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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第一節 月經週期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從事運動訓練對受試者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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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stveit

與 Sundgot-Borgen (2005a)之研究亦指出運動訓練量並非造成運動員經期不規律

之因素。當雌激素濃度偏低時，會導致經期不規律；然而影響雌激素濃度異常之

因素很多，有先天（如卵巢功能低下、基因）與後天（如身心壓力、營養不良、

身體質量指數、體脂重過低等）之分。雖然過低的體脂重百分比 (＜13%)會使女

性無法維持正常的月經週期 (Katch & McArdle, 1993)，但本研究受試者之體脂重

百分比皆落於 17~24%之理想範圍（高美丁、曾明淑、葉文婷、張瑛韶、潘文涵，

1999），因此可排除此因素之影響。許多研究 (Nelson et al., 1986; Hamilton et al., 

1986; Zanker & Swaine, 1998; Zierath et al., 1986)指出，營養不良是引起月經週期

不規律之因素，月經週期不規律者在總熱量、蛋白質攝取量較規律者低，微量營

養素（如鐵質及菸鹼酸）之攝取也較低；顯示良好且充足之營養攝取對月經週期

之規律與否，亦扮演重要之角色而不可輕忽。雖然良好的營養攝取未必能解決先

天雌激素濃度分泌不足之問題，但從營養介入的觀點來看，倘若受試者能注意均

衡且充足之飲食攝取，或許能改善經期不規律之狀況 (Hamilton et al., 1986)。本

研究受試者，除了先天及壓力因素影響外，是否因營養不均衡而導致月經週期不

規律，將在下一節作探討。 

運動員續發性閉經的比例顯著高於非運動員，且高達 12%以上，在耐力、審

美項目之運動員則更加嚴重 (Clark, 1993; Torstveit & Sundgot-Borgen, 2005a)。本

研究經期不規律受試者之經期延遲狀況皆未達閉經標準，此結果乃是由於一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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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遲者（尤其是極度不規律者）多半會尋求醫療，服用含女性荷爾蒙之藥物來

調整經期，但本研究招募的受試者，其經期延遲狀況較不嚴重，並無服用藥物來

調整經期。 

    國內女學生之初經來潮年齡在 12.4~12.5歲之間（邱麗曇，2003；黃雅婷，

2000），本研究受試者之初經年齡與前者之研究相比，除不規律運動組較晚之外，

其餘三組則稍早，但四組之間未達顯著差異（表 4.3）。同樣是有從事運動訓練之

受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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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者晚（圖 4.1），且初經來潮前就開始從事運動訓練者中，月經週期不規律之

比例高於初經來潮後才開始從事運動訓練者 (58% vs. 45%)（圖 4.2），此結果與

其他研究之趨勢相同 (Frisch et al., 1981; Torstveit & Sundgot-Borgen, 2005a)。

Frisch等人指出，過早開始的運動訓練、極度地趨向於纖細之體重控制及低熱量

攝取，對正常的生理表現是不利的影響，可能是使初經年齡延緩之因素，且初經

延遲的發生率在重視體型的運動項目（如芭蕾舞、跑步及游泳）較為嚴重，在其

他研究中也發現相同結果 (Jackson et al., 1980)。而體重過輕、營養不良，再加上

高運動量，會影響下視丘分泌動情激素和黃體生成素，使月經遲滯或影響月經週

期（陳國群，2001）。雖然本研究無法追溯運動組受試者初經延遲的真正原因，

但為維持女學生運動員月經週期之規律，不致干擾荷爾蒙分泌及身體健康，勿過

度強調纖細的體型，適時適量的運動訓練及均衡的營養攝取則是必須的。 

   

 

第二節 自我體型認知 

 

    為檢視本研究受試者對自我體型認知是否有偏差，將受試者之期望體型、現

有體型、體型不滿意度與身體組成相關數據進行簡單迴歸分析（表 4.10.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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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發現無論是運動組或靜態組，受試者之現有體型認知得分與其體重、身

體質量指數、三頭肌皮脂厚、體脂重、體脂重百分比有顯著正相關 (p＜.05)，但

期望體型則與各生理參數無顯著相關；體型不滿意度則皆為顯著負相關  (p

＜.05)，表示本研究受試者確實審慎分析問卷中之體型圖，對現有體型之自我認

知並無偏差。 

    如表 4.4.2 所示，四組受試者之體型不滿意度皆為負值，顯示無論是否為運

動員，一般女學生對於現有體型普遍感到不滿意，此結果與國內外諸多文獻一致

（文星蘭，2004；唐妍蕙，2004；連珮茹，2004; Anshel, 2004; Zellner et al., 1989）。

體型不滿意度，四組分別計算並未達顯著差異，但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結果發

現，體型不滿意度僅受運動訓練之影響，而不受月經週期規律性之影響（表

4.4.1），因此將四組受試者整合為運動組及靜態組二個大組，以 t 考驗分析來作

比較，則發現運動組體型不滿意度顯著高於靜態組 (-2.0 ± 1.5 vs. -1.3 ± 1.7, p

＜.05)。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曾參與校隊或運動項目（如樂儀隊、舞蹈、

游泳等）之青少女，其體型不滿意度顯著高於未參與者（古琪雯，2003），此外，

研究 (Fay & Price, 1993; O'Dea, 2002)指出，飲食障礙起源於青春期，且以女性為

主，顯示運動員可能從青春期開始就對自身體型較一般女性更為重視，因而本研

究運動組受試者期望擁有之體型較靜態組更為纖細 (p＜.05)，此結果與其他研究

相同 (Anshel, 2004)。本研究受試者實際之身體質量指數平均值落於正常範圍下

限，實際之腰臀比也低於建議值許多，且身體質量指數及腰臀比之落差值，各組

之平均皆為負值（表 4.4.2），顯示多數女學生期望能夠得到更纖細的身材，並期

望腰、臀圍能夠更加勻稱。 

    雖然整體來說，受試者對於自我之體型都不甚滿意，但經期不規律者對自我

體型感到不滿意的程度相對地較高（體型落差為負分之比例較嚴重）（表 4.4.3），

這是否會影響其飲食行為與能量攝取？特別是不規律運動組。因為運動訓練必須

額外增加能量之消耗，但不當的熱量攝取及能量消耗，是否會進而提高體脂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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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女性荷爾蒙分泌受干擾之風險，則有待更多研究之探討。 

 

 

第三節 飲食行為 

 

ㄧ、飲食態度調查 

    本研究運動組受試者之 EAT 總得分並未高於靜態組，但運動組總得分≧20

分者之比例則高於靜態組 (15% vs. 4.8%)（表 4.5），可能為神經性厭食者之比

例較一般大學女生高，此結果與 Warren 等人 (1990)之研究一致。Rippon 等人  

(1988)指出，月經週期不規律者之 EAT總得分顯著高於規律者之得分，原因可能

是慢性的飲食節制所致。本研究靜態組受試者有相同趨勢（即月經週期不規律者

之 EAT 總得分高於規律者）；運動組受試者在 EAT 總得分上雖無相同趨勢，但

不規律運動組受試者節食傾向較規律運動組略高（表 4.5.2），顯示不良的飲食態

度可能引發飲食不均衡、能量攝取不足，微量營養素也易缺乏之問題，進而與雌

激素濃度較低有關，值得注意。 

    表 4.5.2 顯示，本研究受試者無暴食傾向，四組受試者在暴食單元之平均得

分皆不高，且各組間無顯著差異。然而，運動組受試者在節食單元之得分顯著高

於規律靜態組受試者 (p＜.05)，由於節食單元是探討關於迴避發胖食物之攝取和

對體型的偏見，顯示運動組受試者對食物熱量及體重較重視，可能有錯估自我體

型及期望體型更瘦之慾望，此傾向與本研究運動組受試者期望體型較靜態組纖細

之結果，趨勢一致（表 4.4.2）；不規律靜態組則較有口腔控制之傾向，由於口腔

控制單元是探討關於自覺他人所施予的增加體重之壓力，顯示不規律靜態組受試

者之現有體型可能較瘦，因此有可能受到較多的社會壓力之關注，他人會期待其

增加體重，此結果也與本研究不規律靜態組受試者之體重及身體質量指數為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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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低之結果一致（表 4.1.2及表 4.4.2）。 

    整體而言，規律靜態組受試者之飲食態度較為良好（其 EAT 得分遠低於其

他三組，不若運動組有節食傾向，又不若不規律靜態組有口腔控制之傾向；亦無

總得分≧20分之飲食異常受試者），顯示運動組及不規律靜態組在實際的飲食行

為上可能有潛在的問題。配合本研究受試者實際之飲食攝取狀況來看（表

4.6.1~4.6.4），運動組及不規律靜態組受試者之飲食行為的確較需要加強與改善。 

 

二、飲食攝取 

    由於烹調用油攝取量要完全量化較為困難，若要以飲食問卷精確評估油脂類

攝取量，會增加問卷之複雜性與施測時間，易造成受試者不合作，而影響到回答

的正確性；且受試者均為大學生，食宿多在外，較難自行烹調，無法提供正確資

訊，因此本研究之油脂攝取僅計算至各類食物（如高、中、低脂奶類與肉類、核

果類、炒菜用油多寡等）的脂肪含量，無法精算到湯汁、調味醬與沾料部分，故

各組熱量計算為相對熱量攝取，非絕對熱量攝取，但本研究探討的是各組飲食攝

取之差異，以相對熱量攝取之探討足以比較異同。傳統觀念上認為大骨湯中富含

鈣質，本研究之飲食問卷中雖有調查此項，但在進行問卷分析時，國內針對大骨

湯礦物質之調查（陳慧君、蕭寧馨，2005）結果報告方完成，且發現大骨湯中之

鈣含量其實不多（每 240 ml僅提供約 10 mg之鈣質），因此，本研究實際估算受

試者之鈣質攝取量時，並未將大骨湯本身所含之鈣量列入計算。 

 

（一）飲食攝取建議量 

    雖然本研究為相對熱量攝取，總熱量攝取可能會低估，但靜態組受試者符合

衛生署（2003）定義中之生活活動強度「稍低」者（從事輕度勞動量的工作，如

打電腦、做家事，一天約 2小時不激烈的動態活動，如作息上之走動），各類食

物之攝取量應與衛生署之建議相近；而運動組受試者每週平均激烈運動時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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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小時，每日平均運動時數在 2.5小時左右，活動量則比衛生署（2003）定義中

之生活活動強度「高」者更甚（一天中約有 1小時激烈運動，例如：游泳、登山），

各類食物之攝取量應較衛生署之建議高，若以衛生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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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動組受試者運動時間每日以平均 2.5小時

計算的話，則每日總熱量需求至少需增加 625~750大卡，才足以平衡運動所消耗

之能量。 

    根據衛生署（2003）對 19~50歲成年女性之每日飲食建議：生活活動強度「稍

低」者，五穀類為 3碗（1碗 = 4 Ex）、蛋豆魚肉類為 3份（1份 = 1 Ex）、奶類

為 2杯（1杯 = 1 Ex）、蔬菜類為 3碟（1碟 = 1 Ex）、水果類為 3個（1個 = 1 Ex）、

油脂類 2湯匙、總熱量為 1800大卡；生活活動強度「高」者，五穀類為 4碗、

蛋豆魚肉類為 4份、奶類為 2杯、蔬菜類為 4碟、水果類為 3個、油脂類 3湯匙、

總熱量為 2300大卡。針對不同生活活動強度（「稍低」或「高」者）所建議之各

類營養素攝取量取中數計算之，則得蛋白質攝取量分別為 64 g/day及80 g/day，

蛋白質攝取密度 (protein density)分別為 35 g/1000 kcal及 34 g/1000 kcal。 

為解決精確飲食攝取之不易評估，美國癌症協會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發展出 OPEN study (observing protein and energy nutrition)，以生物

標記 (biomarker)方法來檢測飲食頻率問卷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與

實際熱量估計之相關性。結果發現，直接使用飲食頻率問卷換算各類食物熱量，

加總後所得之總熱量攝取，與實際之總熱量攝取差距較大，有低估之問題，但若

換算成蛋白質密度 (protein density)之計算方式，再來推估總熱量攝取，則可使

飲食頻率問卷之熱量估計較接近實際熱量之攝取值 (Schatzkin et al., 2003)。因

此，可利用蛋白質密度之計算方式來評估飲食頻率問卷對於實際熱量之估計是否

有錯估之問題。表 4.6.2顯示，本研究受試者之總熱量攝取，四組間無顯著差異。

受試者之蛋白質攝取量皆低於建議量（靜態組約 50 g/day，運動組約 45 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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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蛋白質攝取密度卻與建議量（2003）所換算的相近（皆約為 33 g/1000 kcal，

不規律運動組則略低，但未達顯著差異），顯示整體的飲食調查在熱量估算上確

有低估之情形。造成此結果之因素除了油脂攝取量難以完全量化外，尚包括點

心、零食與含糖飲料等蛋白質含量低之食物是受試者在三餐之外容易攝食，但易

在問卷調查時遺忘而漏報。儘管本研究中的總熱量攝取有低估，但無論是靜態組

或運動組受試者之食物攝取皆未達建議量，與衛生署（2003）所建議熱量之 1800

大卡或 2300大卡有明顯之落差，與其他研究結果相同（賴玉釧，2001）。雖然本

研究並未測量受試者之能量輸出，但先前的文獻指出，女運動員之能量輸入 

(input)與輸出  (output)並不平衡，總能量呈現負平衡之狀況 (Hassapidou & 

Manstrantoni, 2001)。此外，本研究受試者所攝取的熱量與國民調查（潘文涵等

人，1998）中，同年齡層年輕女性之平均熱量（1495 大卡/日）相比並未有太多

懸殊，但卻有半數以上受試者 (51.9%)之自我認知食量比同年齡層年輕女性多

（圖 4.7）。以上結果顯示，女學生熱量攝取不足卻對自我食量有高估之錯誤認知

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二）受試者飲食攝取現況 

由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可知（表 4.6.1），受試者的五穀類及蔬菜類攝

取代換數只受到運動訓練之主要效果影響 (p＜.05)，與月經週期規律與否無關，

亦無交互作用，而其他食物之攝取則未受運動訓練或月經週期規律性之影響，顯

示從事運動訓練對運動組受試者之飲食攝取較具影響力。表 4.6.2 顯示，規律靜

態組受試者之五穀類攝取量（約為 2碗）顯著高於運動組 (p＜.05)，但與建議量

之 3碗相比仍嫌不足，而運動組則與建議量之 4碗相差更遠。蛋豆魚肉類攝取代

換數，四組間雖無顯著差異，然而運動組與建議量（4份）相比稍有不足，而靜

態組之攝取量則較建議量（3份）高出 1份左右。蔬菜類攝取代換數，靜態組顯

著高於運動組 (p＜.0001)，但與建議量之 3碟相比依舊不足，運動組不足之攝取



                                                                               

 61

量則與建議量之 4碟相差 3碟之多。奶類及水果類攝取量，四組間無顯著差異，

但皆未達建議量。鈣、鐵攝取量部分，各組僅佔建議的 1/4~1/3左右（鈣質之足

夠攝取量為 1000 mg，鐵質建議量為15 mg），有明顯不足之問題。 

由以上各類食物之攝取量來看，女學生之熱量攝取及營養分配，仍有許多待

加強空間，尤其是運動組，其食物攝取與衛生署對生活活動強度高者之建議量有

極大差距，無法滿足高運動量所需求之能量與營養。導致月經週期不規律之因素

很複雜，在 Hamilton 等人 (1986)之研究發現，經期不規律之舞者其蛋白質與鐵

之攝取量顯著低於經期規律者 (p＜.001)；但在Myburgh等人 (1999)的研究卻是

規律與不規律者在熱量攝取上無差異，休息代謝率較低才是使運動員經期不規律

的原因。本研究經期規律與不規律運動組受試者在食物攝取上並無顯著差異，但

因本研究並未測量受試者之休息代謝率，無法了解休息代謝率之高低對經期狀況

之影響，但經期不規律之運動組受試者在蛋白質及鐵攝取量上則略低於規律者

（表 4.6.2），與 Hamilton等人之結果有相同趨勢。由於熱量攝取不足時，蛋白質

會轉而供能，無法進行同化作用，如修補組織或合成荷爾蒙等，而鐵質缺乏則與

貧血、月經週期不規律有關，長期如此則易對身體造成影響，這或許是導致本研

究運動組受試者經期不規律因素之ㄧ。  

    如表 4.6.4所示，靜態組受試者從三餐所提供之熱量佔 80%以上，而運動組

受試者可能由於運動訓練或比賽干擾了正餐之攝食時間，而代之以點心或零食，

因此從三餐以外所攝取之熱量佔相當之比例，這或許是導致其觀賞電視及使用電

腦時運動組受試者會吃零食的比例也高於靜態組之結果（圖 4.8及圖 4.9）。此外，

運動訓練或比賽中仍須適時地補充能量及水分，故運動組受試者攝取之熱量源之

於飲料者較高，但其所攝取之點心及飲料，未必符合其健康及營養需求，對於運

動表現之幫助是有限的。  

    運動組飲食異常行為（包括使用減肥藥、瀉藥或自我催吐）之比例高於靜態

組，與文獻之趨勢相同 (Anshel, 2004)。本研究受試者飲食異常行為之比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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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減肥藥、瀉藥或自我催吐者之總和）約為 11%（圖 4.11），在針對舞蹈學生之

研究則有 15% (Grange et al., 1994)，顯示有飲食異常狀況學生之比例不容忽視。 

    綜合上述資料，整體而言，相較於運動組，靜態組受試者之飲食行為較符合

健康之原則，尤其是規律靜態組（其 EAT得分較低，無 EAT≧20分者；熱量來

源之比例以三餐為主，約佔 85%，點心、零食、飲料之攝取最少；奶類及肉類之

攝取，有較多人選擇脂肪含量低的來食用等）。雖然經期規律與不規律靜態組受

試者在飲食攝取上無顯著差異，但從熱量分配百分比觀之，規律靜態組的飲食行

為較為良好，且服用營養補充劑之比例為四組中最高，遠勝於不規律靜態組，或

許微量營養素攝取之不足，是影響本研究靜態組受試者經期規律與否的因素之

ㄧ。 

 

 

第四節 身體組成分析 

 

    與其他研究相比，本研究運動組受試者之體重、身體質量指數、體脂重百分

比等數值並未顯著低於靜態組，這或許是本研究運動組受試者為學生運動員，其

每週運動量及纖細體型對運動表現之要求不若專業運動員所致。雖然本研究運動

組受試者之身體質量指數與靜態組受試者無差異，但其體脂重與體脂重百分比有

較低之趨勢，與針對學生運動員之研究相同 (Hassapidou & Manstrantoni, 2001)。

在林麗娟（2002）的研究中也發現身高、體重無差異之年輕女性，高身體活動者

之體脂重百分比顯著低於低身體活動者，顯示運動對體脂有改善的效果。表 4.7.1

顯示運動訓練對除脂體重有主要效果之影響，運動組受試者之除脂體重顯著高於

靜態組 (p＜.01)。當除脂體重百分比增加，相對地體脂重百分比則下降，而體脂

重百分比對運動表現之速度與跳躍項目皆有顯著影響 (Mayhew & Salm,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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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陳定雄等人，2000; Eichner, 1992）指出，當體脂重減少，除脂體重增加，

運動能力與表現較佳。此外，以簡單迴歸分析運動組與靜態組二組受試者之差

異，發現在相同的體重下，靜態組受試者有較高之體脂重，而運動組受試者之除

脂體重則較高（圖 4.12），這是運動訓練導致之效果。 

    與衛生署（高美丁等人，1998）成人肥胖定義相比，本研究受試者之身體質

量指數平均值落於正常範圍 (18.5~24.0)之下限，腰臀比、三頭肌皮脂厚也低於

建議值（腰臀比＜0.85；三頭肌皮脂厚＜28 mm）許多（表 4.7.2），這或許是其

總熱量攝取較低所致。而運動組受試者除了運動量大，需消耗較多能量外，其期

望體型也較靜態組更為纖細，並有節食傾向（表 4.5.2），三餐攝食較不正常，總

熱量攝取也較建議值相差甚遠（表 4.6.2），三頭肌皮脂厚與體脂重則較建議值更

加低落，長此，易致身體健康之危害。 

    如表 4.7.2所示，除不規律運動組受試者之骨量顯著高於不規律靜態組外 (p

＜.05)，其餘各組之間則皆無顯著差異，但運動組之骨量則皆高於靜態組；且二

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7.1）發現受試者之骨量受到運動訓練之影響，顯示運動

對骨量有增加之效果，與文獻之結果一致 (Dalsky et al., 1988; Marken et al., 1995; 

Suleiman, Nelson, Li, Buxton, & Moniz, 1997)。整體而言，運動對良好之身體組成

有助益，除了增加除脂體重及骨量外，亦對骨質有幫助。表 4.7.1及 4.7.2顯示運

動訓練對骨質有主要效果之影響，使運動組受試者之 BUA高於靜態組，與諸多

研究結果一致（林麗娟，2002; Falk et al., 2004; Marken et al., 1995; Torstveit & 

Sundgot-Borgen, 2005b）。表 4.7.1顯示，運動訓練與月經週期規律性對非慣用腳

BUA有交互作用之影響，在慣用腳則只受到運動訓練之影響。表 4.7.2顯示，無

論是否為慣用腳，經期規律受試者（即規律運動組與規律靜態組）組間之 BUA

並無顯著差異，但經期不規律受試者（即不規律運動組與不規律靜態組）組間之

BUA則有顯著差異 (p＜.05)，不規律運動組受試者之 BUA顯著高於不規律靜態

組。雖然四組受試者之 BUA皆落於正常範圍內，無骨質疏鬆症狀，目前發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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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之危險性低，但表 4.7.2 之結果顯示，當經期規律時運動效果較不顯著，但當

同為經期不規律，缺乏雌激素保護時，運動則扮演了保護之角色，能使骨質較為

緻密。Torstveit 與 Sundgot-Borgen (2005b)的研究中發現，同樣是靜態組，經期

不規律者之骨質密度較規律者低；同樣是經期不規律之運動員，從事高衝擊運動

者之骨質密度高於低衝擊運動者，顯示運動對骨質健康有不可忽視之貢獻，尤其

是衝擊性高之負重運動，其效果更加明顯。將本研究受試者 BUA與運動持續年

日以簡單迴歸分析探討相關程度，發現不規律者之 BUA與運動持續年日有顯著

之正相關 (p＜.05)，尤其是非慣用腳之 BUA (r = .431, p = .005)，但規律者之 BUA

則皆無顯著相關（圖 4.13），顯示運動具有保護月經週期不規律者骨質之效益，

尤其是在非慣用腳部份，但運動對月經週期規律者之骨質影響程度則不若不規律

者。運動的效果除了在年輕女性能顯現外，對停經後婦女之骨質密度也有顯著增

加之效益，能減緩骨質的流失 (Dalsky et al., 1988)，並能增加高齡者單腳站立時

間（鄭小嵐，2004），可預防跌倒之風險。因此，若能培養持續運動習慣，尤其

是經期不規律者或停經者，則能減低罹患骨質疏鬆之危險性，於年老時尚能具備

獨立之生活能力，有助於生活品質。   

 

 

第五節 生化分析 

 

一、維生素 D受器基因鑑定 

    本研究受試者之 VDR基因多為 bb基因型 (93.8%)，與國內其他研究之趨勢

相同 (Chen et al., 2001; Shaw et al., 1998)，但因為非 bb基因型者散落於各組（表

4.8），且其骨量及 BUA 並無特別高或低，顯示本研究受試者在遺傳因素上為均

質狀況，可忽略遺傳因子對受試者骨量或 BUA所造成之差異。雖然基因對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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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之影響可高達 75% (Flicker et al., 1995; Morrison et al., 1994)，但由於本研究

受試者之基因型分佈多為 bb基因型，非 bb基因型者之比例低，樣本數不足，無

法探討 VDR 基因與骨量、BUA 間之關連性。VDR 基因是否為預測國人骨質密

度的良好指標？因國內目前與 VDR基因相關之研究仍不多，且結果並不一致，

此部分仍需進行更多研究後才能釐清問題。儘管基因型是影響骨質的因素，但針

對日本年輕女性的研究 (Omasu et al., 2004)則發現，青春期運動量之多寡相較於

遺傳因素而言，更能影響骨質之密度，顯示運動對骨量之影響不可小覷。 

 

二、尿液分析 

    測量 3-甲基組胺酸濃度應收集全日尿液並配合 48小時以上肉類之禁食，但

由於本研究受試者皆以外食居多，不易配合，在執行上有困難，僅能收集受試者

禁食 10小時左右之單次尿液 (spot urine)進行分析，因此使用尿中肌酸酐含量作

校正，以尿中 3-甲基組胺酸濃度/肌酸酐濃度所得之比值來表示骨骼肌的代謝速

率，避免個體肌肉量之不同所造成尿液 3-甲基組胺酸濃度之差異（王順正，1982; 

Ballard & Tomas, 1983）。研究指出長期的運動訓練會提高骨骼肌蛋白質的新陳代

謝，使運動員尿中 3-甲基組胺酸濃度增加 (Dohm, Israel, Breedlove, Williams, & 

Askew, 1985; Paul, DeLany, Snook, Seifert, & Kirby, 1989)，然而其他因素，如運動

訓練強度、持續時間、受試者的健康狀況、飲食控制情形、尿液收集時間等都會

影響骨骼肌蛋白質之代謝或尿中 3-甲基組胺酸濃度。本研究運動組與靜態組之

3-甲基組胺酸排泄量並無顯著差異或許是源於其他因素干擾所致，這有待進一步

研究探討。 

    研究發現停經婦女的尿鈣濃度高於男性（鄭小嵐，2004; Bischoff et al., 

1999），其原因可能是女性缺乏雌激素保護，骨質再吸收的機制下降，故尿鈣濃

度提高。然而本研究經期規律與不規律者之尿鈣濃度並無顯著差異，此外，羥基

脯胺酸/肌酸酐濃度，四組之間亦無顯著差異，推測其原因，或許是本研究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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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屬年輕，其骨量合成速度大於流失速度，因而無法看出缺乏雌激素保護及從

事運動訓練對骨骼代謝之影響。 

 

 

第六節 相關性探討 

 

    為進一步瞭解各項數值間之相關性，乃將受試者之資料進行簡單迴歸分析來

探討。由於本研究受試者之數值（包括體型不滿意度、飲食態度、飲食攝取、身

體組成等）僅受運動訓練因子影響（表 4.4.1、4.5.1、4.6.1、4.6.3 及 4.7.1），因

此將受試者整合，分為運動組及靜態組來進行簡單迴歸分析。 

 

一、體型意識、熱量攝取與身體組成之相關性探討 

表 4.10.1及 4.10.2分別為運動組及靜態組受試者體型意識、熱量攝取與身體

組成關係之簡單迴歸分析。如表 4.10.1所示，運動組之期望體型與現有體型無顯

著相關，但期望體型與體型不滿意度則有顯著正相關 (r = .527, p＜.001)，靜態組

則是期望體型與現有體型達顯著正相關 (r = .329, p＜.05)，但期望體型與體型不

滿意度則無顯著相關（表4.10.2），顯示運動組受試者之期望體型與現有體型落差

大，致使體型不滿意度高，而靜態組受試者之期望體型與現有體型落差不大，體

型不滿意度較低；此結果與運動組體型不滿意度高於靜態組、運動組之期望體型

較靜態組纖細、運動組較有節食傾向（對食物及體型有偏見）等發現相符合（表

4.4.2），表示運動組受試者之飲食態度會受體型意識之影響，與文獻 (Leung et al., 

1996)結果相同。  

如表 4.10.1及 4.10.2所示，無論是運動組或靜態組之期望體型、現有體型、

體型不滿意度與每日熱量攝取皆無顯著相關，且本研究受試者彼此間之總熱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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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亦無顯著差異（表 4.6.2），顯示渴望擁有較纖細體型之運動組受試者，其節食

傾向之飲食態度，與實際之熱量攝取並無相關，也就是說僅有較扭曲之飲食態

度，並未真正表現在實際飲食行為上。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四組受試者在熱量攝取上雖無顯著差異，熱量攝取對

身體組成相關數值亦無顯著相關（表 4.10.1 及 4.10.2），但身體組成卻不盡一致

（如相同體重下，運動組之除脂體重較高，體脂重較低）（圖 4.12），此原因來自

於長期的運動訓練。雖然本研究運動組之總熱量攝取與靜態組無顯著差異（表

4.6.2），但運動組因運動量高所消耗之熱量也較高，相對地，其能量較有不足之

慮，因此仍應注意充足的能量攝取；此外，運動組受試者在非正餐部分（點心、

零食、飲料）之攝取比例較高，飲食攝取分配不當，日後若停止運動訓練，仍維

持此不健康之飲食習慣，在邁入中年後，或許會由於缺乏運動因子之保護，體脂

之囤積是可預期的，這易致身體健康之威脅。 

 

二、身體組成之相關性探討 

    表 4.10.1及 4.10.2顯示，無論是運動組或靜態組受試者之體脂重與腰臀比、

三頭肌皮脂厚有顯著正相關 (p＜.05)，體脂重百分比也與三頭肌皮脂厚有顯著正

相關 (p＜.05)，因此，可使用腰臀比或三頭肌皮脂厚來評估肥胖，而在國民營養

調查上也利用此二者作為評估國人肥胖之指標（高美丁等人，1998）。此外，受

試者身體質量指數與腰臀比、三頭肌皮脂厚、體脂重、體脂重百分比皆有顯著正

相關 (p＜.01)，此與文獻結果一致（劉兆惠，1998; Tang, 1996），表示使用身體

質量指數來評估體脂仍是一個簡易而又可靠的方法。 

    

三、骨代謝之相關性探討 

    運動與骨骼之關係，如表 4.11.1、4.11.2顯示，無論運動組或靜態組受試者，

其骨量、慣用腳或非慣用腳之 BUA皆與運動頻率、每週運動時數、持續運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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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無顯著相關，造成此結果之原因應是運動組受試者之運動量皆高，靜態組受

試者之運動量皆低所致，但若將四組受試者之資料作整合（表 4.11.3），則發現

全體受試者 (n = 81)之骨量、慣用腳或非慣用腳 BUA皆與每週運動頻率、每週

運動時數、持續該運動之年日有顯著正相關 (p＜.05)，與諸多研究之結果相符

合，顯示運動對骨量、骨質有正面之影響 (Blanchet et al., 2002; Dalsky et al., 1988; 

Jakes et al., 2001)，致使本研究運動組受試者雙腳之 BUA 皆高於靜態組（表

4.7.2）。 

    身體組成與骨骼之關係，如表 4.11.1、4.11.2 所示，無論是運動組或靜態組

受試者，其骨量與體重、身體質量指數均呈顯著正相關 (p＜.01)，與研究（鄭小

嵐，2004; Jakes et al., 2001; Marken et al., 1995）結果相同；運動組及靜態組受試

者，慣用腳 BUA 與非慣用腳 BUA 均呈顯著正相關 (p＜.001)。體重與 BUA 方

面，僅靜態組受試者之體重與非慣用腳 BUA 達顯著相關 (p＜.05)，其餘則無顯

著相關。這或許是運動組受試者之 BUA受運動訓練影響較高，超越體重對 BUA

之影響所致；而靜態組受試者之慣用腳，平日活動量也較非慣用腳高，因此其

BUA受體重影響之程度不若非慣用腳。 

本研究受試者目前之骨量、骨質與雌激素濃度並無顯著相關（表 4.11.1、4.11.2

及 4.11.3），但研究 (Marken et al., 1995)發現，年輕專業芭蕾舞者之初經年齡（14.3 

± 2.2 歲）與身體質量指數、骨質密度呈顯著負相關 (p＜.05)；為暸解初經年齡

與雌激素作用對本研究受試者之影響，乃將受試者之初經年齡、行經年數（即受

試者現齡減去初經年齡）與身體質量指數、體脂重、體脂重百分比、骨量、BUA

作相關性比較，結果（表 4.12）發現，規律靜態組與文獻 (Marken et al., 1995)

所述有相同趨勢，即初經年齡較晚者，其身體質量指數、骨量較低，這或許是初

經年齡較晚者，受雌激素作用較少，其體內脂肪囤積量較低，故身體質量指數低，

但由於缺乏雌激素之刺激，骨量的合成速度也較緩慢；相對地，行經年數則與身

體質量指數呈正相關 (p＜.05)，顯示在雌激素作用下，脂肪囤積能力增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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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質量指數也增加，但不規律靜態組由於缺乏雌激素作用，因此初經年齡、行

經年數與身體質量指數、骨量之關係不顯著。運動組受試者之初經年齡、行經年

數則與身體質量指數、體脂重、體脂重百分比無關，其原因或許是運動者受長期

運動訓練影響，降低了體脂囤積所致。同為經期規律者（規律運動組與規律靜態

組），在雌激素濃度正常下，從事運動訓練對骨量的影響則不顯著，致使規律運

動組受試者之骨量與行經年數無顯著相關；同為經期不規律者（不規律運動組與

不規律靜態組），不規律運動組之非慣用腳 BUA 與雌激素作用年數呈正相關 (p

＜.01)，但不規律靜態組則無同樣趨勢，這可能是由於非慣用腳之骨質，在沒有

雌激素保護下，受運動訓練影響較大所致，顯示同樣為雌激素濃度低下者，運動

有助於改善雌激素分泌不足之缺陷。由於本研究受試者之初經年齡不若專業舞者

那麼晚，且無法完全掌控受試者過往之經期規律狀況或服用相關荷爾蒙藥物之情

形，而影響骨骼的因素尚有許多（如飲食、日照量等），因此，初經年齡延遲情

況對骨骼健全之影響程度，仍有待更多研究之探討與釐清。 

    本研究受試者目前之骨量、骨質與鈣攝取量、乳製品攝取量亦無顯著相關（表

4.11.1、4.11.2 及 4.11.3）。雖然四組受試者在鈣攝取量、乳製品攝取量上無顯著

差異（表 4.6.2），但運動組之骨質與骨量較靜態組高（表 4.7.2），顯示長期從事

運動訓練所產生的效果。研究 (Klei et al., 1997)指出，同樣是 bb基因型者，鈣攝

取量＞800mg/day者之骨質密度較鈣攝取量＜500 mg/day者高出 7~12%，但 BB

或 Bb 基因型者則無顯著差異，顯示 bb 基因型者若攝取較足夠的鈣質，可能有

助於骨質。此外，研究 (Kalkwarf, Khoury, & Lanphear, 2003)發現，成年婦女

（20~49歲）之骨量及骨質密度會受到兒童期與青春期時牛乳攝取量之多寡所影

響。兒童期（5~12 歲）牛乳攝取量＜1 杯/週者，其成年時之骨量較兒童期牛乳

攝取量＞1杯/天者低 5.6%；青春期（13~17歲），牛乳攝取量＜1杯/週者，其成

年時之髖骨骨密度較青春期牛乳攝取量＞1杯/天者低 3%。50歲以上婦女之骨量

及骨質密度則與當下每日鈣攝取量有較高的關係，而與兒童期與青春期時牛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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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量之多寡無顯著關係，但兒童期牛乳攝取量＜1杯/週者發生髖骨骨折的危險性

則為牛乳攝取量＞1 杯/天者之 2 倍。顯示青少年時期之乳製品攝取量過低，可

能與成年時之骨量較低及中年後骨折的危險性增加有關  (Kalkwarf et al., 

2003)。本研究受試者多為 bb基因型，在鈣攝取量及乳製品攝取量部分皆不足（表

4.6.2），雖然目前仍未看出雌激素濃度、鈣及乳製品攝取量對骨質之影響，但邁

入更年期後，雌激素濃度分泌低下，骨量合成速率減低，骨質流失速度會增加，

使骨質密度降低，骨折危險性增高，再加上運動量減低，因此，依文獻之結果來

看，攝取充足的鈣質及乳製品，對日後骨質之維護及骨質疏鬆之預防仍是必要的。 

    研究 (Swaminathan, 1999)發現，飲食中攝取高鈉與尿鈣流失及骨密度減低有

關，蛋白質的攝取量也會影響尿鈣的排出 (Feskanich, Willett, Stampfer, & Colditz, 

1996; Kerstetter et al., 1999)，顯示影響尿鈣的因素是多樣性的；但本研究受試者

尿中羥基脯胺酸濃度、尿鈣濃度與蛋白質、鈣攝取量並無顯著相關，或許是本研

究受試者為年輕女性，骨骼異化作用之程度與高齡者有所不同，導致本研究受試

者尿中羥基脯胺酸濃度及尿鈣濃度與骨量、骨質無顯著相關（表 4.11.1、4.11.2

及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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