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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試者同意書 

                                                           填寫日期﹕94 年    月    日 

受試者同意書 

各位同學您好： 

竭誠歡迎您加入本次研究實驗！在您簽下名字之前，希望您先閱讀以下的內容，以幫助您瞭解本

研究及相關事項。 

一、研究主題：年輕舞者體型意識與女運動員三症候群之相關研究。 

二、研究簡介：將進行問卷調查、身體組成與骨質密度測量、採血（5~6ml/次）、取尿（5~6ml/次）
各一次。 

三、研究目的：1.探討體型意識對飲食行為、運動訓練、身體組成及代謝的影響。 
              2.瞭解骨質代謝基因VDR (Vitamin D receptor)及BGLAP (Bone gamma-carboxyglutamic 

acid protein)與骨骼健全之相關性。 
四、研究日期：民國93年10月至94年2月。 
五、研究對象：大學舞蹈系女生及一般大學女生。 

六、研究方法與程序說明：本研究之進行，分成二部份： 

1.基本資料收集及問卷調查。 

2.身體組成與骨質密度測量、採血（當日需禁食）、取尿各一次。 

七、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無。 

若是受試者有特別之禁忌或特殊生理狀況，如疾病等，請註明於下： 

禁忌或特殊生理狀況                                                              

八、預期研究效果： 

1.暸解大學女生體型意識對其自身飲食行為、運動、身體組成及生化代謝指標的影響。 

2.給予大學女生適當之飲食建議，降低女運動員三症候群罹患之可能性。 

九、緊急狀況之處理：無。若有，則立即通知醫院及家屬。 

十、受試者權益 

費用負擔：無。 

保護隱私：僅供學術研究用，個人資料不對外公開。 

受試者或立同意書人有權在無任何理由情況下，隨時要求終止試驗，無任何責任負擔。 

 

非常謝謝您的參與與合作，如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填寫下列資料。 

受試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             研究編號：                 

電話：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民國      年 

地址：                                                                              

親友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請撕下並保留此聯，若有任何問題請與我們聯絡： 

研究執行人：賴淑萍              

服務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營養與餐飲所 

聯絡電話：＊＊＊＊＊＊＊＊＊＊         E-mail: ＊＊＊＊＊＊＊＊ @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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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活動海報內容 

 

標題: 

想要了解生理週期不規律的原因嗎?? 

內容： 

 
給生理週期不規律之女生們: 

   想更了解妳自己的身體嗎?? 目前有一項針對生理週期為何會不規律之研究。 
研究將會透過：飲食問卷、生化分析（測量妳的身體組成、血中荷爾蒙濃度、尿

液代謝物、骨質密度等），來了解妳的飲食狀況及生理數值，並加以整合，找出生

理週期不規律的原因，並給予建議喔!! 
 
 

月經週期不規律之定義：月經週期 ≦20 天 或 ≧40天 
 
有意願參與者，為了保護妳個人的隱私，請直接與研究人員聯繫，勿留資料於版上~ 
 
聯絡人：人發系 營養與餐飲所 研究生  賴淑萍     
聯絡電話：＊＊＊＊＊＊＊＊＊＊      
e-mail：＊＊＊＊＊＊＊＊＊@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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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人體試驗審查通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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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飲食、運動與生活習慣問卷」 

                    飲食、運動與生活習慣問卷              受試者編碼： 

問卷填答時間：民國 94年   月   日                                   姓名：                   

一、基本資料： （請在適當“□”中打ˇ，以及在       填寫適當的答案）                    

1.出生年月：民國     年     月        

2.你現在的身高是         公分，你希望的身高是         公分 

3.你現在的體重是         公斤，你希望的體重是         公斤 

4.你現在的腰圍是         公分，你希望的腰圍是         公分 

5.你現在的臀圍是         公分，你希望的臀圍是         公分  

6.請參考下圖來回答： 

       

（1）你覺得上圖中哪一個體型可以代表你現在的體型？          

（2）你覺得上圖中哪一個體型可以符合你希望的體型？          

（3）對於此希望之體型，若有需要強調之處，請說明                                             

7.你會崇拜某位明星、歌星或模特兒的身材？ □不會（跳答第 11題）   □會 

8.你是否曾因為崇拜此位明星、歌星或模特兒的身材，因而作為自己身材努力的目標？ □是 □否 

9.承上題，你的飲食或運動習慣是否因此而作改變？ □否（跳答第 11題）   □是 

10.受影響而改變之部分是 □飲食習慣 □運動習慣 □二者皆有 

11.你初經的年齡是         歲（足歲） 

12.你最近三個月的月經週期是否規律？ □是，約間隔         天（跳答第 15題）   □否 

13.你是經常性的月經週期異常嗎？ □否（跳答第 15題）   □是 

14.你的月經週期異常是 □週期縮短 □週期延長 □不一定 

15.你曾因為壓力大，而使得月經週期改變或中斷？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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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你現在的住宿狀況是 □與家人同住 □與親戚同住 □住學校宿舍 □在外租房子 □其他             

  17.你認為自己的食量與同年紀的女性相較起來如何？ 

□多很多 □多一點 □差不多 □少一點 □少很多 

  18.你認為你現在的飲食生活良好嗎？ 

□良好 □尚佳 □普通 □欠佳 □不良（勾選“欠佳”或“不良”者，請繼續作答第 19題） 

  19.對於你現在的飲食生活，你覺得 □可以繼續下去 □想要改善 

 

二、飲食習慣： （請在適當“□”中打ˇ，或在       填寫適當的答案）   

1.你有無吃素？ □無（跳答第 4題）   □有 

2.吃素之種類？ □蛋奶素 □蛋素 □奶素 □全素 

3.吃素之方式？ □每餐 □早餐素 □每周一次 □初一、十五素  

□其他（請寫出頻率或時間）              

4.在一星期裡，你大概有多少天會吃早餐？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8題）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5.你的早餐是？ □自己製備 □家人或傭人做的 □外食 □其他，請寫出              

6.早餐的主食類是以什麼為主？ 

□米飯（含稀飯） □麵食 □饅頭、花捲、大餅 □土司、麵包（無特別夾餡） □三明治  

□其他              

7.每次早餐主食類之攝食份數（Ex）？ □一份 □二份 □三份 □四份 □超過四份，是     份 

8.在一星期裡，你大概有多少天會吃午餐？（每餐至少涵蓋主食類、豆蛋魚肉類、蔬菜類）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10題）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9.你的午餐是  □自己製備 □家人或傭人做的 □外食 □其他，請寫出              

10.在一星期裡，你大概有多少天會吃晚餐？（每餐至少涵蓋主食類、豆蛋魚肉類、蔬菜類）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12題）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11.你的晚餐是 □自己製備 □家人或傭人做的 □外食 □其他，請寫出              

12.午、晚餐的主食類是以什麼為主？ 

□米飯（含稀飯） □麵食 □饅頭、花捲、大餅 □土司、麵包（無特別夾餡） □三明治  

□其他              

13.每次午、晚餐主食類之攝食份數（Ex）？ □一份 □二份 □三份 □四份 □超過四份，是     份 

14.吃飯類食物時，會用滷汁或豬油拌飯一起吃？ 

□不用或很久一次 □偶爾會用 □一半一半 □通常會用 □都會用 

15.會用菜餚的湯汁拌飯或拌麵？  



                                                                 

 130

□不用或很久一次 □偶爾會用 □一半一半 □通常會用 □都會用 

16.在一星期裡，你大概吃多少次鍋貼、水餃、小籠包或水煎包（採累加方式計算）？ 

□不吃或很久一次 □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超過七次，是     次 

17.在一星期裡，攝食鮮奶、牛奶或羊奶之頻率？ 

□不喝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20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18.若有喝鮮奶、牛奶或羊奶，較常喝下列哪一種？ □脫脂 □低脂 □全脂 □差不多 

19.每次喝鮮奶、牛奶或羊奶，會喝多少（一杯 240㏄）？  

□不到一杯，是     杯 □一杯 □兩杯 □超過兩杯，是     杯 

20.在一星期裡，攝食乳製品（如：優酪乳、優格或起司等）（不含鮮奶、牛奶或羊奶）之頻率？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22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21.每次乳製品之攝食份數（Ex）？ □不到一份，是     份 □一份 □兩份 □超過兩份，是     份 

22.在一星期裡，攝食蛋類（如：煎荷包蛋、茶葉蛋、水煮蛋、蒸蛋或滷蛋等）之頻率？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25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23.每次吃幾顆蛋？ □不到一顆，是     顆 □一顆 □兩顆 □超過兩顆，是     顆 

24.吃蛋的時候是吃哪個部分？ □只吃蛋白(或含蛋黃少許) □只吃蛋黃(或含蛋白少許)  

                            □整個蛋都吃 

25.在一星期裡，攝食黃豆製品（如：豆腐、豆干、嫩豆腐、豆皮、油豆腐或豆漿等）之頻率？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28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26.每次黃豆製品（如：豆腐、豆干、嫩豆腐、豆皮、油豆腐或豆漿等）之攝食份數（Ex）？ 

□不到一份，是     份 □一份 □兩份 □超過兩份，是     份 

27.攝食黃豆製品（如：豆腐、豆干、嫩豆腐、豆皮或油豆腐等）時是使用煎或炸的方式？ 

□從未如此 □偶爾如此 □一半一半 □通常如此 □總是如此 

28.在一星期裡，攝食肉類（豬肉、牛肉、羊肉）、雞、鴨、魚或海鮮類之頻率？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37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29.每次（非每天）肉類（豬肉、牛肉、羊肉）、雞、鴨、魚或海鮮類之攝食份數（Ex）？ 

□不到一份，是     份 □一份 □兩份 □超過兩份，是     份 

30.在一星期裡，攝食吻仔魚、小魚乾或丁香魚之頻率？{本題針對連骨一起攝食的食物}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32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31.每次吻仔魚、小魚乾或丁香魚之攝食份數（Ex）？  

□不到一份，是     份 □一份 □兩份 □超過兩份，是     份 

32.在一星期裡，喝大骨熬的湯之頻率？ 

□不喝或很久一次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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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較常食用哪部位的肉？（可複選） 

□里肌肉、牛腱、牛肚、雞胸肉、雞肫、內臟類（如豬肝、豬心或雞肝） 

□魚肉、魚丸、羊肉、雞翅、雞排、肉鬆   □臘肉、豬後腿肉、秋刀魚、鱈魚  

□五花肉、梅花肉、豬前腿肉、牛腩、熱狗、豬大腸、香腸   □差不多 

34.攝食肉類（豬肉、牛肉、羊肉）、雞、鴨或魚時，是否連肥油或皮一起吃？  

□不吃或很久一次 □偶爾會吃 □一半一半 □通常會吃 □都會吃 

35.攝食油炸之肉類（豬肉、牛肉、羊肉）、雞、鴨或魚時，是否連肥油或皮一起吃？ 

□不吃或很久一次 □偶爾會吃 □一半一半 □通常會吃 □都會吃 

36.在一星期裡，攝食較多的為紅肉（如：豬肉、牛肉、羊肉、內臟、豬肝）或白肉（如：雞肉、海

鮮）{本題針對鐵的攝食}？ □紅肉 □白肉 □差不多 

37.在一星期裡，攝食核果類（如花生、芝麻或開心果等）之頻率？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39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38.每次核果類之攝食份數（Ex）？ □不到一份，是     份 □一份 □兩份 □超過兩份，是     份 

39.在一星期裡，攝食蔬菜之頻率？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42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40.每次蔬菜之攝食份數（Ex）？ □不到一份，是     份 □一份 □兩份 □超過兩份，是     份 

41.較常食用蔬菜的油量大概是？ □很少 □普通 □很多（油油亮亮的） 

42.在一星期裡，你攝食新鮮水果之頻率？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44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43.每次水果之攝食份數（Ex）？ □不到一份，是     份 □一份 □兩份 □超過兩份，是     份 

44.平常食用的烹調方式大多為何？ □蒸、煮 □滷、燉 □炒、煎 □油炸 

45.整體而言，覺得自己喜歡的口味？ 

□很清淡 □很辣 □很鹹 □甜而不油（如：紅豆湯）  

□油而不甜（如：炸雞） □又油又甜（如：巧克力、花生糖） □普通 

46.一般而言，覺得自己的飲食習慣口味比較偏向？ 

□很清淡 □很辣 □很鹹 □甜而不油（如：紅豆湯） 

□油而不甜（如：炸雞） □又油又甜（如：巧克力、花生糖） □普通 

47.在一星期裡，喝含糖的茶類飲料之頻率？ 

  □不喝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51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48.每次含糖茶類飲料之容積為        ㏄ 

49.喝茶類飲料時，糖之份量？ 

□不加(含代糖)或不到 1茶匙 □1茶匙 □2茶匙 □超過 2茶匙，是   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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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喝茶時是否加奶精（奶油球）？ 

□不加或不到 1茶匙（球） □1茶匙（球） □2茶匙（球） □超過 2茶匙（球），是   茶匙（球） 

51.在一星期裡，喝含糖的咖啡飲料之頻率？  

  □不喝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55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52.每次含糖咖啡飲料之容積為        ㏄ 

53.喝咖啡飲料時，糖之份量？ 

□不加（含代糖）或不到 1茶匙 □1茶匙 □2茶匙 □超過 2茶匙，是   茶匙 

54.喝咖啡時是否加奶精（奶油球）？ 

□不加或不到 1茶匙（球） □1茶匙（球） □2茶匙（球） □超過 2茶匙（球），是   茶匙（球） 

55.在一星期裡，喝酒之頻率？  

□不喝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58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56.較常喝哪一類的酒？ 

  □啤酒類酒精濃度 3~6﹪ □水果酒類酒精濃度 12~18﹪ □烈酒類酒精濃度 40﹪（含以上） 

  □差不多 

57.每次喝多少容量的酒（一杯 240㏄）？  

□不到 1/4杯 □1/2杯 □1杯 □1又 1/2杯 □2杯 □超過 2杯，是     杯  

58.扣除茶、咖啡與酒類飲料，在一星期裡，你大概喝多少次其他的飲料（如：可樂（不含健怡可樂）、

汽水或包裝果汁等）（採累加方式計算）？ 

□不喝或很久一次 □一次□二次□三次□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超過七次，是     次 

59.每次飲料之容積為        ㏄ 

60.在一星期裡，你大概有多少天會吃零食或點心（正餐之外的時間，不含宵夜）？ 

□不吃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62題）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61.較常吃的三種零食或點心，依序是（1）種類名稱                    ，包裝份量                     
                                  （2）種類名稱                    ，包裝份量                     
                                  （3）種類名稱                    ，包裝份量                     

62.在一星期裡，你大概有多少天會吃宵夜{本題針對體脂肪}？ 
□不吃或很久一次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63.在一星期裡，你食用速食品（如：速食麵或調理包）之頻率？ 
□不食用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66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64.較常食用之速食品三種，依序是（1）名稱                    ，包裝份量                     
（2）名稱                    ，包裝份量                              
（3）名稱                    ，包裝份量                     

65.較常在何時食用速食品？ □早餐 □午餐 □晚餐 □零食或點心 □宵夜 □差不多 
66.在一星期裡，你食用速食店餐點之頻率？ 
  □不食用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69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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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較常食用之速食餐點三種，依序是（1）名稱                    ，份量                     
（2）名稱                    ，份量                                 
（3）名稱                    ，份量                     

68.較常在何時食用速食店之餐點？ □早餐 □午餐 □晚餐 □零食或點心 □宵夜 □差不多 
69.你有無服用營養補充劑？ □無（跳答第 72題）   □有 
70.較常服用的營養補充劑（如:善存、綜合維他命、魚肝油、雞精、鈣片、鐵劑或中藥等）三種， 
  依序是（1）名稱                    ，份量          顆或瓶/次，服用頻率          次/週 

      （2）名稱                    ，份量          顆或瓶/次，服用頻率          次/週 
      （3）名稱                    ，份量          顆或瓶/次，服用頻率          次/週 

71.服用以上三種營養補充劑之時間，分別有        月、        月及        月 
  72.飲食型態是否受到月經週期影響而有改變？ □否（跳答第三部份）   □是 
  73.其改變（如：食量之增減或偏好改變）是如何？請說明                                        
 
三、運動習慣： （請在適當“□”中打ˇ，以及在       填寫適當的答案） 

1.在一星期裡，運動之頻率？  
□不運動或很久一次（跳答第四部份）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2.較常運動的項目（至多三種），依序是：               、               、                
3.上述之運動項目，每次運動時間分別約是        分鐘、        分鐘及        分鐘 
4.維持上述運動項目之習慣，分別有        月、        月及        月（若有中斷期間請扣除） 

 
四、生活習慣： （請在適當“□”中打ˇ，以及在       填寫適當的答案） 

1.你每天看電視、小說、漫畫的時間共有多長？ 
□沒有（跳答第 3題）□半小時□一小時 □一個半小時 □二小時 □二小時以上，是     小時 

2.你看電視、小說、漫畫時是否有吃零食的習慣？  
□不吃或很久一次 □偶爾會吃 □一半一半 □通常會吃 □都會吃 

3.你每天打電腦及打電動的時間共有多長？ 
□沒有（跳答第 5題）□半小時□一小時 □一個半小時 □二小時 □二小時以上，是     小時 

4.你打電腦及打電動時是否有吃零食的習慣？ 
□不吃或很久一次 □偶爾會吃 □一半一半 □通常會吃 □都會吃 

5.在一星期裡，抽菸之頻率？ 
□不抽或很久一次（跳答第 7題） □1次 □2~3次 □4~5次 □每天 1次 □每天 2~3次 

6.抽菸之支數是        支/次 
7.在一星期裡，你大概有多少天會熬夜？ 
□沒有或很久一次 □一天 □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8.是否曾食用過代餐？    □是，其頻率是             ，熱量是             大卡/包   □否 
9.是否曾使用過減肥藥？  □是，其頻率是                □否 

  10.是否曾使用過瀉藥？   □是，其頻率是                □否 
  11.是否曾自我催吐？     □是，其頻率是                □否 

12.是否曾使用過藥物來調整月經週期？ □是，其頻率是                □否 
13.三餐所花費的時間，通常是：早餐        分鐘，午餐        分鐘，晚餐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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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飲食態度問卷 

飲食態度問卷                                受試者編碼：               

問卷填答時間：民國 94年   月   日                             姓名：                    
 

 
 
 
 
 
 
 
 
 
 
 
 
                                               從  偶  有  常  經  總 
                                               不  爾  時  常  常  是 

1. 極端害怕體重過重。………………………………………□  □  □  □  □  □ 

2. 雖然肚子餓，還是避免吃東西。…………………………□  □  □  □  □  □ 

3. 腦子裡老是想著食物。……………………………………□  □  □  □  □  □ 

4. 曾經暴飲暴食過，在當時覺得自己無法停下來不吃。…□  □  □  □  □  □ 

5. 把食物弄得很細碎。………………………………………□  □  □  □  □  □ 

6. 清楚知道自己所吃食物的的卡路里含量。………………□  □  □  □  □  □ 

7. 特別避免吃含高醣類（如：米飯、麵包、洋芋等） 

的食物。……………………………………………………□  □  □  □  □  □ 

8. 覺得別人希望我能吃得更多一些。………………………□  □  □  □  □  □ 

9. 吃完食物後再嘔吐出來。…………………………………□  □  □  □  □  □ 

10. 吃完食物後，有非常強烈的罪惡感。……………………□  □  □  □  □  □ 

11. 老是希望自己更瘦。………………………………………□  □  □  □  □  □ 

12. 當我運動的時候，所想的是要消耗掉熱量。……………□  □  □  □  □  □ 

13. 別人覺得我太瘦了。………………………………………□  □  □  □  □  □ 

說明：下面的問題是想瞭解妳過去飲食的態度與行為，請在與妳實際狀況符 
合的□中打「ˇ」。 
 
從不：表示從未如此。 
偶爾：表示十次中有一次或二次如此。 
有時：表示十次中有三次或四次如此。 
常常：表示十次中有五次或六次如此。 
經常：表示十次中有七次或八次如此。 
總是：表示十次中有九次或十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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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偶  有  常  經  總 

 不  爾  時  常  常  是 

14. 老是想著自己的身上有脂肪。……………………………□  □  □  □  □  □ 

15. 每餐飯都要花費比別人更長的時間吃完。………………□  □  □  □  □  □ 

16. 避免吃含糖的東西。………………………………………□  □  □  □  □  □ 

17. 吃減肥餐。…………………………………………………□  □  □  □  □  □ 

18. 覺得食物控制了自己的生活。……………………………□  □  □  □  □  □ 

19. 食物當前，仍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  □  □  □  □ 

20. 覺得別人逼我去吃東西。…………………………………□  □  □  □  □  □ 

21. 花太多的時間和心思在食物上。…………………………□  □  □  □  □  □ 

22. 吃完甜食後覺得不舒服。…………………………………□  □  □  □  □  □ 

23. 進行節食的行為。…………………………………………□  □  □  □  □  □ 

24. 喜歡自己的胃裡面是空空的。……………………………□  □  □  □  □  □ 

25. 喜歡嘗試沒吃過的高能量的食物。………………………□  □  □  □  □  □ 

26. 在進餐完後，有要去嘔吐的衝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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