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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序

運動生理學網站在最近兩年內有了相當程度的進步，透過互動式的網

頁設計，讓網友與編輯人員間的互動增加了，相反的我們所花費的時間也

相對的提高許多。無論如何，天下雜誌海闊天空學習中心的推薦，代表我

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事實上，網站幾乎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份。

未來運動生理學網站將以專業化的「運動科學資訊網」與大眾化的「網

路體育學院」呈現，持續提供更完整、更豐富的網路運動科學知識與運動

經驗資訊。

討論區的內容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國內運動生理學權威林正常老

師的回覆，經常是長長的一串，也是大家願意到此討論的主要原因。感謝

經常參與討論的王健老師、方進隆老師、林貴福老師、吳慧君老師、張瑞

泰老師、黃永任老師、張振崗老師、陳樹屏老師、姚承義老師、洪偉欽老

師、謝宏昇老師、李昭慶老師、林信甫先生、吳忠芳老師、吳顥照先生等

人，以及幾位不知名網友的積極參與回饋，當然也要感謝到此諮詢運動問

題的網友。事實上，每一位參與者都可以說是作者之一。為了感謝大家的

參與，這本書將會以電子書的方式，在網路上提供網友免費下載。

事實上，知識是持續累積的。運動生理學問答集一書(電子書)的出版，

將可以讓剛參與網站的網友瞭解「有相當多的問題已被討論過」了。從 1999

年 11 月成立運動生理學討論區後，目前，全新的運動生理學討論區已經有

每天一百多人次的瀏覽率，討論的主題已經超過六百個以上。隨著運動生

理學網站的轉型與發展，我相信每一位參與的網友，將會持續獲得更豐富、

更正確的運動資訊。

王順正 20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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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運運動動生生理理學學網網站站成成立立宗宗旨旨

網路時代的來臨，影響到大部份人的學習方式與習慣。學體育(運動)

的人也一樣，不可避免的，在網路上找尋屬於自己的知識寶藏。然而，網

路上有關正確運動知識的傳播以及運動經驗的傳承，卻像真實的世界一樣

貧乏，而且並未受到廣泛的重視。

相反的，各 BBS 站上、運動版中，眾多有關如何參與運動的詢問：「跑

步好？走路好？」、「怎樣訓練彈性？」、「運動時的呼吸方法？」……，大

部份的回答內容，不是只有空洞的陳述，就是無疾而終。很可惜的，眾多

實際參與運動訓練的國家級運動員與教練們，並沒有上網路討論問題的習

慣；眾多運動生理學、運動訓練的專家學者們，則沒有上網回覆簡單運動

問題的熱情。

就在體育界面臨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修訂(「體育」改為「健康與體

育」)、體育課程「選修化」(高職與大專院校體育課程)、運動「職業化」、

以及體適能概念「健康化」的變遷下。無論如何，「如何運動最好？」、「運

動有益身心健康！」的概念與知識，仍然是每一位參與運動者必備的基本

知識與概念，也是「運動」所以受到社會大眾重視與認同的主要原因。

儘管，就論文的發表篇數或主修的人數來看，運動生理學的相關研究，

一直是體育學術界的研究主流。但是，運動生理學相關理論與知識的傳播

與應用，似乎還不夠普遍。事實上，就運動參與者的觀點來看，有關基本

運動生理學知識的介紹與宣導，確實比實驗室內的運動生理學實驗研究還

重要。

提供正確的運動生理知識與經驗，正是設立「運動生理學」網站的主

要原因；「運動生理週訊」電子報的成立，則是「理論是很實際的，實際是

很理論的」概念的實踐。運動生理學網站以提供廣泛運動生理知識與經驗

傳承為目標，讓各式各樣的運動參與者或指導者，能夠具備最新、最豐富

與最正確的運動科學知識。

運動科學知識的瞭解與實踐，絕對是運動競技實力與運動健康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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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每一位持續參與運動生理學網站的網友，一定可以不斷的在網站中，

發現更多、更實用的運動科學知識。

四年來，運動生理學網站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天下雜誌「海闊天空

學習中心」的推薦，讓運動生理學網站成為國內「體育界」的先驅。目前，

運動生理學網站已發展成「運動科學資訊網(http://140.123.226.100)」與「網

路體育學院(http://140.123.226.99)」。

二、運動生理學網站站史

1998.06. 在林正常老師主持下開始建構網址 www.ccunix.ccu.edu.tw/~grcscw/

1998.07. 連絡國內學者提供學者 E-Mail 接受網友諮詢

1998.07. 王順正老師入伍服役

1998.10. 連結屏東商技學院體育室「運動與健康」網頁(謝宏昇教授提供)

1998.12. 連結國立新竹師院健康體能研究室(林貴福教授提供)

1999.01. 成立「問題集」網頁(整合網友問題)，避免重覆回答網友問題

1999.03. 成立「運動體適能」網頁(避免網友以為體適能就是健康體適能)

1999.03. 就體適能部份 E-Mail 教育部長提出建議

1999.04. 「運動生理週訊」上站，接受網友訂閱

1999.07. 新設網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運動生理學研究室(目前已取消)

1999.09. 「體育情懷正常心」上站

1999.10. 1999.10.18.「運動生理週訊」訂閱人數超過三百人

1999.11. 成立「運動生理學討論區」

2000.01. 修正最新 logo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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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2. 本站出版週訊合訂本「運動場上的春天」一書，同時於 2000 年 2

月 26 日，假臺灣師大分部體育研究所會議室舉辦網聚，參加人

數達五十餘人。

2000.05. 本站新設網址 http://140.123.226.100/。預定 2000 年六月份起，將

各入口網站的登錄位址皆改為此網址。

2000.10. 成立「運動網站策略聯盟」，在「400m--田徑網站」、「阿湯的

體育課」、「健身個人教練」等網站的加入下，網站上站人數增

加了數倍。歡迎運動相關網站加入策略聯盟行列。

2000.11. 新增 logo

新增橫版廣告:

連結運動生理學網站時，可以直接複製下面的程式，到您網站的

適當位置。

<a href="http://140.123.226.100/epsport/">
<img src="http://140.123.226.100/epsport/image/ep_baner-120.gif"

border=1 alt="運動生理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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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 運動生理學網站首頁改版完成，相關資料改為線上管理為原則。

包括網站登錄、好書登錄、網友登錄等登錄網頁，網友可以線上

參與網站的資訊提供與維護。

2000.12. 聘請多位運動生理學專家擔任網站顧問，協助網友運動諮詢問題

的回覆。

2000.12. 新增運動傷害、運動訓練法、運動營養、個人教練等網頁，提供

線上體育新聞(明日報提供)，同時站長申請了一個新的網站位址

(http://www.epsport.idv.tw)。預定在 21 世紀的開端，以全新的內

容與大家見面。

2001.02. 本站榮獲天下雜誌「海闊天空學習中心」推薦為「運動選手不知

不可」的「健康與體育」類教育好站。

2001.03. 新任站長為林信甫先生(台灣師大體育研究所博士生)。原站長王

順正與林正常老師並列網站主持人，仍會隨時參與討論與問題回

覆。網站內容編寫部分，由新任站長負責。

2001.09. 陸續成立運動科學資訊網的相關網站，包括運動生理學網站、運

動技術分析網站、運動心理學網站等。

2001.10. 成立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科學教育研究室。提供運動科學資訊網

(140.123.226.100)與網路體育學院 (140.123.226.99)的設計與規

劃，提供更多樣化的網路體育運動資訊。

2002.02. 出版「健康運動的方法與保健」一書(師大書苑出版)。

2002.05. 運動科學資訊網由林正常老師與王順正老師共同主持，相關編輯

人員包括站長林信甫、編輯吳忠芳老師、吳顥照、許千昱；各版

版主還包括李昭慶老師、張振崗老師等人。除了網站編輯人員以

外，王健老師、方進隆老師、林貴福老師、吳慧君老師、張瑞泰

老師、黃永任老師、張振崗老師、陳樹屏老師、姚承義老師、洪

偉欽老師、謝宏昇老師、李昭慶老師等人，也經常在討論區回覆

網友問題，事實上，還有很多積極參與網站討論的網友。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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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平 均 上 站 人 次 超 過 一 千 人 次 (140.123.226.100 與

140.123.226.99)。

網站主持人 林正常老師 王順正老師

1998.7. 提供專家學者資訊 1999.11. 成立運動生理學討論區

2000.03.02.首次網聚時網頁 2001.1.26. 運動生理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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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26. 網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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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5.23. 目前的網頁畫面圖

運動場上的春天(運動生理學網站) 健康運動的方法與保健(師大書苑)



-- 14 --

三、運動生理學網站目前的相關人員介紹

網站主持人：
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所長 林正常博士 normalin@ms34.hinet.net
國立中正大學體育中心助理教授 王順正博士 grcscw@ccu.edu.tw

顧問：
大陸浙江大學 王健博士 wjiandr@263.net
台灣師大 方進隆博士 t08026@cc.ntnu.edu.tw
台灣師大 謝伸裕博士 t08028@cc.ntnu.edu.tw
新竹師院 林貴福博士 steve@mail.nhctc.edu.tw
文化大學 吳慧君博士 wuhc@ccu016.pccu.edu.tw
高雄師大 張瑞泰博士 rtchang@nknucc.nknu.edu.tw
台北師院 楊忠祥博士 exercise@tea.ntptc.edu.tw
新竹師院 謝錦城博士 chsieh@cc.nhctc.edu.tw
台北大學 黃永任博士 yjhuang@mail.ntpu.edu.tw
中原大學 鍾秀琴博士 shiow7@cchp01.cc.cycu.edu.tw
輔英技院 張振崗博士 cyyoung511@taiwan.com
台南師院 陳樹屏博士 shuping@ipx.ntntc.edu.tw
中正大學 林晉榮博士 grczrl@ccunix.ccu.edu.tw
中央大學 姚承義博士 yauoouay@cc.ncu.edu.tw
台南師院 劉立宇博士 d1326@ipx.ntntc.edu.tw
嘉義大學 洪偉欽老師 indy@mail.ncyu.edu.tw
屏東技院 謝宏昇老師 hshsieh@ms2.hinet.net
淡江大學 黃谷臣老師 tkuped@mail.tku.edu.tw
淡江大學 李昭慶老師 piggy@mail.tku.edu.tw
中原大學 王怡然 lestwang@iris.seed.net.tw

站長
台灣師大體研所博士生 林信甫 datoe@ms16.hinet.net

網站維護
台灣師大體研所博士候選人 吳忠芳 chungfun@www.cses.tcc.edu.tw
台灣師大體研所碩士生 吳顥照 haochao@pchome.com.tw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研究所碩士生 許千昱 apache@cad.me.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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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連結與介紹運動生理學網站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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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動生理學網站的目前狀況

1.運動科學資訊網(http://140.123.226.100)

運動生理學網站 運動技術分析網站 運動心理學網站

http://140.123.226.100/epsport/ http://140.123.226.100/bost/ http://140.123.226.100/e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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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動生理學網站(http://140.123.226.100/epsport/)

運動生理學網頁 運動與健康網頁

運動營養網頁 運動訓練法網頁

運動傷害網頁 運動生理週訊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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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教練網頁 運動生理學討論區

線上測驗網頁 能量消耗評量網頁

2.運動技術分析網站(http://140.123.226.100/bost/)

運動科學資訊網成立時成立的運動技術分析網站，主要的內容是王順

正所著「運動技術分析—運動生物力學研究」一書，目前還在持續成長中。

由於，運動技術的影響層面較為廣泛，各種運動技術的差異也相當大，因

此，各種運動的技術論壇為本站的主要特色。目前每日上站 50 人次以上。

3.運動心理學網站(http://140.123.226.100/epsy/)

運動科學資訊網成立時成立的運動心理學網站，內容還在規劃中。每

日上站仍有 20 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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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體育學院(http://140.123.226.99)

網路體育學院提供網路中體育網站搜尋，總共有三百多的優質體體網

站，提供網友完整的網路體育資訊。包括免費留言版、網路投票機、體育

知識簡介、運動規則簡介、運動知識論壇、運動技術論壇、體育網站宣傳、

以及各項運動教室的網路訊息規劃，提供網友充分的網路體育相關資訊。

除此之外，運動聊天室、運動知識的線上測驗、線上遊戲、線上體育活動

報名系統等單元的規劃，提供了多樣化的體育運動資訊服務。

目前，網路體育學院每日約 500 人次上站，若加上其他附屬的網站，

例如阿湯的體育課、阿湯書忙、400m 田徑網站、中正高爾夫球隊、嘉義大

學高爾夫球隊等，每日上站人次在 15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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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知識簡介 運動技術論壇 運動規則

熱門體育網站點選 最新體育網站點選 最新登錄體育網站

運動訊息張貼 運動教學訊息張貼 運動網站宣傳

運動聊天室 線上測驗 線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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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附屬網站

400m 田徑網站 阿湯體育課 阿湯書房

http://140.123.226.99/400mv2/ http://140.123.226.99/pe/ http://140.123.226.99/tangbooks/

健身個人教練 中正高爾夫球隊 嘉義大學高爾夫球隊

http://140.123.226.99/haochao/ http://140.123.226.99/ccugolfclub/ http://140.123.226.99/ncyugolf/

劍湖水土保持戶外教室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體育室 中正大學產學高爾夫球隊

http://140.123.226.99/jan-fu/ http://140.123.226.99/npic/ http://140.123.226.99/iccugolf/

目前網路體育學院中提供空間的體育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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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動生理學網站的未來發展

1. 運動生理學網站的未來展望(運動生理週訊第 83 期，林正常老師)

不少人對我說，「運動生理學網站，做得真不錯！」，「運動生理學網站，

可以做商業用途了！」。這些話，說明了大家對「運動生理學網站」的肯定

與期待。「運動生理學網站」成立於 1998 年 7 月，算是相當年輕的網站。

順正當初成立的構想，大概是只想試一試，或許也想在這資訊時代插一腳，

不願意缺席。

首先談「週訊」。一週一篇文章，文章要通俗、實用、大家有興趣，確

實難度高。尤其，當「寫得差不多了」時，好像不重覆主題，根本行不通。

不過，我想還是時間的問題，基於「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我想是不

會至「黔驢技窮」地步的。就像找研究題目似的，永遠不會找不到題目的。

即使如此，有新的內容，舊主題再呈現一次，又有何妨呢？事實上，我的

想法是週訊根本不必訂，也不必寄，打開網站不就可以看到了嗎？

為了多參與，網站增加了不少顧問，大部分是具備博士學位的高手。

這種做法，無非是要大家多多介入，多伸出援手，不要袖手旁觀，不要見

死不救，希望藉更多人之力，讓網站永遠進步，生生不息。很高興，有時

候一些「新面孔」加入回答網友問題的行列。當新援助介入時，就好像寒

冬中之一股暖流，讓人覺得溫馨、興奮莫名。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問題經

常只有一個人回答，或許大家覺得有人回答就好，幹嘛湊熱鬧呢？事實上，

尤其是討論區，設置的原意是要讓大家一起表示意見的。

討論區與留言版是我幾乎每天都看的部分，碰到一些「理想」問題出

現時，我會迅速抽空回答；碰到一些問題「不理想」時，我會留著讓順正

自己「應付」。所謂理想，是指問題是大家的共通問題，人人想知道，卻又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問題。所謂不理想的問題，是體育系學生，老師交給的

課堂上的作業：肌肉生在哪裡？骨頭長在哪裡？或非常偏、相當艱深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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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又有一些問題，不願意回答的理由，是答案可能「敷衍」，不是三言兩

語所能說清的，何況答案是要人一個字一個字打了後才能呈現的。一些作

業型的問題，學生實在應該自己找答案。

最近網站有點改變，就是分類得更清楚了，如「運動生理學」、「運動

訓練法」、「運動與健康」、「運動體適能」、「運動傷害」、「運動營養」等，

都放置了一些內容，這些都有專人負責。分門別類雖是進步的一大步，只

是各類之內容是否充實的問題，就開始顯現出了。

接著，談一談網站轉型的問題。幾年來，對於「運動生理學網站」我

始終覺得名稱本身，限制了網站自己的發展。如果換成一般通俗的名稱，

不屬專門領域的名稱，應該會有更多更多的人會「自投羅網」的。「運動生

理學」是我們的「根」之所在，如果能將此「根」移植，讓它生出更多更

多的「根、莖與枝葉」，應該不會是「忘本」的行徑吧。諸網友如果同意這

種看法，或許該集思廣益，幫本網站想一個既通俗又容易記的合適名字。

話雖如此，接著馬上又會碰到的一個問題是，網站的路線，是要走專

業或要走大眾化路線的嚴肅問題。大眾化與專業化能夠並行而能相互調和

得很好嗎？目前走的似乎是專業路線，雖然有些網友把它當作通俗的網站

來看待。對此一專業的網站，可能大部分專業的人，還是不會接觸，因為

學有所專的人，還覺得不夠專業。為今之計，或許可從更改名稱著手，讓

上網的人數增多了再說。

前不久，曾來台參加研討會兩次的，大陸浙江大學的王建教授寄來一

篇短文，該短文，後來作為週訊登出，王教授說他過年前發現一管道，可

進入運動生理學網站，後來他也將他對於體育與運動的意見，回應在「什

麼是體育，什麼是運動」的討論區之回應問題上。我覺得，網站有關這一

問題的「討論」最為成功，因為到現在已有 12 個人回應此問題，發表「高

見」。有時候，真的高興「島外」網友的參與，讓我們感受到電腦網站「無

遠弗屆」的功力。

最後要衷心感謝曾經為網站貢獻心力的人，包括島內與島外的廣大的

參與網友們，由於大家的參與，網站能夠一日日的成長與發展。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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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來自網友的「牢騷」，也會提醒網站，往更理想的境界邁進呢。

2.持續進行運動科學知識的傳播

運動生理學網站的相關網頁，將持續維持與發展。例如運動生理學討

論區，每天一百人次以上的流量，以及多位博士級以上的顧問協助回覆體

育運動相關問題，堪稱是國內最具特色的運動討論區。

運動生理週訊電子報多達一千人次以上的訂閱，讓網站編輯人員既高

興又擔心，因為，如果有一天沒有網友的參與寫稿，我們幾個人會不會寫

不出東西來？有網友的投稿與加入，才是運動生理週訊能夠持續下去的主

要因素。

運動生理學線上測驗也是本站的特色之一。持續新增測驗的題目，讓

測驗的內容更具普遍性與專業程度，也是網站不得不持續加強的內容。

目前，運動生理學網站已經發展成「運動科學資訊網」與「網路體育

學院」兩大網站，一個往專業的運動科學資訊網站發展，一個則以一般性

的體育運動資訊提供為目標。期望在這樣的規劃與設計下，持續提供更多

樣化的運動資訊，讓網路中的體育運動資訊更為豐富。

3.網路體育運動資訊教育效益評量

未來，配合國立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的成立，運動生理學

網站將持續提供一些網路體育運動資訊的教育服務與效益評估，包括「網

路體育運動資訊研習」、「網路運動科學資訊教育的效益問卷研究」、「提供

體育運動網站免費討論區、留言版」、「規劃各項體育運動資訊的網際網路

設計」等，都將一步一步的呈現出來。希望有志進行網路體育運動資訊的

網友，能夠直接或間接的由網路參與網站的各項活動與規劃。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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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運動生理學網站發展成「大家的」運動資訊網站，需要你們的參與

與建議。

七、運動生理學討論區問答集

主題 1：台灣發行的運動生理學教材。

回覆：

1964 年以來，臺灣發行的運動生理學的教材如下：

運動生理學，江良規譯，臺灣商務，1964。

運動生理，齊沛林譯，維新書局，1968。

運動生理學，宗石喬，自由青年社(臺北)，1969。

肌肉運動生理學，謝文福譯，1976。

運動生理學入門，陳相榮譯，大文(臺中)，1977。

運動生理學，林正常譯，師大書苑，1978。

運動生理學概論，蘇雄飛，臺北體專，1978。

運動生理學，吳萬福譯，水牛出版社，1979。

運動生理學，彭英毅譯，合記，1982。

運動生理學，陳立中，華岡，1984。

運動生理學，陳相榮譯，精華出版社(臺中)，1988。

運動生理學教材，體總編譯，全國體總，1988。

運動生理學實驗指引，林正常著，師大書苑，1989。

運動生理學 -- 教練指南，體院譯，體育學院，1989。

運動生理學，黃彬彬編，國立編譯館，1990。

運動生理學，楊錫讓等，人民體育(華岡)，1991。

運動生理學實驗，吳慧君著，文化大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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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運動生理問答，趙家琪等，浩園文化，1995。

運動生理學實驗指引，林正常著，師大書苑，1995。

運動生理學，林正常著，師大書苑(初版)，1997。

運動生理學，林正常著，師大書苑(增訂版)。1997。

運動生理學的原理與應用，楊錫讓等，文化大學，1997。

運動能力的生理學評定，吳慧君著，師大書苑，1999。

運動生理學，吳鑑鑫與黃超文，亞太圖書，2001。

運動生理學，王光濤編著，合記，2001。

運動生理學讀本，林曼蕙，合記，2001。

應用運動生理學，陳坤檸，五南圖書，2002。

運動生理學，林正常等譯，藝軒，2002。

主題 2：Exercise physiology 和 Sport physiology 是什麼？差別如何？

回覆：

Exercise Physiology 譯成運動生理學，只要是運動的生理反應機轉效果

都包括，如做登階運動觀察心跳或循環之類的反應，或人採坐姿，反覆臂

屈伸之生理反應，或一些運動與健康生理有關之知識，不見得與運動比賽

的項目扯得上關係。

Sport Physiology 譯成競技運動的生理學，涵蓋的內容侷限在競技運動

方面，如游泳比賽，籃球、壘球、鐵人三項等運動項目的生理反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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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體能與生理特徵等，或許會以競技比賽之運動項目來分章節。

主題 3：基礎代謝率有沒有一個公式？

回覆：

基礎代謝率(如睡覺休息狀態下的代謝能量)即為一個 MET，等於

3.5ml/kg.min。是可以估計能量或是運動強度的一種方式。如知道自己的最

大攝氧量(ex.35ml/kg.min)，除以基礎代謝率(3.5ml/kg.min.)即可知道自己有

幾個 MET(ex.10MET)。

一般而言，運動越激烈，MET 數越高。而一個 MET 的能量消耗約為 1

大卡/公斤*小時。因此，如果知道從事運動的強度，MET 可以估計(由體適

能或運動生理學的書籍可查知)就能計算運動時所消耗的能量。如一個人體

重六十公斤，以每分鐘二百公尺的速度慢跑三十分鐘，即可按照基礎代謝

率(MET)的概念算出他在這時間所消耗的能量約為多少？每分鐘二百公尺

的速度約為 12MET(查表)，依公式即為 12 大卡/公斤*小時，考慮體重 60

公斤，30 分鐘能量消耗為 360 大卡，即 12*60*0.5(30/60)。

BMR for man = 1 kcal * kg of body weight/hour * 24

BMR for woman = 0.9 kcal * kg of body weight/hour * 24

每小時每公斤體重約需 1 大卡熱量來維持生命運作，如體重 70 公斤的

人其基礎代謝率約 1kcal * 70 * 24 = 1680 kcal。基礎代謝是維持心跳、呼吸、

及體溫等基本生命運作所必需的熱量。睡眠時基礎代謝率約減少 10%。

主題 4：登階測驗的 V‧O2max 的計算。

主題內容說明：

有一 50 歲的人作登階測試求其最大需氧量 V‧O2max。3METs 心跳率為

110、5METs 心跳率為 125、7METs 心跳率為 140。求您幫我解答,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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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回覆：

50 歲的人的最大心跳率是 220-50=170。

3Mets 時心跳率 110、5METs 時心跳率 125、7METs 時心跳率 140，那

麼心跳率 170 時為多少 METs。

即每增加 2METs的強度心跳率每分鐘增加 15次，170心跳率時的METs

值＝7+[(170-140)/15]*2＝7+4＝11(METs)，11METs=11*3.5(ml/kg/min)=38.5

(ml/kg/min)。即最大心跳率為 170 次的 50 歲運動者，(登階運動時的)最大

攝氧量為 38.5ml/kg/min。

事實上，此類最大攝氧量推算的計算通常沒有太大的意義。一般來說，

攝氧量在輕負荷時確實會有與運動心跳率成正比的現象，但是，當運動的

強度持續提高之後，攝氧量會顯著的提高、心跳率的上升率卻會趨緩，使

得兩者之間的比例，呈現顯著的變動。這種變動並不是簡單的等比例問題

可以說明，而且受到運動者能力的差異、運動訓練的狀況、年齡等等因素

的顯著影響。

因此，有關登階測驗推算最大攝氧量的效度並不高。一般來說，登階

測驗評量最大攝氧量的效度並未達到普遍性。登階測驗評估最大攝氧量的

測驗方式，比較適合青少年與女性等最大攝氧量普遍較低者，效度也僅約

0.7。

主題 5：衰竭運動的標準定義？

回覆：

衰竭運動的英文是 exhustive exercise、或 all out 的運動。指運動是做到

不能再運動下去了的運動。如開始每分鐘跑 100m，即 100m/min，隨後，每

一分鐘速度增加 20m，直到衰竭。衰竭的定義不見得要做到真的趴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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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活來。

在實驗室中進行最大攝氧量的測驗時，經常要判定跑者是否已經衰

竭，以作為攝氧量是否已經達到最大值。其判定標準包括：(1)運動負荷持

續增加下(可能是跑步機的速度越來越快或腳踏車的功率越來越高)，身體攝

氧量增加率不超過每分鐘 150ml、不變、甚至下降。(2)每分鐘的換氣量大

於 100 公升(有些耐力運動員可能增加到 120 公升以上)。(3)心跳率達到最大

預測值(220 減去年齡)的正負 10 次/每分鐘。(4)呼吸交換率(二氧化碳產生量

除以氧氣消耗量)大於 1.1。通常達到以上四個判定標準的三個，即判定該測

驗的受測者已達到最大運動的水準。測量到的攝氧量最大值即為「最大攝

氧量」。

主題 6：最大攝氧量的%強度？

回覆：

一般運動訓練而言，經常會以最大攝氧量 50﹪或 60﹪的強度作為有氧

性的運動訓練，以 100﹪以上的最大攝氧量之運動強度，來代表無氧性的運

動訓練。

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在 1995 年出版的運動測驗與處方指引第五

版中(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5th Ed.)推估儲

備心跳率的百分比(％heart rate reserve, ％HRR)其所提供的訓練強度與最大

攝氧量之百分比(％V‧O2max)的運動強度是相同的。但最新的美國運動醫學

會 (ACSM ， 1998) 所出版的運動測驗與處方指引第六版中 (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6th Ed.)推估儲備心跳率的百

分比(％heart rate reserve, ％HRR)其所提供的訓練強度與儲備攝氧量之百分

比(％V‧O2max)的運動強度是相同的。並且認為以最大心跳率的 55﹪和 65

﹪到 90﹪運動強度相當於儲備心跳率(HRR)或儲備攝氧量(V‧O2R)的 4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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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到 85﹪的運動強度。

要增進或維持心肺適能的訓練強度範圍，對於 low-fit 或 deconditioned

的人，其訓練的強度最好維持在 55%~64%的最大心跳率，相對於那些經常

從事身體活動的人，要進一步提升心肺適能，其訓練強度應在最大心跳率

的 70%~85%的目標範圍，這樣的運動強度才足以提供 60%~80%儲備心跳

率或儲備攝氧量的強度刺激。

一般人最好掌握最大心跳率%比較實際，因為最大心跳率可用 220 減年

齡來算出。心跳率從手腕或身上許多地方都可以測量，最大攝氧量%與最大

心跳率%有一定的關係，每人之關係不相同，不過大致如下：最大攝氧量

50%約等於最大心跳率 55~60%，最大攝氧量 60%約等於最大心跳率

65~70%，最大攝氧量 70%約等於最大心跳率 75~80%，最大攝氧量 80%約

等於最大心跳率 85~90%。研究人員用最大攝氧量%，一方面故然因為有能

力測量，另一方面也因它比最大心跳率%更正確有效。

不同年齡的鍛煉者都有相同的%HRR--%V‧O2max 關係嗎？其實呢！由

於心跳的最大值約為最小值的三至四倍、耗氧量的最大值則約為最小值的

十倍，因此，以最大值的百分比來評量，本來就具備較低與較高百分比的

誤差過大現象。除此之外，我覺得由於年齡的增加，可以顯著降低心跳的

最大值(例如 80 歲者的最大心跳率僅有約每分鐘 140 次)，降低心跳最大值

與最小值的比例。年齡對於%HRR--%V‧O2max 的關係，必然會有所顯著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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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7：OBLA 與無氧閥值有何不何？

回覆：

大概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在 ACSM 的期刊中很少看到 OBLA(乳酸偏折

點)與 anaerobic threshold 這樣的名詞用作論文的標題。比較常見的反而是

IAT(乳酸)、乳酸閾值、換氣閾值這些名詞。基本上，透過血乳酸的評量所

測量到的血乳酸急速增加的運動強度稱為 IAT 或乳酸閾值，透過換氣的分

析與評量測量到的運動強度稱為換氣閾值。

早期，OBLA 是指血乳酸濃度在 2mM/L 或 4mM/L 下的運動強度。由

於透過絕對的血乳酸濃度來評量不同個體的血乳酸耐受程度，無法顯現出

個別差異。無氧閾值則是以概括性的方式說明人體運動時的有氧與無氧界

線。但是，研究發現以不同的身體生理變項進行評量時，包括心跳、血乳

酸、換氣、肌電圖、自律神經系統反應等，會有不同的評量結果。顯然，

以這種概括的方式說明一個人的身體生理活動狀況有氧與無氧現象，是相

當不客觀的。

人體在高強度的狀況下，人體的生理現象並非「無氧」，而是來不及使

用體內的氧氣。如果你的問題是「OBLA 與無氧閾值有何不同？」。很顯然

的，你並沒有得到適當的「無氧閾值」概念與資訊。因為，這兩個名詞都

是「舊」名詞。OBLA 是 onset of blood lactate accumulation 的縮寫。例如在

1991 年出版的 Exercise Physiology - Energy, Nutrition, and Human

Performance. (Third Edition, McArdle,W.D., Katch,F.I. & Katch,V.L.)就沒有

Anaerobic Threshold 的名詞解釋與說明，倒是 OBLA 還在書中有詳細的介

紹，這本書的最新版本有沒有說明我倒是還不清楚。

以往的研究對於 Mcardle 病患不會產生乳酸的研究發現，儘管換氣的狀

況已經大量的增加，患者體能的乳酸並沒有改變。顯然有一些人，並沒有

血乳酸隨著運動強度的增加而改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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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8：跑步與游泳的心肺耐力有什麼差別？

回覆：

水中與路上的差別在於「運動方式的特殊性」上。包括：主要的參與

肌肉不同、肌肉用力的型態不同、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型態不同、......。因

此，通常，游泳選手的心肺耐力應在游泳池中進行檢測較佳，跑步選手、

腳踏車選手的心肺耐力也都應以其平時的運動方式來進行檢測較佳。或

許，因為你常游泳，但是一般的心肺耐力測驗方式是以跑步的方式來進行，

可能會測得不正確的心肺耐力推估值。

所謂「心肺耐力的測驗(表現)結果」，應該包括運動時的最大心肺使用

功能(生理機能)以及長距離的耐力運動表現兩部分。生理上的心肺功能的表

現，主要包含心臟的跳動狀況、換氣的能力、氧氣的使用狀況、二氧化碳

的產生情形、......等生理反應情形；運動生理學上通常以最大攝氧量來代

表；一個人的最大攝氧量越佳，代表心肺耐力越好。外在的長距離的運動

表現部分，通常指人體能夠在特定距離(通常指 20 至 30 分鐘以上的運動距

離)運動的時間長短，當距離固定時，運動的時間越短代表耐力運動表現越

佳。

從特定距離的跑步或游泳表現來看，具備相同有氧跑步能力(例如 5000

公尺跑的最佳跑步時間相同)，通常不會在游泳表現(例如 800 公尺的游泳成

績)上具備相同的能力。這種差異的最主要來源在於即「游泳的技巧好壞」，

當然技巧的好壞還包含熟練度。相反的，具備相同游泳能力的游泳者，也

不會具備相同的跑步能力(至少在測驗時很難相同)。一般來說，田徑選手很

少具有好的游泳能力，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肌肉參與活動的狀況很不一樣。

游泳選手的跑步動作更會過度使用腳踝動作。

從最大攝氧量的觀點來看，一個人跑步時的最大攝氧量與游泳時的最

大攝氧量高低，需視運動者的主要運動方式來決定。通常游泳選手測量跑

步的最大攝氧量時，測量值會顯著低於游泳時。相反的，跑步選手測量游

泳時的最大攝氧量也會有所差異存在。很顯然的，游泳時的主要作用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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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跑步時不同，因此，測量跑步與游泳時的最大攝氧量當然會有所不同。

由於人類在陸地上活動的時間比在水中活動的時間多得多，因此雖然

你習慣在水中活動，自覺水中的心肺耐力不錯，還是要在陸地上多走動，

甚至跑跑動，才能成為一位具備水路兩棲心肺耐力都好的人。一般上，陸

地上的心肺耐力比水中的心肺耐力對生活較有用，尤其，對於骨質保健，

陸上多運動非常重要，水中運動的效果不理想。

主題 9：我一分鐘心跳只有 52 到 55 下之間，怎麼辦？

回覆：

你是選手吧！？如果你屬耐力型運動的選手，就"千分的恭喜你"，你的

"耐力素質"還不差。我用"千分的恭喜你"而不用"萬分的恭喜你"，是因為還

不夠好，有些世上頂尖的馬拉松運動員，他們的安靜心跳率才每分鐘三十

幾下，因此你還有許多許多努力的空間。如果你不是耐力型運動項目的選

手，請你"萬分的放心"，因為這沒事，如果你沒有絲毫症狀，根本沒什問題，

這表示你每分鐘心跳跳這麼多下就夠身體使用了。

生理的法則是，"無用的再多還是無用的"，"無用的是越少是越好的"，

安靜心跳率過大，如人安靜休息十幾二十分鐘之後，量出安靜心跳率每分

鐘 90 次以上就不太好了。

主題 10：為何運動員的心跳次數較平常人少？

回覆：

心臟屬超耐力肌，且優先獲得血液的供輸，除非是有病的心臟，一般

在骨骼肌極度疲憊之前它是不會有疲勞問題的。身體的生理反應建立在"需

求"水準上，耐力性運動員，經年累月的訓練，最典型的影響是心室腔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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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心室舒張時，流入左心室內的血液增加，搏出心室的血量自然增加，

因此，心臟它慢慢的跳動，就能輸送足夠的血液至身體各部位。

人體的生理反應一般情況下，不會做無謂的浪費，它的原則是"夠用就

好"，它不會做無謂的功，因此他跳得慢，此理由是他根本無跳快的理由，

而它有跳慢的本錢。

其次是耐力性訓練對迷走神經發生影響，由於它屬抑制性之效果，讓

心跳變慢，以至於安靜時，跳得比較慢，由於慢，有比較長的時間讓心室

接納從肺送回來的肺動脈血，讓左心室更能夠充滿血液。這一理由跟上一

理由是相通的，互相影響，互有關聯的。非耐力性運動員，如短跑或舉重

運動員們的安靜心跳率不見得會比一般人低。

耐力性運動員在非最大運動時心跳反應,與安靜時的心跳反應是一樣

的，它也是"夠用就好"，因此它的跳動也是比一般人慢的。至於最大運動之

時，到底耐力性運動員心跳有沒有比較慢，那就不一定了。一般的說法是：

耐力性運動員在最激烈的運動時之最大心跳率低於或等於非耐力性運動

員。由於是在"拼最大"，理論上是"越大"越好，奈因平時訓練時，迷走神經

的一再作用，發生了適應現象，以至於最大心跳率沒有與一般人跳得一樣

的高是相當有可能的。

主題 11：最大心跳率會隨心肺功能的退步而跟著下降嗎？

主題內容說明：

今天我收到一個 e-mail，內文是中國時報（2001.5.21.）健康小百科，

以「兒童體能一代不如一代」為題的文章。文內指稱現在小孩子的運動能

力低落，最大攝氧量比 30 年前低 10~20%。運動時最大心跳率每分鐘很少

超過 160 次的。朋友們，對於「兒童體能一代不如一代」與「最大心跳率

如此巨幅滑降」您的看法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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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運動時最大心跳率每分鐘很少超過 160 次的？」大概小朋友沒有盡

力跑，測驗者也沒有確認被測者是否達到最大運動。很顯然得，上述的這

句話是需要再驗證的！

通常，「最大心跳率」主要受到年齡的顯著影響，心肺功能的優劣並不

會影響到「最大心跳率」。還有，檢測的方式也會顯著影響測驗值。例如：

運動中或運動後測量、測量瞬間的心跳率(由兩次心跳的時間來推算 60 秒的

心跳次數)或者測量 10 秒、20 秒或 1 分鐘的心跳率會獲得不同的運動心跳

率數值。我猜呢！該研究可能在運動後測量一分鐘的心跳數，結果獲得每

分鐘 160 次的運動心跳率結果並不意外。

目前的學童因飲食習慣的改變、科技的發達，造成生活型態與過去大

不相同。偏向於攝取過多的熱量，而活動量減少的坐式生活。但學童的體

能再怎麼差，最大心跳率應不致降至每分鐘 160 次吧！最大心跳率是否會

隨心肺功能的退步而下降？從氧脈(每次心跳所送出的氧量)的觀點來看，如

果最大心跳率也跟著下降，是乎氧脈的值不會隨著體能的退步而明顯下降

(分子的攝氧量與分母的最大心跳率同時下降)。

經常在報紙或電視上看到類似的消息。事實上，雖然青少年的體能可

能退步是事實，退步的幅度應該相當有限。有不少體適能領域的人，或醫

院的人員，做最大攝氧量測試，或做體能測驗，學生馬虎應付，或不做是

否已盡最大努力的判定，就把一些不正確的數據呈現出來，就下結論說是

學生的體能如何如何的差。最大心跳率根本不受訓練與體能的影響，小朋

友最大心跳率不能超過 160 次，表示受試者未盡全力。未盡全力的可能原

因原因是體能真的差，也可能是受試者心理怕怕，或測試人員心理也怕怕，

暗示受試者早早結束運動測驗。事實上，不少體能測驗是草率地完成，當

然結果是差的，理由只是未盡全力的。

事實上，透過運動時的心電圖測量，可以發現心跳率的變動率相當大(正

負十次以上)。運動訓練就算是促成心臟每跳輸出量的增加，最大心跳率大

概也不會隨著心肺功能的增進而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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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2：什麼是"哈佛登階法"？

回覆：

登階測驗是一種受測者在規定時間內，以一定的上下踏台頻率，反覆

運動，在運動結束後，以恢復期脈搏數計算體能指數，以判定心肺耐力優

劣的一種體能測驗。

登階測驗雖然包括數種變化，分別由其他人提出，但是最早也最重要

的，當屬於Brouha哈佛登階測驗。1943年哈佛大學疲勞研究所的學者Brouha

創哈佛登階測驗以估計人對於吃重身體作業的調整與恢復能量。當初，以

2200 名大學男生為對象，估計他們的心肺耐力。當初的設計，是階高 20 吋

(50.8 公分)，每分鐘上下踏台 30 次，全部上下 5 分鐘完成測驗。它的原理

是體能佳的人運動後恢復得快，它有一計算公式，公式以計算時間(秒)乘以

100 所得的積除以 2 乘以運動後三次脈搏數的和，算出來的指數，稱為體

能指數(Physical Fitness Index)，指數越高的人，肌耐力越好，心肺能力越強。

哈佛登階測驗簡介：(1)設備：碼錶一只，20 英吋(50.8 公分)的踏台或

平台一座。(2)說明：受試者站在踏台前，每分鐘上下踏台 30 次，運動 5 分

鐘或至無法繼續上下運動為止。運動時左腳先上，右腳跟著上，再左腳下，

右腳跟著下算一次上下，測驗時可用節拍器或施測者手拿碼錶，每兩秒鐘

口唸「1．2．3．4」當然也可以用錄音機錄「1．2．3．4」「1．2．3．4」……

一直錄五分鐘以備用。測驗中，前導腳可以更換。測驗結束，即上下踏台

結束後，受測者坐下準備，在右手腕之橈骨動脈或頸動脈處測量脈搏。(3)

計算：分數或指數的計算是量運動後第一分鐘、第二分鐘和第三分鐘的前

30 秒的脈博數，即運動後第 1 分至 2 分 30 秒，第 2 分至 2 分 30 秒及第 3

分至 3 分 30 秒的三段時間的脈搏數。結果之體能指數也稱為身體效率指數

（Physical Efficiency Index，PEI）。計算公式為運動時間(秒)×100，除以 2×(恢

復時間三次脈搏數和)。

事實上，登階測驗是效度不高的心肺功能測驗方式。最主要的問題在

於低強度的測驗推估最大有氧心肺功能的不準確性高，個別差異的影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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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體重、年齡)大，而且心跳的不穩定性也很高。

根據日本中京大學教授北川熏博士的說法，得知原日本文部省(教育部)

設有的登階測驗現已取消。可能原因是效度不高，換句話說，無法真正測

出心肺耐力的好壞。

主題 13：怎樣可以減少臀部的脂肪？

主題內容說明：

我本身並不是一個很肥的人，但不知為何我的臀部不太合比例地多脂

肪，請問有甚麼方法可以收緊臀部附近的肌肉及減少臀部的脂肪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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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想請問是否經常坐著會另脂肪積聚於臀部呢？

回覆：

這是女孩子的胖法，男生通常胖腹部。唯一的原因只是胖，減重是修

正的主要方法，也就是進行體重控制。

不過請先看看身體質量指數較重要，許多人覺得自己胖，事實上不見

得真胖，不見得需要減重。公斤為單位的體重除以公尺為單位的身高的平

方，從此身體質量指數來衡量看看是否需要減重。除了脂肪的堆積以外，

有時候是臀部肌肉過於鬆垮形成臀部堆積脂肪的誤解，多多進行臀部肌肉

的伸展活動與肌力訓練，讓臀部肌肉更有彈性就可以了，不過呢需要長期

的訓練與耐心。

理論上想專挑身體某一部位，進行各個擊破的減肥方式，是高難度的，

或許是不存在的。想賺錢的公司行號才會打出這種廣告招牌，那種朔身減

肥方法，一般正統的書上是看不到的。

主題 14：為何規律的運動後體重不減反增？

回覆：

減肥要同時考慮到能量的消耗與能量的攝取。能量消耗增加以後，如

果攝取的能量也增加，當然達不到減肥的效果。運動的方式也與體重有關。

例如高強度短時間的運動方式，可能因為肌肉量的增加，出現體重增加的

現象。要選擇低強度長時間的運動方式，比較適合用來減肥。

規律運動後，出現體型減小了，體重卻比運動前還重的原因，則在於

體脂肪與肌肉的比重不同，一公斤的脂肪與一公斤肌肉的體積完全不同，

當然會造成體型上的改變，體重卻沒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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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5：仰臥起坐可以消除腹部側邊的贅肉嗎？

回覆：

每週至少三次、每次二十分鐘以上的「有氧運動」才可以減去贅肉，

就是減重啦。最好是每天都進行低強度(50%至 70%的運動強度)、長時間的

運動效果最好。僅進行仰臥起坐當然無法消除腹部側邊的贅肉。不過，如

果肌肉練強一點，脂肪的部份就比較不會那麼鬆弛，就好像開始做仰臥起

坐的人會覺得他的肚子上的脂肪比較不會下垂了，因此會有局部脂肪減少

的錯覺。

「真的無法局部減肥嗎？」。事實上，脂肪是不能局部來減肥的，因為

脂肪是全身性的，如你要用局部的肌力訓練來達到是非常的困難的，你只

會練出一身的肌肉，卻不能達到減肥的目標，正確的應是多從事有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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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的人經常腹部突出，主因是這個部位較易儲存脂肪，而不是因為腹

部缺乏運動，減肥與增胖應該都是全身性的，不過性別及不同個人間會有

些差異（女性的臀部似乎也比男性容易堆積脂肪）。

此外，荷爾蒙分泌男女有別。以至脂肪易於儲存身體不同部位(男性：

腹腔內外，女性：臀部及身體下半部)。除了先天基因限制外，過量壓力和

一團糟的生活習慣(飲食﹑作息)亦會影響荷爾蒙分泌及新陳代謝率。大家還

是好好調節一下生活習慣比較實際。

主題 16：如何測量最大爆發力？

回覆：

以下方法都能測量最大爆發力：(1)馬佳里亞卡門跑樓梯無氧動力測

驗。(2)溫蓋特腳踏車無氧動力測驗。(3)垂直跳高。(4)50 公尺快跑。(5)立

定跳遠。(6)非乳酸氧債能力測驗。(7)短時間最大做功能力的測驗(理論上數

秒到 2、3 分鐘的最大努力運動下皆可)。(8)站立式推鉛球測驗(此亦有協調

性味道)。(9)專項的最大爆發力測量(如籃球員在球場上來回奔跑，棒球手之

跑壘計時，游泳 25 公尺衝刺等，只要時間夠短的爆發用力形式之測驗都可

以)。

主題 17：倒退跑對健康有益嗎？

主題內容說明：

以前曾看過一個報導，有人認為「倒退跑」對神經肌肉的反應性與協

調性是一種刺激，故以此作為一種訓練，並身體力行。我最近在運動場慢

跑時，還真的看到有人在倒著跑。而且有人做就有人仿傚，好像最近有愈

來愈多人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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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健身中心，使用一種叫「滑步機」的器械（可以調整不同的坡度，

模擬前進上坡或後退下坡的下肢動作，腳掌不必離開踏板，故衝擊性較

小），也聽到有人說，使用滑步機時，用倒退走的運動方式比較不容易受傷。

想請問老師，這些說法對嗎？有必要偶爾倒著跑嗎？

回覆：

倒退跑或走路基本上有使用肌肉群與向前跑或走路不同的功能，向前

跑或走路用的肌肉群(如臀屈肌)與向後跑(臀伸肌)不同，因此偶而向後跑便

有訓練不同肌肉群的功能，使各部位的肌肉均衡發展，有助於主作用肌與

擷抗肌群均衡，特別是可增強臀伸肌或下背肌群，避免下背痛的發生。

倒退跑可能可以發揮刺激神經肌肉的反應性與協調性。我覺得偶而做

做這種運動倒是無妨，將之拿來經常倒退跑，我覺得倒不必這麼作。如果

是在操場上倒退跑，我想你必跑沒多久就要休息，跑沒幾天就會作罷的，

因為這麼作不太自然，根本也不習慣。

如果練習倒退跑是除了健康目的外，還想增進運動技巧的話，那就非

常有意義了。我的意思是說倒退跑在某些運動(尤其是大部份的球類運動)

的發揮上是不可缺的技巧。一般的球類運動員向前跑較本能，而向後跑就

比較拙劣，如果主因是疏於練習，那就該多練倒退跑。

選手作這種訓練，是想要多方面發展身體能力，故會偶而這麼作，因

為往前跑與往後跑所用的肌肉不同，神經的控制也會不一樣。跑步機上要

做到倒退跑恐怕不容易，而且可能跌跤。至於滑步機的特點，我想主要是

超低衝擊性。在初學滑步時，如果倒退滑，我想以後習慣了就沒什麼，因

為往後滑與往前滑，幾乎是一樣的，差別是不習慣與習慣的問題。滑步機

如果倒退滑，你覺得很自在，你願意，往前滑與往後滑如果肌肉酸痛都不

會發生，我想是沒妨礙的。只要你事後感覺舒適，沒有如肌肉酸痛的副作

用，不會跌倒，不會頭暈，你怎麼滑都可以。如果覺得不適，我覺得不必

跟著學。如果你習慣倒退跑或倒退滑，安全無慮，你高興怎麼作都可以，

生理的刺激效果到後來決定於運動強度與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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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8：如何增加體脂肪？

主題內容說明：

我的身高 180cm、體重 69kg、24 歲，雖然不瘦、也算結實有肌肉，但

是我希望有多一點的脂肪可以幫助我的游泳浮力，（聽說體脂肪太低、浮力

不好）。幾個月前測過體脂肪，才只有 5.6%、差不多 3.8 公斤，測量的人從

沒有測過這麼低的指數，還以為儀器壞了，一連測了三次，又換別人先測，

然而儀器並沒有壞，體脂肪就是這麼低。從小我怎麼吃都吃不胖，很有肌

肉，但沒有脂肪。大家都希望能減少脂肪，但是我卻希望能留住一些脂肪，

請問有什麼方法呢？PS：別說多吃脂肪..這沒用說...謝謝！！^_^

回覆：

首先，我不相信你的體脂肪只有 5.6%，即使儀器測三次，都一樣，我

不相信你使用夠準確的儀器。請你不要相信你的體脂肪只有 5.6%。

其次，我覺得體脂肪多，浮力增加，對推進力根本沒有幫助，游泳是

要往前推進的，光會浮是沒有用的。游泳仰賴肌肉推進，不是仰賴脂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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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理論上，多吃少運動脂肪就會增加。但我想少運動對運動能力會有

不良影響的，因此，我覺得，你想增加體脂肪的想法，是不太實際的。

市面上使用的體脂肪簡易測量器大部份都不準確。例如：你準備一杯 500cc

的白開水，喝水前的體脂肪測量值與喝水後的體脂肪測量值會有顯著的不

同。大部份學術期刊中的研究報告，皆否定 BIA 測量體脂肪的效度。增加

體脂肪相當簡單。每天吃一盒冰淇淋(約 500cc)，不用一週體脂肪就顯著增

加了。問題是，這樣吃並不健康。

主題 19：跆拳道是有氧或無氧運動呢？

主題內容說明：

跆拳道是有氧或無氧運動呢?如何訓練反應與出腳速度呢？

回覆：

跆拳道是兼具有氧與無氧，而又偏重無氧的運動。比賽進行中，「觀望」

的時間頗多，不是自始至終都在踢的。比賽時的平均心跳率每分鐘約 170

次左右，比賽後之血乳酸值約 60mg%(每 100 毫升血中 60 毫克乳酸)，當然

這些數據，因對手強弱與比賽之激烈程度而異。跆拳的體能訓練因它兼具

有氧(40%)與無氧能量系統(60%)(這是估計值)，因此比較辛苦，選手要自

覺，要能吃苦，才能出人頭地。

反應雖然有它的定義(刺激出現至完成反應動作的時間快慢)，不過，對

一般人而言，它似乎表示「手快腳快，身手敏捷，針對攻擊能迅速化解」

的能力。這種能力與神經反應、肌肉傳導速度，肌力乃至肌耐力都有關係。

基本上，隨選手訓練(包括肌力與肌耐力之改善，爆發力進步，技術日益純

熟後)之經過，這種能力會逐漸提昇。初學者，動作不協調，反應自然差。

比賽不怯場，也有助於反應能力的表現。

至於出腳速度，就是爆發力，這與最大肌力、最大速度與敏捷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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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是相互影響。理論上，選手應多訓練出腳動作(往不同方向、高度出

腳，且兩腳都要練，且要練到純熟的地步)。比賽之後半或疲勞時出腳速度

會變差，表示肌耐力也影響出腳速度，肌耐力的基礎又是肌力，因此，許

多能力都有關，不過，多練出腳，自然出腳能力就會提昇，或在多練出腳

的同時，也練速度(如衝刺)、肌力(如腿之肌力訓練)，再加上經驗的累積(一

般選手需練 6~8 年才能達最高水準之表現，這還不包括啟蒙階段玩票性質

之階段)，出腳速度就可望提昇。

主題 20：撞牆的生理效應？

回覆：

撞牆大概是一般人的口頭用語吧，Hit the wall 應指異常長時間持續的

運動，在運動的末尾，由於能源的消耗殆盡，或心理的耗竭，運動者發生

相當難受的生理與心理苦楚現象。以上純屬個人意見，撞牆不像再生氣

(Second Wind)，再生氣有苦盡甘來的情形，撞牆大概就沒苦盡甘來的現象，

生理效應方面，反正就是苦得要死，呼吸當然急促，血糖必然相當低(我未

曾見過書本或文章談論此事，僅以個人認知回答此一問題)。

人運動累了就該休息一下，補充一些水分，喝一些含糖分與電解質的

飲料，再運動的話，將可免嚐撞牆之苦。一般人運動歡喜就好，運動得要

死不活的，也就是撞牆,何苦來哉呢？對於比賽為目的運動的人，撞牆或許

是一種磨練，防範撞牆，就如預防極度疲勞一樣。

在 Wilmore & Costill 的 Physi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這本書中第 146

頁中提到馬拉松選手在 29-35 公里時，可能發生撞牆現象，其原因在於肌肝

醣的消耗而導致疲勞，完全呼應林教授的說法。

「練到吐」有別於撞牆的生理效應。有時候僅全力跑一百公尺後就會

產生了！因此，與「撞牆」的生理反應不同。「練到吐」的生理現象還需要

進一步的探討。



-- 52 --



-- 53 --

主題 21：運動也有分時間嗎?

主題內容說明：

一般人大多都會在早上或下午做運動。我想問：在早、午、晚等不同

的時間做運動，對健康的效果都一樣的嗎？

回覆：

身體情況與環境情況一樣時，早上、中午、晚上的運動訓練的效果，

幾乎是一樣的。不過，我們的身體情況與環境情況，不可能一天都一樣，

因此，運動時的努力程度，不見得是一樣，以至於效果不見得都會一樣。

例如：中午室外溫度高，人容易疲勞，訓練的份量打折扣，效果可能稍差。

晚上可能光線不好，運動變緩，效果也可能會打折扣。如有室內的運動設

施，環境既經控制，效果會比較一致。

不過此時，人身體的情況還是會影響訓練效果。一般說來，人心情快

樂、精神飽滿，運動效果會好；身心如果疲憊、心情不佳，訓練效果不會

理想。一般說來，只要身體與環境讓人覺得不錯的話，一天當中運動的時

間的早晚的影響是不大的。

主題 22：為何感冒時不適合運動？

回覆：

感冒時如果再做激烈的運動訓練，有可能會誘發心臟問題，因此體育

老師或運動教練，確知學生或選手感冒時，不能說動一動流流汗就會好了。

嚴重的運動傷害不是很多，不過一有顧慮就應避免，這牽涉到身體的免疫

力或對病毒的抵抗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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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3：運動可能降低免疫力的原理？

回覆：

體內的免疫系統是一個錯綜複雜的系統，會受到許多因子所影響。我

們先了解運動增進免疫力可能原因：(1).荷爾蒙分泌的變化。兒荼酚胺、可

體松等壓力荷爾蒙對免疫系統具有負面的影響，長期適度的運動能降低荷

爾蒙的分泌量，以避免體內免疫功能受到抑制。(2).免疫細胞功能的增強。

雖然免疫細胞的數目在運動者與不運動者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但長期適

度運動者體內免疫細胞的功能（如細胞增殖率、胞殺能力、抗原呈獻能力

等）優於不運動者。(3).身心的健康。適度運動除了能增加身體健康外，在

運動的過程中能舒解心理壓力，而運動成就則可增加自信心。由於免疫系

統會受到身體適能與心理狀態的影響，因此，健康的身心是增進免疫力的

不二法門。

至於運動後免疫力降低的原理，如下：壓力荷爾蒙分泌的增加，如兒

荼酚胺、可體松等。免疫細胞功能的降低，如細胞增殖率、Nk 與 Tc 細胞

胞殺能力及抗原呈獻能力等都會受到影響。淋巴細胞亞群比例的改變，即

輔助型Ｔ細胞與毒殺型Ｔ細胞比例(CD4+CD8-/CD4-CD8+)的下降。

運動造成免疫力降低的現象是短暫的，而且在幾小時內便會回復。至

於長期過度運動，由於累積單次運動的現象，所以形成較大的「空窗期」。

基於以上原因，因此在運動前補充適當營養素如維生素 C、BCAA 等，且

在運動後有充分的休息，將能使免疫力更快恢復。

事實上，規律的輕度或中度的運動，是可以增加免疫能力的，只有長

時間的高強度運動(例如鐵人三項、馬拉松、或是長時間的高強度訓練)，才

會對免疫系統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有研究報告指出，在馬拉松競賽之後，

上呼吸道感染(感冒)的機率會增加；在集訓備戰期間的運動員，在訓練量升

高的期間，也可能會增加感冒的機率，進而影響訓練的效果。

目前已有幾種營養的方式可能對維持免疫力有顯著的效果，但是要注

意的是，免疫系統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有許多種細胞和分子的參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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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營養素也是全面的。任何一種單一的營養素，例如各種維生素或礦

物質的不足，可能都會影響到免疫系統的正常功能。

以下是數種常見的補充品：(1).glutamine：是免疫細胞的主要能量來

源。長時間劇烈運動後，血液中 glutamine 的濃度會降低，使免疫細胞因為

能量來源不足而無法完全發揮功能。 (2).BCAA(branched-chain amino

acids)：valine、leucine、isoleucine。(3).蛋白質：通常是用於需要控制體重

的運動員，他們攝取的熱量低，若是攝取的蛋白質不夠運動所需，而免疫

系統需要各種蛋白質的參與，就可能會影響免疫系統的功能。(4).各種維生

素、礦物質：最常用的是 E、C、B 群。(5).glutathione：是一種三個氨基酸

所結合成的小分子，具有抗氧化的功能，最近也被認為可增強免疫能力。



-- 56 --

主題 24：請問要如何測出「最大肌力」？

回覆：

理論上一次最大用力測出來的值，就是最大肌力。引體向上一次測試

最多做 15 下，引體向上之類的測試就不是最大肌力測試，它是肌耐力測試。

握力測量、背肌力測量或用其他如張力計、測力板、等速儀等可測出最大

肌力。

除了利用肌力測量器測量以外，我想你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測量出「重

量訓練」時的最大肌力。由於，重量訓練時的強度設定方式主要是以

RM(repeat maximal)的方式來進行，因此，透過特定動作的最大反覆一次的

重量就是所謂的「最大肌力」。可以依據此測量結果進行重量訓練時的重量

設定依據。例如：以「雙手彎舉」為例，當某一個重量下能夠重複進行兩

次的雙手彎舉動作時，這個重量就不是最大肌力了。還有！「最大肌力」

是每天都會變動的！隨著肌肉的疲勞狀況、重量訓練的效果、運動訓練後

的休息時間長短、心理的狀態、......等因素，特定動作的最大肌力其實是不

斷的在改變中。

關於 1RM 的測試方法，以坐姿伸膝(leg-extension)的重量訓練動作為

例：(1)測驗開始前，先由受試者自行預估可舉起 1 次的最大負荷重量。隨

後受試者坐在「坐姿伸膝重量訓練器(例如 Cybex)」的椅子上，並屈曲膝關

節(Flex knee joint)至 90 度。(2)受試者自行將所設定之負荷，利用股四頭肌

的力量，將膝關節伸直至成完全伸展的狀態，當此動作完成後，休息 4 分

鐘以提供肌肉內 ATP 的恢復。(3)受試者先回復至開始動作，再增加 10 磅

的負荷，重複實施 1 次的坐姿伸膝動作。(4)當受試者無法完成完整的動作

時，便終止測驗，而前一次受試者所舉的重量，即為股四頭肌收縮 1RM 的

負荷。(5)整個 1RM 的測驗，須在 5 次以內的試舉中完成，以防運動傷害的

發生，並且須至少有另 1 人在場的情況下方能實施。(6)其餘肌群的測試，

可依此原則，設計出類似的測試方法。也可以參照有關重量訓練的書籍，

使用正確的重訓姿勢與方法，以免運動傷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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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5：有何重量訓練的書，可做參考呢？運動生理學中的內容與健身教

練所讀所認識的不同？

回覆：

你的問題讓大家汗顏，告訴你，市面上找不到一本中文重量訓練的書，

這是真的。或許在體育科系學校的圖書館，可以找到。重量訓練(江啟一)，

重量訓練的理論與方法(蘇文仁著，林家出版社，蘇教授現在台灣體院服

務)，舉重運動訓練的理論與實際(陳雍元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重量訓

練的理論與實際(水大衛、黃榮松合著，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民國八十年

出版)。你可以到圖書館，碰碰你的運氣，找看看。我曾說過要出版一本重

量訓練的書，我看要積極推動了。

運動生理學裡屬一般原則性的知識，健身中心所講的則又是它的應

用。一般上，運動生理學的書上所寫的內容，大致上是有根據的。有一些

未定論的知識，大致上書中也會提到。你不妨再問一下另外一個健身中心

的教練，看看是不是還是那麼樣子的。歡迎你在本網站提一提相異處，給

大家討論，好嗎？

主題 26：重量訓練發現重量(效果)一直進步，肌肉卻不太增大？

回覆：

原因：(1)是女孩子。你是女性的話，由於男性荷爾蒙非常少，以致於

神經肌功能雖然改善，肌力會增加，還是不太會發達；(2)練的份量尚不夠

多。如每週練二次，每次訓練又僅做二組的話，肌力會增加，肌發達也將

不顯著；(3)練的時間還不夠久。訓練後，前數週是神經肌的效果，讓肌力

增加，肌肉纖維本身尚未受影響。肌發達的效果可能須好幾個月才比較能

保證看得見。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話，可一邊肌力訓練，一邊服用肌酸(對女

性也會有一些效果)，否則，只有下一輩才有機會發達你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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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7：肌肉肥大最好的 RM 是否是 10RM 呢？

回覆：

10RM 的重量確實是在美國運動醫學會 (ACSM)推薦的強度範圍

(8~15RM)，不過該學會推薦的訓練目標屬肌力與肌耐力的訓練。不分性別

的話，肌力是否因訓練而發達，以及發達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訓練份量。

或者說你訓練的總量是多少公噸。有學者發現，肌肉發達的程度跟訓練量

成正比。訓練時完成的功越多，肌肉越會發達。你可以嘗試算一算，你一

天用不同的 RM 做出來的總功量到底多少？30kg 做 10 下做二組，完成的功

是 30kg×10×2=600kg(這是粗算法，最好還考慮舉的距離)。

主題 28：重量訓練食品如何呢？

回覆：

你指的大概是肌酸之類的一些高蛋白質營養補充食物，大致上市面上

由國外進口的營養補充品都有一些功能與效果，否則他們不會拿來賣錢

的。你說得對，先天不足或想健美的人才需要這些東西。由於它們不是禁

藥，只要大家有錢，有需要都是無妨的，不過大部分的東西吃多了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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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發生一些影響，因此按說明書服用很重要。

人天天過得開心就好，不必太斤斤計較，身上多一塊或少一塊，是嗎？

主題 29：腿力的訓練。

主題內容說明：

我們知道用蛙跳練腿力是不好的，但如果改用蝦子走路呢，股四頭肌

會容意受傷嗎？請問這種鍛鍊是屬於肌力訓練還是甚麼訓練？

回覆：

什麼是蝦子走路呢？任何動作做太多了，都幾乎有害，偶而做做應該

無妨。不過，多少算多非常不易拿捏。如果面對的是學生，做完了動作，

學生還會笑，表示不過量；如果大家臉色難看，表示過量了。通常，不用

來處罰人的話，是不太會過量的。

有關肌力訓練的部份主要依據肌肉收縮的狀況來進行訓練，包括：等

長訓練、等張訓練、離心訓練、……等。在軍中流行一種「開合跳」，就是

一種腿部肌肉的離心訓練，如果跳躍的次數不要太多，是相當不錯的腿部

肌力訓練方式。可惜動作過多後，容易造成肌肉的遲發性酸痛，甚至更嚴

重的肌肉損傷。就像林老師所說的，訓練的質量要適當，可是呢「適當」

到底是多少或何種方法是因人而異的。

「如果所謂的蝦子走路是蹲走，那就比蹲跳好多了。」十多年前，體

育課很流行「蛙跳」，對於股四頭肌來說，是相當好的離心收縮，但是，如

果次數太多就很容易造成股四頭肌的傷害，而且，更容易形成膝關節的嚴

重損傷。相信呢！目前的體育課中應該沒有人在要求學生「蛙跳操場一周」

了。「蹲走」比「開合跳」不適合作為運動訓練的方法。因為，「開合跳」

並沒有進行膝關節的過度伸展與收縮，可以避免關節過度伸展與收縮形成

的骨骼與韌帶系統的損傷，主要的訓練部位在於肌肉上。「蹲走」則有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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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膝關節活動範圍」，當腿部肌肉疲勞後，可能形成膝關節韌帶的過度負

擔，增加運動傷害的可能性。

主題 30：肌肉可以"消耗"嗎？

主題內容說明：

請問運動是不是一定會令肌肉生長？聽說如果長期不運動，肌肉會轉

化為脂肪。脂肪能減，但肌肉一旦長成便難減去。請問這想法是否正確？

如果覺得肌肉生長不合比例，有什麼方法可以"消耗"肌肉？謝謝!!

回覆：

運動是可以幫助肌肉成長的。

身體有肌肉與脂肪，久不運動，除脂肪細胞變大變粗變狀變重了之外，

原本肌肉的重量，可能變成脂肪的重量，肌肉細胞本身不會變成脂肪細胞，

但它們的重量是會改變的；肌肉纖維(細胞)與脂肪細胞都會發達或萎縮，但

兩種組織是不會變來變去的。

肌肉生長不成比例，遠比五官不成比例來得好，我長一輩子，還沒看

過因肌肉生長不成比例而特別難看的人。以上有些敘述是人們脫口而出的

小語病，不必太計較。學者專家的話有時也會有一些小語病。你是追求完

美的人，才會特別在意肌肉不成比例的問題。

要肌肉發達是比較容易的，做肌力訓練就可以的。要發達肌肉，須給

肌肉訓練的刺激，可採諸如重量訓練的方式，以最多能做 8~12 下的負荷重

量，每次做 6~10 組，每週訓練三次，兩三個月後肌肉將會發達變大。要讓

肌肉發達時，組數要多些。肌肉發達的效果與訓練負荷總量成正比。採用

最多能夠做 8~12 下的負荷重量時，訓練的負荷總量可望多些，也可採徒手

的訓練方式，要知道你要訓練的部位才能告訴你使用什麼動作。

如果你是要將某一肌肉或肌群變小，恐怕要等待來世了，這是相當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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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務，雖然不是不可能，說出來會讓人家覺得離譜，一種可能是限制該

肌肉活動，要限制我們身體的單邊肌肉活動，須有一點解剖學概念，問題

是，這樣做真的過分的離譜的(例如將膝關節打上石膏幾天，大腿肌肉即會

萎縮，就算你每天大吃大喝也是一樣會萎縮的)。

每一件世間的藝術品都難免有小瑕疵，對受之父母的身體，我們縱有

一些遺傳上的小瑕疵，究又何妨呢？

主題 31：重量訓練後跑步會減慢肌肉生長？

回覆：

運動訓練後的短時間內，骨骼肌蛋白質的分解與合成速率會降低；運

動後的較長時間與長時間的運動訓練時，骨骼肌蛋白質的分解與合成速率

會增加。而且，骨骼肌蛋白質的分解速率，往往要在運動後的十小時以上，

才能夠逐漸的恢復到運動前的基準值(baseline)；骨骼肌蛋白質的合成速

率，則可成提早到運動後的 2 小時以後，即會顯著的高於運動前的基準值。

運動促成的骨骼肌蛋白質代謝影響，似乎是合成的效益高於分解的效果，

而且，這種抑制分解、提早增加合成的效果，可能是骨骼肌所以能夠因運

動訓練而肥大的主要原因。

葡萄糖-丙胺酸循環(glucose-alanine cycle)的代謝作用，亦是形成長時間

運動時增加骨骼肌蛋白質代謝的因素。在運動後進行長時間的跑步，可能

會造成葡萄糖的消耗，進而造成葡萄糖-丙胺酸循環的作用降低。不過對於

相互衝突之說法是指頂尖的運動員，一般人的健身運動不必擔心這一點。

主題 32：無氧運動會耗掉肌肉？

主題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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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的人都說少作有氧，因怕耗掉肌肉，這樣就練不大了。但是我是

練健身也練田徑，而我是練短跑的，那照理講短跑這無氧運動的代謝都來

自肌肉裡的磷化物與肝糖，所以不用到脂肪，但為何一連串的 30~60M 衝

刺後，肌肉竟然小了許多了，這是甚麼原因ㄋ？不是有氧運動會把肌肉耗

掉嗎？且在脂肪不夠時才派上用場；那我做這種短短不到 10 秒的 100%的

無氧運動怎會把肌肉耗掉ㄋ？另外一提的是我運動玩 2 小時內沒有補充任

何食物及水。

回覆：

事情不要看得太單純，運動的生理反應或現象，也不要看得太絕對，

其實這些知識看成"比較性"的知識可能較好。「做有氧會耗掉肌肉」對的成

分不到 5%，短跑也不盡然不會使用脂肪作能源食物。不過，比較不會使用

脂肪倒是事實(說對了 95%)。一連串 30~60m 衝刺後，肌肉小了許多，我看

是錯覺吧。我想是看起來似乎是變小了，事實可能不是如此。即是真的變

小了，也不見得就是被耗掉了。

造成肌肉肥大的原因相當多，包括肌肉肝醣的大量儲存也會形成肌肉

的體積肥大(因為儲存肝醣的同時也會儲存大量的水分)。因此，大部分的運

動訓練專家都不會以肌肉的大小來判定肌肉的能力，反而是會由肌肉產生

的力量、肌肉產生的爆發力與肌肉的耐力三部分來評量肌肉的能力。

短時間的衝刺訓練，肌肉會大量使用肝醣作為能量的來源，進行無氧

性的乳酸代謝，因此，肌肉中儲存的肝醣與水分就會被很快的排除，形成

暫時性的肌肉體積減小的現象。肌肉肝醣的恢復時間可能要一整天才能完

全恢復。相反的，肌肉在使用的過程中，也會讓大部分的微血管打開，使

得肌肉的體積變大。這種情形在運動後的幾分鐘內就會慢慢恢復。

因此，單次運動造成的肌肉變大或變小，還要看是在哪一個時間測量

的。如果你在運動剛結束測量，肌肉的體積應該會變大，如果你在運動後

的三至五小時測量，肌肉的體積可能因為肌肉肝醣的補償不全，造成肌肉

的體積稍微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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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短跑訓練，那是肌肉在重複多次(每跑一步

就用力一次，跑 40 至 60 公尺至少要跑 20 步以上)肌耐力訓練後的訓練效

果。如果你想要維持肌肉的大小，還需要配合重量訓練來進行訓練。

所謂 100%的無氧訓練與最大肌力是不一樣的。通常以 30 至 50RM 進

行肌力訓練時，可能在一分鐘以內就完成了，訓練的是肌肉的耐力，但是，

由能量供應的觀點來看還是屬於無氧性的運動型態。跑步的方式也是一

樣，當你使用最大的速度進行 100 公尺的訓練時，實際上，肌肉的用力程

度因為速度上的需要，並無法達到最大肌力，這種 100 公尺要跑 50 至 60

步的跑步型態，對腿部肌肉來說，並不是訓練肌力的訓練型態，但是卻是

無氧性的能量供應方式。

主題 33：肥腿受重量訓練會變成瘦的肌肉腿還是同體積的肌肉腿？

回覆：

一支肥腿受重量訓練，不會變成瘦腿，有可能會變成體積稍大的肌肉

腿，也有可能因為肌肉周圍的脂肪變少肌肉變發達兩者抵銷以致於肌肉的

粗細不變。肥腿代表有過多的脂肪推積於腿部，但重量訓練對於減少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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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不好，應實施有氧運動才會減少脂肪，因此肥腿重量訓練過後不可

能變瘦腿。

我覺得重練訓練前不必然要先減肥，倒事耐力訓練如跑步，過胖的人

訓練前才需要減肥。減少體脂肪的最好方法應該不是重量訓練，是耐力訓

練或是有氧運動才對。

主題 34：重量訓練後不會酸痛是不是沒效了？

主題內容說明：

小妹日前剛考上省體，一些對前輩們為簡單的問題，但對小妹卻為難

題，所以煩請前輩為小妹解答。小妹的問題如下：小妹的專長是休閒系，

考的是基本體能，所以有做了一些重量訓練，剛開始一、二天很酸，於是

請教了健身房的教練，教練說重量做完後要做緩和運動，做伸展，於是聽

從了教練的話，做伸展，情況真的改善了，但疑問產生了，是不是我做的

運動沒效了呢？所以想請前輩們為我解答。謝謝。

回覆：

如果你持續一直在訓練，應該肌力會有一定程度的維持與增進，不一

定要酸痛才是會進步的表現。但重量訓練完一定要伸展，避免肌肉僵硬，

一方面可以促進代謝減輕運動後的疲勞與恢復，有利於下次運動的進行，

一方面可以讓肌肉線條在訓練一段時間後，看起來不會在一起"糾結"。因

此，你的憂慮是多餘的，按照適當課表練習，注意熱身與伸展，應該會有

效果。

其實，肌肉酸痛的發生主要是做許多不熟悉的肌肉運動，即使國手如

果操練過多了，同樣地，也會肌肉酸痛。不過，一般說來，優秀運動員較

不會肌肉酸痛，因為練的都屬習慣的動作操練，除非偶而過度操練。如果

籃球員利用週末做一場足球比賽，極可能回家後或一二天後會肌肉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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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踢足球這些籃球員並不習慣做。所以會不會酸痛決定在有沒有練過，

練多少的問題。有一句英文稱「No pain no gain」，有些道理，不過並不盡

然，如果訓練能夠循序漸進，不一定要吃苦頭才會進步的。如果你訓練後

從來不曾肌肉酸痛過(即使你曾經「發狠」地練)，那表示你的訓練份量一直

不夠，肯定的，效果會不佳的(不過，不要忘記，如果訓練能夠循序漸進，

如有專家指導，是不一定會酸痛的)。總而言之，肌肉酸痛是訓練可能遭遇

的問題，越訓練隨著時間的經過，可能越不痛，但是肌肉酸痛不是運動訓

練的必然之痛。

此外，重量訓練造成肌力增強的原因，除了訓練後肌纖維的變粗外，

神經的傳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說，當妳在訓練時，使神經的傳導

更有效率，且神經的抑制作用減低了(反動作)，但這時不一定會發生肌肉酸

痛的問題，因此只要循序漸進的訓練即可，並不須要顧慮是否肌肉酸痛才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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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35：苦練彈跳力後，肌肉酸痛是好事？壤事？

主題內容說明：

我們若苦練彈跳力，那練完后是一定會肌肉酸痛的，那是代表在進步？

還是練得不對呢？

回覆：

這是相當難一概而論的問題，可以這樣說，如果酸痛在兩三天後無礙

運動訓練，我說這種酸痛是好的，如果四五天，乃至一週之後，還酸痛著、

或彈跳力還未能恢復，那這酸痛可能就屬不好的酸痛。彈跳訓練引起的肌

肉酸痛，可能是比較嚴重的一種，在下列情況下，嚴重程度會增加：(1)肌

力差時。(2)訓練份量過重時(含未能漸進地增加)。(3)訓練前與訓練後未能

做合適的伸展操時。(4)鞋子不太能吸收彈跳時之彈震力量時。(5)訓練場地

過硬時。(6)訓練者體重過重時。

酸痛如在大腿之股四頭肌，我想是跟訓練份量有關，較無大礙。如果

是在小腿前面之脛骨前肌時，我想是場地硬、鞋子不過好，當然也同時過

量之故。許多人往往急於速成，以為練多了，效果會比例地增加。其實，

練多了情況往往更遭，不會更有效。

一般而言，疼痛不嚴重時可以繼續練習彈跳，不過不要等到相當嚴重

的時候才來後悔。彈跳訓練與閒歇訓練一樣，不能練得過度頻繁。彈跳訓

練一週兩次就相當多了，當肌肉已疲勞時，最好不要再練彈跳了。須知彈

跳訓練應有強的肌力做基礎，否則容易受傷或酸痛，穿插訓練不同的體能

要素或訓練不同的部位，可以避免過度訓練造成的傷害。

肌肉酸痛的問題，其實就是「超負荷訓練」與「過度訓練」問題的縮

影。想要「超負荷訓練」就要冒「過度訓練」的危險，當肌肉持續出現酸

痛時，肌肉的功能只會退步、不會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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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36：女性如何避免運動後肌肉肥大？

主題內容說明：

常聽人說運動後會有肌肉變粗變硬的問題，我看了站內的相關文章，

除了遺傳外，似乎只要運動就可訓練肌力，且會造成長肌肉(就是肌肉變

粗)，但真的是這樣的嗎？跟運動強度及運動量有關嗎？是不是運動強度不

到時，即不會有肌肉變粗的問題？

如果我每天游泳一小時或慢跑一小時，我的手臂或大腿會變粗嗎？又

或者我拿兩公斤以下的啞鈴作重量訓練，每日作三回、一次十到廿下，那

肌肉會變粗嗎？還是說要拿幾公斤以上的，才會肌肉變粗？

再問一個問題，若運動會造成肌肉變粗是一定的，那是不是作伸展操

即可預防肌肉變粗？因為我們是一群想運動瘦身的女生，但又怕會肌肉變

粗，可否請您幫我們解答，如果不麻煩的話，可否多講一些生理學的解釋，

或告知那裡有資料可參考，謝謝。

回覆：

女性的男性賀爾蒙較少，因此要達到肥大肌肉的效益較困難。如果只

是偶而進行訓練，確實不必擔心肌肉肥大的問題。一般來說，運動強度確

實是決定肌肉變粗與否的主要原因。

肌肉能力的增進，包括肌肉本身的肥大與神經傳導機能的增進兩部

分。當運動訓練的強度較高或肌力訓練的強度較高時，肌肉會出現適應性

的肥大，因此，透過輕負荷的運動方式，讓肌肉的負荷降低，以便肌肉能

力的增進以神經傳導因素的適應為主，就較不會增加肌肉的大小。怎樣判

斷肌肉的負荷量(運動強度)為多少？通常，是採用 RM(repeat maximal)來決

定。增加肌肉耐力的強度負荷，一般是以 30RM 左右的強度來進行。當負

荷的重量過低，例如可以持續進行三、四百次以上的運動，反而不是肌肉

的訓練，變成是乳酸性耐力或心肺耐力的訓練。

游泳與慢跑都需視你的手臂與大腿的肌肉能力而定，當肌肉的能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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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時，就算只是慢跑或慢慢的游泳也可能造成肌肉的負荷較高，出現肌肉

的肥大。不過，這主要出現在剛開始參與運動的初期，當你的肌肉能力提

昇以後，肌肉會因為負荷沒有增加(慢跑與游泳的速度不變)，不再促進肌肉

的肥大。兩公斤以下的啞鈴作重量訓練也是需要看肌肉的能力才能決定肌

肉會不會變粗。通常，兩公斤的啞鈴並不易增加肌肉的大小，不過如果是

用在手指的肌力訓練就有可能囉。

主題 37：為何舉重選手會有 100 公分的彈跳能力？

主題內容說明：

舉重選手的肌肉都是訓鍊後肥大的肌肉，但是他們沒有作過「增強式

訓練」，為何會有很強的收縮肌肉能力呢？真是不解ㄚ？

回覆：

舉重選手是用下肢之股四頭肌舉重的，看似用手舉，事實上，下肢在

上膊時，不但比上肢先發動用力，下肢也擔任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個人覺

得，舉重選手的體型特徵，最突出的是發達的股四頭肌，這由奧運冠軍選

手的照片就可看出。大腿前面之股四頭肌，特別特別的發達，上肢之手臂，

我覺得倒沒那麼明顯。我國的奧運女國手的垂直跳高也超過 70 公分，因此

男子跳 100 公分是可以的，彈跳得高是因為練多，再加上可能的一點天份。

一般來說，舉重運動的訓練重量較重、次數較少。通常訓練期的重量

在最大肌力的 70 至 80%之間，比賽期的訓練重量甚至經常超過 100%；訓

練期的每個重量反覆次數很少超過 8 次，比賽期則僅 1 至 5 次。大部份的

舉重選手都以訓練肌肉爆發力的重量訓練進行訓練，因此可以具備極高的

彈跳能力。而且，舉重選手可以將自己體重兩倍的重量，舉到頭頂上 50 公

分高，這樣的腿部肌肉能力，並非一般的重量訓練課程就可以達成。聽說，

國立體育學院的垂直跳全校記錄保持人，就是由舉重選手所創的(當然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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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分啦)。

主題 38：垂直跳居然比助跑跳高？

主題內容說明：

我現在身高 183cm，體重 75kg，可是我只能抓框，用重量訓練練彈跳

力可能灌籃嗎？還有我垂直跳居然比助跑跳高？這是為什麼呢？可以改善

嗎？

回覆：

可不可以灌籃需要經過訓練以後才能確定，不過，這種短時間爆發力

的能力，通常天賦的能力影響較大，可訓練的比例是有限制的。「只能抓框」

代表你的能力不錯，訓練後能夠灌籃的機會很大！

「垂直跳居然比助跑跳高？」是個很值得討論的題材！事實上，這個

主題可以用來當作「運動生理週訊」的題材！『一般來說，人體的無氧運

動能力包括非乳酸性無氧能量、非乳酸性無氧動力、乳酸性無氧能量與乳

酸性無氧動力四大類，用來代表人體於最大持續努力，分別在 1 秒鐘以內

與 1 至 2 分鐘的運動總能量輸出與最大能量產生速率。也有學者將人體的

無氧運動能力，簡化為速度性無氧運動能力與質量性無氧運動能力二類。

速度性無氧運動能力代表人體在短時間內產生最大負荷(或速度)的能

力，質量性無氧運動能力則代表人體在短時間內的最大作功能力，二種無

氧運動能力雖然相互關連，卻也同時代表不同的無氧運動能力。』當然，

你的問題與「無氧運動能力的特殊性」有關，但是，與上述的無氧運動能

力說明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個部分應該是指快速肌力指數(speed strength

index)、發力率(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以及初始發力率(initial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的差異。

快速肌力指數是指肌肉產生的最大肌力與產生最大肌力時間的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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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率代表單位時間內的肌力變化與發力時間的比。初始發力率代表肌肉在

開始用力後的 30ms 中的肌力變化狀況。初始發力率越快代表「起動的能力」

較佳，是短時間爆發力能力的指標與要素之一。影響垂直跳比助跑跳(都是

雙腳起跳)得高低，除了運動員本身的爆發力能力以外，主要與肌肉產生

stretch-chortening-cycle 的能力有關。

由於大部分的人對於跳躍時的牽張反射能力不同，因此，產生垂直跳

與助跑跳的差異現象，不過助跑跳的高度通常較高(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

材)。助跑跳得高度高的原因在於，當股四頭肌在慢速率的牽張反射運動下，

理論上離心階段的肌肉活動狀態比快速率的牽張反射運動小，形成肌肉儲

存彈性能的差異，造成助跑跳(雙腳跳)的垂直跳高度較立定垂直跳還高。不

過，這種牽張反射的強度是有個別差異的。你可以試一試，在不同的高度

跳下時的垂直跳高度的最大值出現的下落高度，例如 20 公分跳下垂直跳起

的高度、40 公分跳下、60 公分跳下、80 公分跳下、100 公分跳下跳起的垂

直跳高度，用來確認肌肉的牽張反射能力優劣。

如果你所謂的「我垂直跳居然比助跑跳高？」是以雙腳的垂直跳與助

跑單腳跳比較。那麼，代表你的爆發力能力需要進一步的訓練，特別是當

起跳的時間縮短後(助跑跳的時間較短)，肌肉產生的初始發力率與發力率就

會顯著影響助跑跳的高低。此外，協調性或跳躍技巧也會影響垂直跳的高

低。

主題 39：如何增加拉單槓的次數呢？

回覆：

要先確定是由拉零次增加或者是已經能夠拉幾次要增加。如果是由零

次開始拉起，那要練習肌肉的力量；如果是已經能夠拉幾次了要增加次數，

則要練習肌耐力。肌力的增加需要較高的重量進行訓練，此時以體重來作

為負荷的重量相當的適當，每天進行的訓練量不要太多。如果已能夠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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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時，則應該每天進行至少三次以上的訓練，每次訓練的次數應該增加。

還要確定哪一個關節的肌力最差。例如握力、手腕收縮、肘關節在前

臂旋前時的收縮能力、肩關節的伸展(extension)與外展(adduction)等能力是

否足夠好。找出最差的部分，給予適當的訓練，就能夠顯著增加拉單槓的

次數。

除此之外，要不斷的練習與適當的休息，以及體重不要太重(控制體重)

也很重要。

主題 40：空腹訓練有何弊病！

回覆：

弊病是有一些。一般休閒性的體能訓練的話，問題不大。空腹運動由

於血糖低，可能腦筋不甚清楚，說不定反應、視力都受影響。空腹運動交

感神經可能遭受抑制，副交感神經的活動增強，比賽的話，對運動表現不

利。

一般說來，最好不要空腹運動，如果運動可能持續 2 小時時，最好吃

一些簡單的食物或喝飲料，以免勉強的運動，感覺不舒服，感覺有氣無力。

但如果活動僅屬中下強度，如僅持續 30 分鐘以內，可以不必吃東西。

運動員參加比賽時，為免影響運動表現，最好避免空腹，但也不能肚

子飽飽地走進運動場。此問題似乎宜運動員與一般休息運動者分開談。另

外，習慣性也會影響。不是運動員的話，問題是不大的，對身體可能有一

點點負面影響；對一般人的運動表現，影響可能相當有限。無論哪一種人，

運動前應喝 150~200cc 的水分，比較好。

主題 41：月經週期過程是否可參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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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個別差異頗大，也就是影響因人而異。如果不覺得有何不適，不必停

止運動，如果感覺不好或有不良反應的話，不必強行運動。

一般來說，月經應該是不會影響運動表現的，甚至有些選手是在經期

當中創造紀錄的。有關經期與肌力訓練的研究報告顯示，利用經期間的內

分泌變化，可以讓肌力訓練獲得更好的效果。運動、飲食與無月經

(amenorrhea)之間亦有高相關性存在，尤其是特別重視肌力訓練的項目。

主題 42：小學生不能操？

主題內容說明：

請問小學生是否不能操他們耐力呢，若在時常下兩的地方，請問要如

何訓練他們的跑步速度呢？

回覆：

人體的心肺功能，通常以最大攝氧量的能力來決定。雖著人體的生長

與發育，人體的最大攝氧量的絕對值(ml/min)雖然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

(男性到了 18 歲左右即不再增加、女性到了 12 歲左右即不再增加)，但是，

如果考量到體重的發展時，男性的最大攝氧量並不會隨著年齡成長，女性

的最大攝氧量反而會隨著年齡下降。也就是說，人體的心肺功能，並不會

隨著年齡的生長與發育而增進，甚至會有退化的現象。

學童該由幾歲開始進行有氧運動呢？我們的回答是隨時都可以，當母

親懷孕時，就應該開始進行有氧運動，例如游泳就是一個最佳孕婦與嬰幼

兒的「有氧運動」。

幼兒不宜進行長期承擔體重（例如跑步）形式的運動項目。主要是考

量肌肉骨骼系統的發育還不完整之故。選擇騎腳踏車、游泳、散步等運動

方式，配合充足的運動休息比規劃，隨時都是有氧運動的開始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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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43：孩童和青少年體能訓練的時機！？

主題內容說明：

我們都知道，體能訓練依據運動員發展的階段，可分成專項體能訓練

以及一般體能訓練，但是在孩童和青少年階段，究竟是以一般體能訓練為

主呢？亦或是以專項體能訓練為主呢？

以林老師最近所出的《運動訓練法》來看，6～10 歲的運動員(當然需

視運動項目而有不同)是以一般體能訓練為主，只在培養全面性體能發展。

但最近筆者也看了馬特維耶夫所著的《體育訓練新方向》，書中便提到孩童

與青少年對於訓練效果的敏感優效期，亦即在孩童與青少年階段若以專項

體能訓練為主，在未來的成熟期，可培育出更高原的專項體能。筆者最近

在思考這一方面的問題，這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矛盾！？希望各位先進，

能提供一些個人的見解，以協助突破這一瓶頸。(Andes Cheng 200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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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現在的運動競爭狀況，有些運動項目就相當強調「低齡化」的訓練，

例如游泳、體操、高爾夫、……，很多強調高技術的運動項目，越需要更

早的訓練。

運動生理學網站一直強調的「運動體適能」，包含了平衡、協調、敏捷、

速度、爆發、反應等「基本運動能力」，當訓練的內容包含了這些基本運動

能力的訓練，而且，不會過度集中與強調時，就是一個好的運動訓練時機

與方式。相反的，假設青少年過度集中在「心肺功能」的跑步訓練，哪麼

青少年骨骼發育還未健全的問題就會顯現出來，腿部傷害或其他運動訓練

的缺點就可能會顯現出來。這也就是青少年應該強調「運動體適能」、成人

才需要強調「健康體適能」的主要原因。

主題 44：國高中選手實施重量訓練對大學運動成績是否有影響？

回覆：

目前國內的百米紀錄保持人，在中學時期完全沒受過正規田徑訓練。

這是不是說明發育成熟後在接受訓練成績會比較好啊？

「國高中選手實施重量訓練對大學運動成績是否有影響？」首先，這

樣的問題就有些不符邏輯！這些能夠進入大學的選手大概成績都會不錯。

因此，如果問「大學運動成績的進步幅度是否會有影響？」倒是比較值得

討論。如果選手的能力在國高中階段透過高強度的重量訓練才能夠提升運

動成績時，到了大學時，當然需要更高強度的刺激與訓練，才可以達到再

進步的條件。而且，運動成績的進步是越來越難的，到了大學階段，沒有

更新、更有效的科學化訓練，想要持續進步是不容易的！

其次，「實施重量訓練」這樣的命題，也是不清楚的！「過度的重量訓

練？」、「高強度的重量訓練？」、「增加爆發力的重量訓練？」、「增加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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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量訓練？」都不一樣。如果，國高中選手在高強度的重量訓練下，

可能會出現肌肉量過多，肌肉的爆發力沒有正比增加的狀況，那麼肌肉量

過多反而是一個負擔，不易增進運動表現。似乎透過增加肌肉爆發力的重

量訓練方式，會比進行「實施重量訓練」來得好！

事實上，這個問題是相當複雜的！很多運動員到了大學後，反而沒有

持續接受辛苦訓練的熱誠，想要持續進步當然很困難。這樣的問題，可能

不是「國高中有否實施重量訓練」這樣的命題可以解釋的。

基本上，國中教練似乎不須過分依賴重量訓練，因為這段期間應屬基

礎的訓練時間，此時期需做一些徒手的體能訓練操，徒手的體能訓練操不

能說越多越好，對國中選手確實相當有需要，高中可以增加肌力訓練的比

重，大學時對重量訓練則不需任何限制。事實上，我們大學生的重量訓練

做得幾乎都不徹底。我們的運動員是有做重量訓練，不過，可能教練都沒

有告訴選手到底做多重(多少 RM)、訓練哪些肌肉、練肌力還是爆發力。今

天的教練與選手如果還是沒有明確負荷的概念，我覺得是相當悲哀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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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45：訓練爆發力會不會影響增高？

回覆：

運動會提升生長激素的水準。在激烈的運動後，生長激素可能提升七

倍之多。在成長階段，順勢做適度的運動，適度的刺激骨骼的發育，在營

養足夠的情況下，或許可以促進生長發育，能在遺傳的規範下，幫助成長、

增高。過了生長發育時期，做什麼運動，我看效果是差不多的。換句話說，

對長高幾乎都是幾乎無效的。

「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沒有適當的衝撞，刺激骨骼的成長，骨骼

的成長也會不好！相反的，過度的訓練，就算指示慢跑，也會造成骨骼的

傷害，進而抑制骨骼的發育。除非，你要重複不斷的進行爆發力訓練，造

成骨骼的傷害，否則適當的爆發力訓練，反而有利於骨骼的發育。

主題 46：熱身運動時，伸展體操先，還是跑步先？

回覆：

跑步是想告訴你心肺知道你將會可始進入運動狀態。而伸展活動則是

告訴你的肌肉知道你將會可始進入運動狀態。

通常是要先小跑一下約十分鐘，再伸展會比較好。因為跑步是比較全

身的活動，能讓全身血液循環改善，增加肌肉的延展性、關節的活動度，

再來伸展才容易拉開肌肉，如先伸展可能容易把局部未熱的肌肉肌腱給拉

傷了。如果時間許可的話，最好是跑步前先把有受傷的部分或是先天比較

緊的部分熱敷一下更好。

主題 47：太早拉筋是真的會長不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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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主要參與運動的肌肉，其起止點通常在長骨的兩端附近，青少年拉筋

時可能會刺激骨頭的生長線，達到促進發育的效果。相反的，如果過多或

者過早刺激，可能刺激骨頭的早熟或傷害，不利骨頭的發育。

體操與游泳泳選手的柔軟度訓練最多。但是我們看到游泳選手通常都

相當高大，體操選手都相當矮小。似乎與運動的型態是否必須長期承擔體

重有關。但是，也有可能是矮小的游泳選手與高大的體操選手都成績不佳，

因此，被自然淘汰了。

每天適當時間伸展運動，可以有效的刺激骨頭的發育。只是，「適當」

到底是多少的伸展時間？多大伸展範圍？可能會有個別差異。

對於小朋友來說，大部分的柔軟度都相當不錯，因此，只要每天安排

特定時間(約 10 分鐘)的全身各關節伸展活動即可。只是老師或教練應該注

意到，適當減少承擔體重的運動負荷方式，不得不進行時，也應該採用漸

增負荷、間歇休息的方式進行運動。

對於小朋友而言，提供他們各種不同的活動型態，比起「拉筋」提升

柔軟度來的有意義。因此，安排各式各樣的平衡、協調、速度、爆發、敏

捷、反應等運動能力養成活動，顯然是小學體育教師應該深入瞭解的重點。

何必太在意是否要「拉筋」呢？

亦有一說，是孩童過早發展競技體能，造成肌肉結實發達，而使得骨

骼在成長過程中，相對地所受的阻力會較大，影響其身高發展，這與韌帶

或肌腱的鬆弛或撕裂，其復健方式必須以鍛鍊其他肌肉來固定的道理是類

似的。這類造成一般人對於拉筋容易長不高的錯誤印象，最常發生在體操

這種須要高柔軟度、高肌力又較早開始訓練的選手身上了！

事實上，柔軟度過與不及都不好。適度的柔軟度對健康有正面的幫助，

柔軟度如關節活動範圍過大，關節的穩定度會較差，在激烈的運動之下，

容易產生運動傷害，如脫臼。學齡前兒童為避免過早及過度發展肌力，應

輔以伸展運動。肌力訓練應同時伴隨著柔軟度訓練，藉由柔軟度訓練來伸

展及放鬆持續收縮的肌肉，也藉由肌力訓練來穩固較大的關節活動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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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時發展作用肌與拮抗肌的最大關節活動度，較不會對柔軟度有不良的

影響。

主題 48：柔道選手的柔軟度都很差嗎？

主題內容說明：

我今年二十五歲，柔軟度很差，雙腳並隴身體往下雙手沒法摸到地板，

不知有沒有方法鍛鍊？還有另一問題，何謂拉筋？是做什麼用的？如何

拉？

回覆：

柔道選手的柔軟度有可能比較差些，一方面因為平時訓練或比賽都是

身體撐直用力，或許因為身體稍胖些也影響柔軟度。至於，站直往下身體

觸不到地面，時下的年輕人恐怕有一半的人無法做到，因此不必太洩。

拉筋的英文是 stretchimg，是伸展操的意思，一般以靜態伸展來做伸展

操比較好。市面上有伸展操的書，你可以買來看。柔道選手如果每天也多

練伸展操，相信柔軟度還是會不差的。

事實上，有關健康體適能中柔軟度的要求，主要來自於人體肌肉傷害

時的復健概念「恢復肌肉的柔軟度與能力」，然後，才被流傳成柔軟度是維

持健康的基本體適能。我想，運動訓練的特徵才是柔道選手柔軟度優劣的

主因。有幾個有關柔軟度的概念應該釐清：(1).柔軟度不等於是體前彎的能

力。例如鉛球選手的手腕關節柔軟度相當好，但是體前彎往往很差。應該

說明身體某部位的柔軟度，不能僅以柔軟度來概括人體的柔軟度。(2).柔軟

度不全部是靜態的。動態的柔軟度可能比較具有運動上的特殊意義。例如

羽球選手伸腿打網前球後，迅速回到防守位置的動作，雙腿伸展又迅速收

回的動態動作，比起會雙腳伸展貼地、卻無法迅速活動者來的有意義。(3).

柔軟度往往與肌肉的能力成反比。不過這種情形是否是必然的現象，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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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一步探討。例如跳躍能力很好的人，踝關節的柔軟度會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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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49：是否有彈力佳的運動選手柔軟度較差的這種說法呢？

主題內容說明：

有一次在上體操課的時候，老師有提過這個問題，要我們思考。但是

最後老師的解釋，我覺得並不完整，我比較想請教大家，這個問題是否可

以由運動生理學的角度加以解釋說明ㄋ？

回覆：

所謂彈力佳應是指爆發力比較好的意思，能跳得高，能瞬間做出反應。

一位具有好彈力的人，通常都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徵，像是遺傳的肌肉組

織中具有較多比例的快縮肌纖維(fast-twitch fiber)；下肢(小腿)肌腹距離腳跟

較遠，亦即類似馬腿的肢體型態；對瞬間動作反應的學習經驗；以及不是

負載較大體重的身材等，都是影響彈力的因素。尤其是關節柔軟度好的人，

更能將彈力的運用發揮到最佳狀態，因此彈力佳的運動選手柔軟度較差的

這種說法，不盡客觀。

如果彈力佳是因為肌肉量增加，肌力改善而來，柔軟度又稍受增大的

肌肉所影響(如肌肉卡到或限制、或肌肉因而繃緊，如體操選手)，才有可能

發生彈性力影響柔軟度，發生的機率雖有，不過，發生機率不大。肌肉鍛

鍊之同時，必須同時鍛鍊柔軟度、做伸展操。鉛球選手手腕柔軟度通常顯

著優於一般運動員，如果柔軟度好爆發力差，那鉛球選手的手腕大概都無

法投擲囉！

主題 50：過多的伸張會減低肌肉的力量嗎？

回覆：

柔軟度與肌肉能力是不相同的身體能力。雖然肌肉的大小確實會限制

柔軟度的優劣，適當的柔軟度訓練也可以避免肌肉的酸痛與疲勞，兩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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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間並不會出現互相抵銷的狀況。如果是以肌肉的大小作為肌肉能力的標

準時(通常我們是以肌力、肌肉爆發力、肌耐力作為肌肉能力的標準)，那麼

柔軟度的訓練，確實可以避免肌肉的過度肥大，以免限制肌肉力量、爆發

力與肌耐力的發揮。如果說，「柔軟度訓練可以避免肌肉的過度肥大」是比

較有可能的說法。

有一種肌肉伸展的方法經常被復健醫學界所使用，Proprioceptive

Neuromuscular Facilitation(PNF)伸展法，透過肌肉收縮後的伸展方式進行伸

展，提高伸展的效果。似乎肌肉收縮與伸展能力之間確實具備某些關連。

人體在進行肌肉的最大能力運動時，大部分會先伸展肌肉後再進行收

縮，例如投擲前會先伸展肩膀的肌肉讓手臂向後，然後在收縮肌肉讓手臂

向前投擲。由此可見，肌肉的伸展對於肌肉的表現是相當重要的。

主題 51：何謂肌溶解症？

回覆：

肌溶解症，應該就是橫紋肌溶解症。

橫紋肌溶解症是骨骼肌受傷害，造成肌細胞破壞、溶解，釋放出肌球

蛋白及其他有害物質，循環到全身及血液導致的疾病。傷害可能因為車禍、

激烈運動或是有害化學毒物，肌肉長時間受壓迫而起。此症狀發生時，血

中酵素 CK 值偏高，鉀、鈣離子不平衡，造成肌蛋白沉澱於腎臟，嚴重時發

生腎衰竭，甚至死亡。今（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國時報第九版，

曾經報導長庚醫院急症外傷科，發現國中學生因被罰交互蹲跳一百下，發

生肌肉溶解症（聽來有點不可思議）。長庚醫院為此學生注射大量點滴以利

尿，維護腎臟功能，且密集按摩雙腿，局部冷敷、熱敷，恢復其肌肉功能。

該院陳瑞杰醫師表示，平時肌肉血液循環差者，或是突然運動量太大，都

可能導致橫紋肌溶解症。橫紋肌溶解時，肌肉紅、腫、痛、僵硬，全身無

力，尿呈棕褐色，重則可能腎衰竭，昏迷，致死率達五至八成。症狀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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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多補充水分，多休息，已腎衰竭者必須洗腎。

發生橫紋肌溶解症後，應盡快送醫，拖延可能導致肌肉神經不可恢復

之傷害，造成終生無法行走，腎臟受損，也可能加速日後之腎臟病變。運

動愛好者似乎不必太執著交互蹲跳或蛙跳之類的運動，體育教師、運動教

練更須反省，勿動輒罰學生交互蹲跳或蛙跳，這些運動不是用來整人的。

腿力或腿伸肌肌力可用其他甚多運動方式來訓練，少用有爭議、對膝關節

可能有傷害的交互蹲跳或蛙跳。

主題 52：人體使用能量的次序？

主題內容說明：

人體使用能量的次序，依序是醣類、脂肪、蛋白質，但健美雜誌上卻

說運動後若不補充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肌肉就會分解本身的蛋白質。但

是，我的小腹明明還有一圈脂肪，這樣身體是否就不會用到 protein？

回覆：

「我們人體使用能量依序是醣類、脂肪、蛋白質的說法大致上是可以

接受的，健美雜誌上說運動後若不補充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肌肉就會分

解本身的蛋白質」，也有幾分道理，脂肪需要氧氣充足的情況下，才會燃燒，

人體使用能量的順序，可以說是大致上是那樣，應該不是絕對的。能量使

用的現象相當複雜，我們似乎不必太鑽牛角尖，細胞層次的代謝很難弄清

楚。

蛋白質在人體內的主要功能是修補(如肌肉和運動後受傷的細胞)和建

構(如酵素和血漿蛋白)，而非提供能量。我想這就是你所謂的順序，但事實

上能量使用順序有各種不同說法。通常要持續運動超過 20 分鐘後身體才會

開始燃燒脂肪，因為在 20 分鐘內血糖的直接供應仍然非常充足；相反的，

肌肉利用肝醣的程度反而是在 30 分鐘後才達高峰，而後維持定值；而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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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能要維持正常運作也必須有一定比例的體脂肪，故體脂肪的存在並不

表示身體在任何狀況下都不會消耗其他的能量形式。能量的使用的確是相

當複雜，和運動的狀況有很大的關係。

至於運動後醣和蛋白質的迅速補充，前者是為了迅速補充體內消耗的

肝醣，後者則是為了修復受傷的肌肉和組織。所以你所指的「肌肉分解本

身的蛋白質」，我想應該是肌肉缺損，否則身體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

會分解蛋白質作為能量來源，極度營養缺乏的病患會發生這種狀況，和運

動與否沒有直接關係。另外你的問題中，「我們人體使用能量依序是醣類、

脂肪、蛋白質」，是指不眠不休持續不斷的運動下全身使用能量的狀況，「運

動後若不補充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肌肉就會分解本身的蛋白質」，是指每次

運動後局部肌肉的生理反應，兩者並沒有任何矛盾之處，應該是你的問題

本身有些瑕疵了。

在高強度的重量訓練期間，的確會發生肌肉蛋白質分解的情形，這是

因為肌肉在高強度的運動過程中受到損傷，重量訓練的主要能量來源是肌

肉中的肝醣，在運動後補充碳水化合物旨在補充運動中消耗的肝醣，補充

蛋白質是為了修補在運動過程中受損的肌肉，同時藉著這段蛋白質合成速

率旺盛的時機，由外界提供蛋白質，以促進肌肉的生長。

在長時間的運動時，例如馬拉松或更長的距離，有一部份的能量來源

會是蛋白質，但是比例小於醣類和脂肪。身體對於能量來源的選擇是逐漸

轉移的，像水龍頭一樣，從冷水慢慢轉到熱水，期間都是冷熱水混合，只

是比例不同，不是如同電燈開關一樣，只有「開」和「關」而已。

主題 53：長時間的運動主要是以游離脂肪酸作為能量來源？

回覆：

能源食物包括醣類、脂肪與蛋白質。安靜時能量來自脂肪的量較多

(2/3)，醣類其次，蛋白質僅佔 2~3%而已。如果我們一直走路(不是急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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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來源可能會比較多來自脂肪。一般教科書大多會有一張由走路到跑

步，脂肪與醣類使用%推移圖。

活動的激烈程度會影響脂肪與醣類在走路中的使用比例，運動時間一

定時(安靜或走路)，強度越弱，脂肪越可能使用得較多。運動時間一定時，

強度越強時，醣類越可能使用得較多。如超級馬拉松之類的時間長、強度

也不弱(當然強度因人而異)，醣類的使用比較多。當體內醣存量越多時，蛋

白質使用得少，醣使用將盡時，蛋白質有可能使用達總能量的 10%以上。

超級馬拉松比賽時，想要補充一些食物，應以流質或半流質之碳水化

合物為主。國內的超級馬拉松，其實還不過超級，不是始終都盡全力的，

有些人是邊走邊跑，成績不是很在意，到底運動當中，究竟使用哪些能源，

不是很容易一概而論。醣質新生當然一直地進行，來源包括醣類、脂肪與

蛋白質，都一直地進行著代謝。

運動中的能量來自哪一種能源的因素，包括：(1)運動的激烈程度：運

動越激烈，越依賴醣類。(2)運動的持續時間：持續越長，越有可能依賴脂

肪。(3)體內可提供的能源：如果醣類消耗殆盡，蛋白質又頂多消耗 10%左

右，剩下的能源自然是脂肪。(4)運動中是否補充能源。(5)訓練程度：長期

耐力訓練可以增加脂肪使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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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54：24 小時超級馬拉松的能量來源？

主題內容說明：

這幾天電視新聞報導 24 小時超級馬拉松的比賽，比賽終了，有許多選

手大喊腿部肌肉酸痛、全身疲勞，也有些選手腿部抽筋、叫苦連天。針對

此一現象，發現幾個問題請教各位老師，盼能解答：(1)剛跑完超級馬拉松

所的選手腿部肌肉酸痛是乳酸堆積引起的或是肌肉受外力損傷所引起的；(2)

這種長時間不眠不休耗費體力的運動，體內肝醣幾乎消耗殆盡，此時這些

選手是以何種代謝系統作為能量來源呢？(3)運動後生理機能何時才能恢復

到平時的水準呢？(4)這種運動會不會對心臟造過度負荷？

回覆：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運動生理學網站值得為此大書(談)特書

(談)一番。有一位日本選手領獎後暈倒送醫，國際超級馬拉松總會技術委

員，東吳大學資訊系郭豐州教授，當場說「此種領講台上暈歇之機率即使

其他地方也有三分之一」。幾乎所有上台領獎的人，都是躡著腳上台的，身

體無疑地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不過這些人的心中無疑的是相當充滿驕傲

的，他們完成了台下的人想多不感想的壯舉。說不定明年這個時候(不久)

發表一篇"超級馬拉松的生理學探討(Physiology of Ultra-marathon)"或辦一

個研討會之類的。

肌肉酸痛應不會是乳酸堆積的緣故.乳酸堆積的量應該相當少。賽後選

手的肌肉酸痛並非全是乳酸惹的禍，去年選手在賽後的乳酸值平均為

61mg%( mg%是指每 100 毫升血液(溶液)裡乳酸(溶質)的毫克數)，會肌肉酸

痛應是肌纖維損傷所造成的較有可能，我們對 muscle soreness 的誤解可能

受中文用法"酸痛"兩字的影響。其應該解釋成微小的肌纖維損傷造成的炎症

反應(inflammatory process)，從微觀的角度來看：(1)肌纖維的損傷造成肌肉

細胞的破壞，造成細胞中的鈣離子釋出(肌漿質網)。(2)這些鈣離子聚集在粒

線體內，會降低肌肉動作所需的 ATP 合成減少。(3)這些被釋出的鈣離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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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活化一些 enzyme，造成細胞內某些蛋白質合成減少。(4)綜合以上程序，

就造成了炎症反應，這些鈣離子、前列腺素 (prostaglandin)、組織胺

(histamine)、鉀離子(potassium)聚集在受傷的肌纖維細胞附近的神經受器附

近，就讓你覺得又酸又痛了。

至於能量使用方面，當然以醣類為主。這些人，醣類在運動中不斷的

需要補充，可能動用了約 10%的蛋白質(跟努力程度有關)。雖然在比賽中選

手有不斷補充醣類和水份，但賽後之血糖值仍偏低，平均值為 85.4mg%。

運動後多久才能恢復呢？這要看他們的努力程度，以 24 小時馬拉松言，我

想兩三週應該要，我會擔心腳底的問題。這種運動肯定會對心臟造成衝擊

(CK 值可能上萬，年即有二名選手的 CK 值上萬；其餘選手平均 6910 IU／

L)，跑時血液會滯積在下半身，可能頭部的循環受影響，當然這些人，平

常訓練得多，身體調適的能力也相當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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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55：運動可以改善皮膚的膚質嗎？

回覆：

輕的運動可以促進循環、加速全身新陳代謝，似乎對皮膚有幫助。過

分激烈的運動對皮膚可能不好，其原因包括(1)流汗後，汗的成分可能造成

不利的影響。(2)運動常在烈日下進行或風寒環境下進行，如紫外線可能傷

害皮膚。(3)激烈運動增加皮膚排熱負擔，皮膚或許會倍覺疲憊？

主題 56：一定要流汗才算消耗熱量嗎？

主題內容說明：

我目前正在使用滑步機減肥，但每次滑了一ㄍ小時後，仍然沒流汗，

不過感覺蠻累、腿也蠻酸的。請問，一定要流汗才能達到運動ㄉ效果嗎？

我身高 153 公分、體重 49 公斤，滑步機是最陽春ㄉ那種，我都很用力ㄉ滑

喔！還是沒流汗(但全身會發熱)，請知道ㄉ人幫我解答好嗎？

回覆：

首先要知道運動流汗的生理意義。運動時流汗的主要意義，在於維持

身體的正常體溫。人體運動時，透過有氧或無氧性能量代謝過程，產生肌

肉活動時需要的能量。但是，只有低於 25％的代謝能量，被實際使用在肌

肉的機械效益上。人體代謝產生的能量，大部分被轉換為熱能，使得肌肉

與身體的溫度提高。透過腦部溫度調節中樞的影響，運動時，人體會出現

皮膚血管舒張的現象，以增加皮膚散熱(傳導、對流、輻射)的能力，同時，

身體會動員更多的汗腺，以流汗蒸發散熱的方式，達到排除多餘體熱的目

的。

人體安靜休息時，主要以輻射的方式排除體熱。運動時，則主要以流

汗蒸發的方式來散熱(約佔 80％)。也就是說，流汗是運動時排除多餘體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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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生理反應。對於經常參與運動者而言，流汗機能的提昇，代表身體

體溫調節功能的增進，也是運動能力進步與否的評量變項之一。

滑步機運動一個小時，肯定會消耗不少熱量。如果運動環境稍涼，通

風佳，即使消耗了熱量，也不見得會流汗。不過，如果到了氣溫較高的天

氣，仍然沒有流汗的話，代表你運動時的強度確實太低了。不過，這種左

右滑步的運動方式，參與的主要肌肉群較小(大腿內外側肌肉)，才會造成「感

覺蠻累、腿也蠻酸的」的結果，還是需要配合慢跑、走樓梯、或騎腳踏車

等，主要以腿部前後肌群參與的運動方式，進行全身性的運動，會有較全

面性的運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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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57：運動後喝冷水與喝熱水對身體的影響？

回覆：

運動後，喝冷水身體感覺涼涼的，如果不是用大口灌水的方式喝水，

是可以接受是較好的，而且，水入胃中容易被吸收，喝熱水的話，如果身

體溫度正升高，再喝熱水是不利的，此時身體增熱，會冒汗，不利散熱，

水分的吸收又慢。因此，運動後喝熱水是不妥的，運動後喝水時只要不是

猛灌水，水溫在 8~12 度 C，即使冰涼，皆是不錯的。

喝水的目的因為口渴、要補充身體適當的水分。因此，應該由喝冷水

與喝熱水對於水分的吸收快慢來看這個問題。冰涼(15℃左右)白開水的攝

取，可以獲得比一般溫度飲水，更快的水分補充時間(胃腸排空時間較短)，

同時，還可以直接以傳導冷卻的方式，適當緩和運動形成的體溫上升現象，

是較佳的水分補充溫度。

主題 58：空腹跑步會增加心臟和肝臟的負擔？

回覆：

空腹應該是指前一餐吃飽後四、五小時或更久(如果超過八小時還要運

動的話，簡直是一種"自我折磨"行為)，假設跑步相當激烈的話，空腹跑步

當然不好。空腹時，血糖降低，為了維持體內的恒定性，一些會使血糖升

高的荷爾蒙分泌會增加，如 Cortisol、catecholamine(包括 epinephrine、

norepinephrine)，Glucagon 等等。Cortisol 與 epinepheine、norepinephrine 會

透過自主神經系統而影響心臟，交感神經系統興奮，可能會引起心律不整

或心肌缺血。

人在一天中，正常生理狀況下，在清晨會有 Cortisol 的 peak level，也

因此在清晨若老人家不吃東西就運動，特別容易引起心臟病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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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59：運動與香蕉？

主題內容說明：

許多運動員在比賽前會吃香蕉，據說有助於臨場表現，這是真的嗎？

有任何理論基礎嗎？

回覆：

「許多運動員在比賽前會吃香蕉」並不是事實。不過，香蕉可以在運

動前補充醣類，而且它的升糖指數(glycemic index)算是中等，可以說是其中

所含的醣類被消化吸引的速度算是中等的。因此，香蕉沒有辦法像運動飲

料一樣迅速的補充醣類，但是卻可以在長時間的運動中慢慢釋放出搪類，

供運動所需，同時也可提供飽足感，在長時間的運動或等待中不容易感到

飢餓，這個優點可能同時也是它的缺點，也就是香蕉會在胃中停留比較久

的時間，在運動時可能會有飽脹感，可以忍受的程度因人而異，我是滿驚

訝的看到有人可以在吃兩根香蕉後跑馬拉松。

至於香蕉中富含的鎂和鉀。缺乏這兩種電解質的確會造成抽筋，但是，

其實在抽筋發生的時候，通常體內這兩種離子的總量並沒有到非常低的程

度，而是只有在局部的肌肉中產生這兩種離子的缺乏，而造成抽筋。所以

應該是局部電解質控制出了問題，而不是因為體內真的非常缺乏這兩種電

解質，因此香蕉應該無法避免抽筋。

主題 60：抗胰島素現象與 GLUT4 蛋白！

回覆：

所謂胰島素阻抗現象 insulin resistance，是指細胞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

性降低，以致儀島素未能發揮正常功能促使組織來吸收葡萄糖。這現象常

見於活動量大幅減少的人，如一接受正規訓練的運動員，因故而未能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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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經一段時間後，其身體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就會降低；例如觀測他的

飯後血糖，下降到正常範圍值所需的時間會變長，或是需要更多胰島素的

分泌才能吸收相同份量的葡萄糖。尤其是肥胖的人和活動量少的人，這也

是造成現在第二型糖尿病及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

GLUT4（Glucose transporter type 4）是北體郭老師回國來一直鑽研的主

題，這不僅和醫學治療上有關（第二型糖尿病），也可應用在運動員身上（肝

醣儲存與耐力型運動）。GLUT4 是細胞外葡萄糖進入細胞內的一個關鍵因

子，因為細胞膜為雙層磷脂質，葡萄糖要進入必須有輔助因子來輔助運輸

才行，這時 GLUT4 就像一輛有通行證的公車，載著葡萄糖通過細胞膜，進

入細胞內進行肝糖合成的步驟。

為什麼 GLUT4 會和胰島素提在一起呢，因為當你吃完飯後，體內血糖

上升，胰島內的β細胞就會分泌胰島素，通知細胞內的 GLUT4 公車要到細

胞膜表面來載葡萄糖進入細胞內。GLUT4 大多存於肌肉細胞內，而 GLUT4

為一種蛋白，而運動訓練可能會促使的形成這種蛋白的 GLUT4 mRNA 的轉

譯現象增加。研究報告顯示，普通上班族做大腿的等速向前抬腿運動後，

其股四頭肌的 GLUT4 mRNA 的轉譯現象會增加。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如果

能真正找出，運動訓練和 GLUT4 mRNA 的轉譯現象的相關性，那不僅對糖

尿病患有貢獻，對長距離耐力型運動也有一定之正面幫助。

主題 61：溫度低時運動更能消耗卡路里？

主題內容說明：

溫度低時，一部分能量用了保溫，一部分能量因對流作用流失，這時

運動更能消耗卡路里嗎？減肥更有效？

回覆：

我覺得主題與副標題之說明會讓答案稍許不同。如果從所謂"減肥"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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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熱量的觀點來看，低溫時運動減肥的效果是不會更好的。當你以外在的

跑步速度進行運動時，例如上述的例子以每小時 14 公里的固定速度跑步，

在溫度低時的心跳率顯著低於溫地高時，因此，就絕對的運動強度來說，

消耗的卡路里就會較低。經驗告訴我們，環境溫度過低時，身體不會施展

開，運動的總消耗或總工作量(total work)，不可能高於適溫時，當然你的所

謂低溫，到底是多低呢？如過是攝氏 20 度，說不定我所說的又不對了，20

度跑馬拉松，還是相當不錯的溫度。

如果同樣是攝氏 10 度，運動者又勉強運動以符合某一運動強度的話，

這時候你"低溫時運動消耗更多的卡路里"的問題的答案可能會是肯定的。當

在低溫的環境下，你以人體的生理反應(心跳率)為標準時，為了達到心跳率

190 的相同生理反應下，當然就會需要在更高的速度下跑步，以便達到相同

的生理反應。因此，就相對的生理反應變化來說，低溫時的運動就會有較

高的卡路里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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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62：走斜坡的速度不進反退？

主題內容說明：

在我家附近有一座電台山，我從中學就常去走那裡的斜坡。那裡一年

會舉行一次比賽，今年我打算參加！但我發現我的體力好像在下降，記得

半年前，那時我還在吃素，每天都去走斜坡 32 分鐘就能到達山頂，我每天

都會去走，但好像很吃力，腳的疲勞不消，第二天就去訓練，當然成績一

天天退步。之後因為工作，我停了半年之久，現在有計劃的訓練，大概兩、

三天訓練一次，但成績還是一直在退？我覺得氣力不足，會不會和吃肉有

關？我較喜歡吃油膩的東西，但體重和半年前沒差，問題出在哪？

另外，人到了幾歲，體力會開始下降？難道到了三十多歲就無法再像

年輕人一樣了嗎？(我才 24 歲)

回覆：

運動訓練可以延緩身體能力的老化，不運動的話，以心肺耐力為例，

男生 20 歲左右，女生大致在 17、18 歲，能力就會走下坡。你今年 24 歲，

如果你過去一年半載未曾訓練你的身體，體力可能會退步。如果你又重新

鍛鍊，而只有二、三週之久的話，能力尚不能恢復，也是很自然的。我看

如果你一週訓練三~五次的話，大致上一、兩個月後，體能可以恢復一些，

或許三、四個月，可有顯著的效果。我不相信你經過三、四個月的恢復訓

練，體能還是會很差。所以，我想是你恢復訓練的時間不夠長，才讓你覺

得洩氣。我看，從今天起，恢復你的訓練或活動水準，兩三個月或三四個

月之後，你的體能將會逐漸的恢復。如果你很久未曾訓練了，有可能腿肌

肌力變差，讓你覺得力不從心，果如此，還需先練好肌力，運動起來才會

比較不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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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63：貧血者的運動注意事項。

主題內容說明：

我想要請問一個問題,如果有嚴重貧血的人是否可從事心肺訓練與肌力

訓練,還有因該要注意哪些其他的地方。

回覆：

貧血者因血紅素、紅血球較少，尤其是運動中，容易缺氧，較難應付

激烈運動的刺激。強度適當的長時間之持續性運動，是貧血患者適宜的運

動，這種運動雖長時間持續進行，卻不算是激烈的運動。最好運動中的每

分鐘心跳率在 120~140 次間，這種強度的運動，不算激烈，也不太會喘氣。

貧血患者應該常在野外活動，增加對外界干擾的抵抗力。如果病情嚴重，

不妨強度再減弱些，每分鐘 100 次心跳率，做快走運動也相當不錯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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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運動，越沒力氣運動，越運動，就會越能運動，身體就越好。

至於肌力訓練，更不用說當然可以，貧血患者可用最多能作 12~15 下

的重量，約 10 種運動(身體部位)，每週 1~2 次訓練。

主題 64：運動性貧血！

回覆：

運動性貧血可能是假性的貧血，甚至有學者主張它根本就是一種耐力

性運動員所產生的適應，血液稀一點有利於輸送(阻力小)，紅血球的濃度因

為總血量的增加而降低，造成安靜休息時，血液輸送氧氣的能力降低。

長時間從事撞擊地面的運動，如馬拉松跑，紅血球可能會受到破壞，也有

可能造成貧血。此外，長時間的運動可能會吸入大量氧氣，體內產生比一

般人多的自由基，也許也會破壞紅血球，造成運動員的貧血。儘管可能增

加自由基，但身體也會因應，增加抗氧化功能。事實上，適當的運動有益

健康，過度的運動有害健康，目前研究結果都是如此結論。

主題 65：素食對運動員孰好孰壞？

主題內容說明：

大家好，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阿理！我想向大伙請教一下，素食對一

位運動員孰好孰壞，（尤其是中長跑）會產會甚麼樣的影響呢？據我所說，

一些世界級的出色運動員都是素食者，比如前百米紀錄保持者卡劉易士，

還有好幾位來自肯尼亞的馬拉松選手，甚直 NBA 的籃球好手，都是素食主

義者呢！“素食對運動員孰好孰壞？”我想，這一個頗具爭議性的題目，

值得大伙討論，同時也希望老師們給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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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就蛋白質攝取的質與量而言，素食者「可以」達到和葷食者同樣的程

度，但是素食者需要更小心的選擇食物，因為肉類蛋白質大都是所謂的完

全蛋白質，也就是含有足夠量的各種必需氨基酸，但是各種植物蛋白質所

含的蛋白質，其中一種或數種必需氨基酸的量偏低，所以如果只吃少數幾

種食物的素食者，是有可能攝取偏低的蛋白質，以及缺乏必須氨基酸，而

影響肌肉的恢復與生長。但是，透過多種食物的組合，例如飯和豆類，就

可以互補，互相補充彼此缺乏的必需氨基酸，所以對素食者而言，攝取多

樣化的食物，例如飯、麵、豆類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可以喝牛奶和吃蛋

的話，對於蛋白質的攝取會更有幫助。

至於維生素和礦物質。由於素食者通常吃較多的蔬菜和水果，因此攝

取量通常會高於葷食者。B12 的主要食物來源的確是肉類，素食者的攝取

量偏低，但是人體對於保留 B12 也是非常有效率，所以即使是長期吃純素

的人也不至於出現 B12 缺乏的症狀，只有在特殊族群，例如孕婦或哺乳時

才比較需要擔心。

另外是鐵的問題。雖然有富含鐵的植物，例如菠菜，但是植物性的鐵

的吸收率不佳，僅有動物性鐵的一半或更低。因此素食者也許表面上吃了

足夠的鐵，但是有可能因為不易吸收，而造成血紅素偏低，進而影響中長

跑或其他運動的表現。

建議素食運動員每天吃一顆綜合維他命(例如善存或其他廠牌)，以避免

上述的問題，而且這樣的量也不會造成吃的過多而多身體有不良影響，價

格也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不論吃素或吃葷的運動員，都是要把握多吃

醣類(飯、麵、麵包)，少吃油(少吃油炸食品、肥肉、肥油、皮)的原則，才

可以控制體脂肪，並且有充足的肝醣提供運動時的能量，沒有說吃素比較

好還是比較不好。慎選食物，把握以上原則，不論葷素，都可以讓你有好

成績，如果沒有把握以上的原則，那不論葷素也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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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66：運動後恢復期的吸氧！

主題內容說明：

劇烈運動後的吸氧能不能使心跳率、血乳酸值、肺換氣量等生理反應

恢復到安靜時的水準時間加快？為什麼？

回覆：

效果沒有，或不顯著。即使有效果也是相當小的。

研究報告顯示，在一分鐘的最大踩車運動後的六十分鐘中，吸取純氧

與一般空氣具有相同的恢復效果。原因？(1)應該是組織呼吸與肺呼吸之間

的差異現象。儘管吸入純氧，微血管與組織的氣體交換時，氧分壓應該沒

有太大的改變！(2)代謝產物的排除與恢復具備一定的代謝過程，氧氣的分

壓增加並不會改變這個流程。

主題 67：慢跑對性有沒有幫助呢？

回覆：

適量的運動樣樣都好，唯一，它需要花時間(包括洗澡的時間)，所謂天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曾用 Exercise is Medicine 來

鼓勵人多運動。適量的運動就有如"小威爾剛"或"溫威爾剛"，確實是「用汗

水換取身心舒暢的無色小藥丸」。只是，適量的運動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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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68：懷孕期的運動。

主題內容說明：

各位老師你們好，有幾個關於此類的問題想請問你們？

1.孕婦適合做哪些運動？

2.這些運動能有效控制體重嗎？

3.與懷孕前相比較,這些運動能增加最大攝氧量嗎？

回覆：

研究調查發現，台灣地區孕婦常做的運動有散步、爬樓梯、伸展操等，

專家建議可能的話游泳、騎固定腳踏車與產前拉梅茲運動等亦相當有幫助。

懷孕期談控制體重，有點困難。懷孕期的體重應有一套另外的標準，

標準跟未懷孕時的體重、胎兒重、年齡等有關係。懷孕期要控制體重，應

該也必要，原因是懷孕期如果胖了後，將來可能在懷孕之後，不容易降下

來。或許婦產科醫師那裡有懷孕婦女的正常體重表。如果超出理想懷孕體

重甚高，應參考醫師或專家建議，以運動與飲食同時考量。孕婦運動需注

意體溫不可過高(注意散熱)、水份補充、持續時間不可超過 15 分(需間斷)

等。

最大攝氧量可能增加，但不一定是訓練效果。孕婦並不適合進行運動

訓練，而應以增加體適能為要。最大攝氧量的單位(相對值)，必須除以體重，

因此，懷孕者體重直直升之同時，要增加最大攝氧量，我覺得有點強人所

難，不容易，也不太需要。

主題 69：何謂 blood doping？對生理有何影響？

回覆：

blood doping 在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時被廣泛的提出來討論。運動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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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血液在比賽前先輸血後儲存起來，血液經過分離後，將紅血球以極

低溫儲存，在比賽前再將自己先前的血液輸血給自己，由於血液中的紅血

球數目因為輸血而顯著增加，因此增加了血液輸送氧氣的能力，用的血又

是自己的，因此不易被檢查出來。

違規輸血如果是將自己的紅血球存起來，某時刻(如比賽前)再將自己的

紅血球輸入自己體內，由於紅血球增多，攜氧能力改善，有氧能力或可增

加。不過，因為血球增加，提高血液的黏稠度，增加心臟負荷，血球也可

能在細微腦血管造成血流止塞。

雪梨奧運開始檢測血液 EPO(紅血球生成素，洗腎的病人可能需要這種

東西)，EPO 可能增加紅血球數，增加血液之帶氧量，提昇耐力運動表現。

可能發生的副作用是對腎患者頭暈體重增加，血壓增加，臉或四肢末梢腫，

視力模糊，肌肉骨骼酸痛，顫抖，盜汗類似流行性感冒。運動員濫用可能

發生心臟衰竭與中風。

事實上，也有人使用別人的血液輸入。但目前愛滋病對人類威脅相當

大，因此使用別人的血液之危險性相形較大，但這些都是違反運動精神，

對人體有害的行為，也相當容易被查出來，千萬不可做，另外也有人使用

紅血球生成素，以達到 doping 的效果，但這種做法也相當容易被查出來，

且對身體有不良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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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70：小學生是否適合服用肌酸？

主題內容說明：

合理的(a.是否有效：科學的研究支持。b.需要：是否為營養上的因素導

致成績不佳)，合法的，不是 I.O.C 規定的禁藥。

回覆：

合理？到目前為止，還沒看過以小朋友為對象的研究報告，哪裡有研

究報告支持呢？真是亂講一通。僅以成人為對象的研究報告，並不能支持

可以用在小朋友的身上的，至少是一種過度的推論。而且，有關青春期以

前小朋友過度訓練可能影響骨骼的正常發育，限制身高的發展。如果小朋

友服用肌酸造成肌肉的過度發育，會不會限制身高的發展呢？

合法？目前很多報告指出，肌酸可能受到污染(不肖廠商為了誇大效

果、降低成本)。事實上，不管是奧運會、亞運會或台灣的全國運動會都是

有參加年齡限制的，好像要 14 歲以上才能夠參加(我不確定正確的年齡)，

所有的相關禁藥規定，都是根據這個年齡以上的運動員的限制，「小朋友服

用肌酸合法」的說法，並沒有任何的運動法規支持的。

兩年前曾經報過肌酸的 seminar，記得當時看過的 paper 只有極少數的

人用了肌酸後，原本腎臟沒有問題者發生腎衰竭，而原本就腎臟就有問題

者發生腎衰竭的例子並不少，不過也看到有 paper 說在美國即將把肌酸列為

一些學校聯盟的運動比賽之禁藥！

肌酸的功能被誇大了，肌酸對肌肉的大小較有幫助，肌肉變粗了後，

如何轉成運動比較需要的肌力或甚至爆發力，還是一大問題。小學生比較

不需要服用肌酸的理由，是因為這些學生的進步空間相當寬廣，不需借助

肌酸即能進步，一味想依賴這種東西，恐怕失掉了更多需要或可以進步的

東西。

在國際競賽中使用肌酸的現象確實相當普遍。一般運動選手服用肌酸

的相關建議如下：(1)肌酸適合短時間爆發性項目運動員(但是對於單次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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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跳躍或投擲等能力不一定有幫助)，肌酸不是禁藥。(2)中長距離以上的

運動項目選手是不是適合服用因人而異，如果這位選手的肌力不佳可以考

慮服用。(3)服用肌酸後會出現肌肉量增加、體重提高的現象，教練與運動

員要了解這個現象，作為是否服用的考量之一。(4)服用肌酸記得要買品牌

公正、值得信賴的廠商，不要便宜就買。(5)服用肌酸以產品的建議量服用

一至二週為準,休息一至二週後再評估是否需要進一步服用。

主題 71：何時應用熱敷而又何時應用冷敷？

回覆：

冰敷使用的時機，大部分都用於受傷後的 72 小時以內，亦即所謂傷害

的急性期；而一般在進行復健時，大部分也會遵守所謂的「保守療法」，亦

即在每一次的運動復健治療之後，均使用冰敷作為結尾，以防患部可能因

過度的復健運動而產生第二次的腫脹。

在傷害的亞急性期時，亦有冰敷的使用，例如冷熱交替法，它指的是

熱敷 5 分鐘再冰敷 5 分鐘，然後再熱敷 5 分鐘再冰敷 5 分鐘，總共 20 分鐘，

冰敷的目的也是在預防熱敷造成患部可能的過度血流量（亦即預防腫脹）。

此外，在冰敷的生理變化上，在冰敷 5 分鐘左右之後，也會有血流增加的

趨勢，亦即在皮膚表面上出現紅紅的外觀（顯示了血流的增加），這也有助

於腫脹的移除。

除此之外，冰敷的使用也出現在運動後的預防保健手法，也就是一般

在職棒球場上常看到的，投手在完成任務下場之後，都會在肩膀、肘關節

甚至手腕部位，進行冰敷的保健手段；其目的便是在做例行性的保養工作，

預防身體過度使用的發生。

而熱敷的使用，大部分是用在傷害的亞急性期以後，例如前面所述及

的冷熱交替法、慢性期的深層熱儀器使用等等，熱敷的效果主要在於提供

傷害較佳的癒合環境，可以增加血液循環的速度、降低肌肉的緊繃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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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關節沾粘、減輕疼痛，同時亦可加速組織的癒合。此外，熱敷亦可使用

於運動前，如此可提高運動前熱身的效果。

主題 72：多少高度生理開始會有明顯的適應性反應？

主體內容說明：

人在多少高度以上，生理開始會有明顯的適應性反應出現？另外，人

上升的高度有無安全範圍的限定值呢？亦或最快上升高度為何？

回覆：

高度在 1500m 應會發生一些適應反應。昆明的高度是 1892m 的樣子，

大家對它是不是高地似乎沒有爭議，當地的海埂訓練中心大家都信它是一

個高地訓練基地。大部分的人到了大約 1524 公尺（5000 呎）的高地時，最

大攝氧量便開始下降。剛開始時，每上升 300 公尺（1000 呎），最大攝氧量

下降約 3%。但是，到了較高的高度時，則會嚴重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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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上升高地的上限，我認為是能維持基礎代謝攝氧量的高度，當然

這時候人幾乎不能再動了，人還要動的話就另當別論了。當然在那麼高的

地方氣溫也可能會是一影響因素。聖母峰標高 8848m，在那裡曾經測量估

計過的最大攝氧量為 15ml/kg/min，人在那裡每跨一步都要停下來呼吸好幾

次，因此人在那裡只要不凍死，不被暴風雪淹埋。

上升速度方面。在數小時內完成時(搭乘汽車或滑雪電車)，稱為急促

(rapid)；在 1 或 2 天內到達時，稱為快速(fast)；在一段較長的時間才到達時，

則稱為緩慢(slow)。當攀登非常高的高山時，適當的適應則需要數週的時間。

主題 73：運動選手的壽命和非運動選手的壽命誰短？原因為何？

回覆：

運動員與非運運動員的壽命誰長？目前似尚無定論。其實，運動員一

生花在拼命訓練的時日並不是很長，頂多十來年，退休後，如能好好保養

自己，應不至於影響壽命。運動員年輕訓練的時日，最好做好保養工作，

能休息時就多休息，晚上最好十點就睡覺。不過，一生如果都是為興趣，

做過多的苦練，恐會傷身，應知道節制。

中度以上的運動的確會增加自由基的產生，但是相對而言，經常訓練

的運動員，體內會經由補償作用，產生更多的抗氧化酵素，可以在運動後

清除因運動所產生的過量自由基。一般而言，運動員食量較大，因此通常

也會攝取較多的抗氧化劑(如果飲食正常的話)，因此經由適當的營養，以及

規律的訓練，長期下來，運動員所受到的氧化傷害不見得會比一般人高。

比較應該注意的是所謂的週末戰士族，也就是平常上班都沒有運動，

到了週末不管是為了逞強或是不服老或是受到朋友的鼓勵，從事劇烈的運

動，這些人體內的抗氧化防禦系統沒有受到訓練的影響，因此可能和一般

人差不多，但是劇烈的運動會增加自由基的產生，所以他們所受的氧化傷

害可能較一般人為高，需要多注意抗氧化劑的攝取，最好是從事規律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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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才可得到運動的好處。而且運動還有許多其他的好處，包括控制體重、

降低心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症、數種癌症等等的預防效果。影響人的壽命

的因素有很多，不可只單純的以運動來看。

有關「流行病學」的研究發現，有關運動選手壽命的長短，確實有趨

向於較短的情形。但是，造成壽命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運動員退休後的運

動參與顯著降低。似乎，維持固定的運動參與習慣是長壽的主要條件之一。

不管你年輕的時候有沒有參與運動訓練，至少應維持年輕時的運動習慣。

主題 74：請問肌樂可天天噴嗎？

回覆：

肌樂是屬於鬆弛肌肉的噴劑，具有短暫紓解酸痛的效果，唯其僅具有

短暫的效果，所以只要你願意多噴幾次其實是沒有關係的，但是要考慮到

呼吸道的反應，因為它具有揮發及擴張效果，容易引發呼吸的障礙。建議

應從發生需要你採用肌樂的原因著手，進行症狀的改善，否則搖湯止沸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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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無濟於事，不僅浪費金錢，又喪失診療時機，良心建議。

如果你是拿來要消除肌肉酸痛這樣問題上，以我的經驗，這效果很有

限，還不如做伸展、按摩、熱療方法來得有效果。

主題 75：如何用２小時的時間訓練４小時的比賽？

主題內容說明：

我想參加比賽如路跑或單車，比賽的使用時間可能長達４～５小時，

如騎１５０km 的自由車公路賽，但每天可用來練習的時間只有２小時，有

沒有辦法或方式可用２小時的時間訓練４小時的比賽？

回覆：

想要跑完五公里，就得先訓練自己的身體，使之有能力「輕鬆的」跑

完五公里。想用兩小時訓練出跑四小時的功力，可以，但是，你那兩小時

會非常非常苦，因為你必須將跑四小時所需的體能，濃縮在兩小時內訓練

而成。可想而知，訓練強度會比較強、訓練量也會比較重，但是，如果你

並不在意比賽成績的話，那就不要太在意訓練量與強度了，反正，你總會

走完它的吧！

基本上，如果使用閒歇訓練的概念，我想你可以達成你的目標，說真

的，當初"閒歇訓練"之所以被"發明"出來，是一位醫科學生，他沒有很多時

間耗在運動場上或其他場地訓練，因此他讓訓練的強度(跑速)提高，縮短每

趟之後休息時間間隔，甚至做"不完全的休息"(所謂不完全的休息一般設定

在每分鐘 120 次之心跳率，也就是說，休息至心跳率降到每一分鐘 120 次，

就再進行下一次運動)。至於運動(如跑步)的一次距離，最長大概在 1000 公

尺就行，你不妨試著跑一分半休息半分鐘(不出一分鐘)，跑步的速度以穩定

步伐(八九成速度)，由於中間休息時間短，因此可能會相當辛苦，你可嘗試

一下，記得漸進的道理，勿急於速成否則會功敗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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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接近比賽時(如三四週依你有多少時間而定)，你需實際地試試四小

時的比賽，也要注意漸進的法則，運動訓練上的"漸進"，讓人逐漸邁近成功

的標而能避免肉體的苦楚。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設施圖

主題 76：什麼樣的運動才算適度或適量運動呢？

回覆：

其實什麼運動應該都是可以的，關鍵在於你對運動的態度，建議你選

擇一或二種自己喜愛的運動項目，確保你會經常從事它。其次，運動過程

中要經常體會「有點累可是又不會太累」、「有點喘可是又不會太喘」、「運

動時很輕鬆自在、運動後覺得全身舒暢吧！」的境界，如果能經常有這種



-- 107 --

感受，就是你所要的適度運動了！

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是件很重要的，勉強自己從事不喜歡的運動的確

是很痛苦的事。

主題 77：有沒有什麼可以加強速度的祕招？

回覆：

簡要的說：當你的有氧耐力具備一定的程度以後，你需要增加訓練的

強度，增加強度的方法可以採用「間歇訓練」。

練習 5000 公尺，不一定要常常跑 5000 的。跑 400m*10、500m*8、

600m*6、800m*5、1000m*4、1500m*3、3000m*2 等都可以，而且，要記

得每次跑完後休息的時間也很重要，一開始可以休息時間較長，隨著練習

時間的增加，慢慢縮短休息時間。速度？當然要比跑 5000m 時還要快，而

且距離越短、速度應該更快。

除此，切記要多休息，因為休息也是“訓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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