廣頻超音波衰減率(dominant 

calcaneus broadband ultrasound attenuation, DBUA)有主要效果之影響 (p＜.01)；運

動訓練與月經週期規律性則對非慣用腳跟骨廣頻超音波衰減率 (non-dominant 

calcaneus broadband ultrasound attenuation, NDBUA)有交互作用之影響  (p

＜.005)，但月經週期之規律與否則對受試者之身體組成無主要效果之影響（表

4.7.1）。如表 4.7.2所示，各組之身體質量指數、腰臀比、三頭肌皮脂厚、體脂重、

體脂重百分比、除脂體重百分比、肌肉重百分比、身體總水重百分比、骨量百分

比間無顯著差異，然而除脂體重、身體總水重、骨量在不規律運動組顯著高於不

規律靜態組 (p＜.05)。跟骨骨質分析結果則發現，運動組之 DBUA 顯著高於不

規律靜態組者 (p＜.05)（本研究受試者之慣用腳，均為右腳）。NDBUA 則是不

規律運動組顯著高於靜態組 (p＜.005)；規律運動組與不規律靜態組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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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但與規律靜態組則無顯著差異。無論是 DBUA或 NDBUA，運動組或

靜態組組間均無顯著差異。 

 

 

第五節 生化分析 

 

一、維生素 D受器基因鑑定 

   本研究 81 位受試者之 VDR 基因，有 4 位是 BB 基因型 (4.9%)，1 位是 Bb

基因型 (1.2%)，其餘皆為 bb基因型 (93.8%)（表 4.8）。五位非 bb基因型之受試

者則分別散落於各組（除規律運動組為 2人外，其餘三組各有 1人）。 

 

二、尿液分析 

    以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組之羥基脯胺酸、3-甲基組胺

酸、尿鈣及尿液酸鹼值未受運動訓練與月經週期規律性之影響（表 4.9.1）。本研

究中，受試者之羥基脯胺酸、3-甲基組胺酸、尿鈣及尿液酸鹼值，各組之間無顯

著差異（表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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