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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 用大 肌肉 群 進行 規 則 性 與韻 律 性收

前言
運動有益健康，可降低心臟病死亡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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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糖尿病、腦中風、大腸癌、乳癌等的發生，協
助控制體重，維持健康的骨骼、肌肉與關節，並
減少憂鬱及焦慮1。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與美國運動醫
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於1995年共同發表建議成人最好能每天從事30

縮、持續時間長的有氧運動（aerobic activity）
為主，例如步行、慢跑、騎自行車、游泳等。此
外，每 週應至少兩天，針對身體主要的8 -10組
大肌肉群進行肌力訓練（muscle-strengthening
activity），包括漸進式的重量訓練計畫、爬樓梯
或類似的運用大肌肉群的阻力運動。
（2）運動強度

分鐘以上的中等強度運動 2，希望能鼓勵大家增

有氧運動之運動強度，可以利用代謝當量

加參與運動以達到健康促進之目的。最近，美國

（metabolic equivalents, METs）的觀念來定量。

運動醫學會及美國心臟學會（American Hear t

1 MET代表靜態坐著時的能量消耗。中等強度

Association）針對上述的運動建議，共同發表了

有氧運動是指3~6 METs的身體活動，一般相當

運動建議更新，希望能提供更完整、明確的運動

於輕快步行，並會有顯著的心跳率增加，例如在

建議 3。本文之目的即是要介紹此新版的運動建

平地上以每小時4.8公里的速度步行時的能量消

議給各位會員先進分享。

耗約3.3 METs。激烈有氧運動是指大於6 METs
的身體活動，一般會使呼吸速度變快，並大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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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心跳率，例如以每小時8公里的速度慢跑時的

（美國運動醫學會、美國心臟學會）
針對18至65歲之間的健康成人或帶有不影
響運動的慢性問題（如聽力障礙等）之病患，美
國運動醫學會及美國心臟學會提供的最新運動
建議如下：（如附表）

能量消耗約8 METs。從事有氧運動一般是從中
等強度運動開始，體能允許的話也可進行激烈
運動。
肌力訓練之運動強度則是要選擇適當之阻
力，使每個肌力訓練動作在重複8-12下之後即會
感到疲勞。

（1）運動型式

附表

美國運動醫學會及美國心臟學會的最新運動建議(2007)
有氧運動

肌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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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強度有氧運動：每週至少5天，每天至少30分鐘或
激烈有氧運動：每週至少3天，每天至少20分鐘
每週至少2天，從事8-10組大肌肉群的肌力訓練，選擇適當之阻力，使每個肌
力訓練動作在重複8-12下之後即會感到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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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持續時間是指完成暖身運動後，在運
動訓練中所持續的運動時間。中等強度有氧運

量為518 METmin。
基於中 等 強 度 運 動 的M E T 數 是 介於3 ~ 6
等 強 度 運 動及激 烈 運 動 時，建 議 每 週 累 積 運

運動則至少20分鐘。如果無法一次完成30分鐘

動量至少要達到每週450 ~750 M ETm i n（3

的中等強度有氧運動，可以分割成每次至少10分

150=450, 5150=750）的運動量。剛開始運動計

鐘的運動來累計。

畫時，應從總運動量的下限(450 METmin)開

（4）運動頻率

始，隨著體能改善慢慢增加至高運動量。值得注

為了促進及維持健康，最好能每天從事有氧

意的是，每週累積運動量並不包含日常生活中的

運動。若無法達到，則每週從事中等強度有氧運

低強度活動（< 3 METs, 如自我照顧、烹飪、散步

動至少5天， 或從事激烈有氧運動至少3天。兩者

或購物）或持續時間少於10分鐘的活動（如在屋

可合併互補來達到建議的運動量，產生健康效
益，例如每週有2天各步行30分鐘，另外2天各慢
跑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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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且每週應至少運動150分鐘，因此合併中

動的持續時間建議至少要30分鐘，而激烈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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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動持續時間

內或辦公室內走動、從停車場走進室內或倒垃
圾）。有少數日常活動是中等強度以上的活動，
並持續10分鐘以上（如快速步行去工作、用鏟子
從事園藝或做木工）則可以累積計入運動量之

此外，每週應至少2天從事肌力訓練，但是
不要連續2天從事肌力訓練，以避免運動傷害。

2007最新運動建議與1995版本之比較
2007最新建議中，提出了可以合併中等強
度有氧運動及激烈有氧運動來達到建議的運動

中，這觀念在舊版的建議中並沒有明確提到。
在1995年版本的運動建議中，對於肌耐力的
重要性只有點到為止。近幾年來有關肌力、肌耐
力對健康益處的實證研究資料快速增加，例如
阻力運動對骨骼組織所產生的負重會刺激年輕
人的骨質形成、減緩中年人的骨質流失，因而可

量。這是根據「運動強度」乘以「運動持續時間」

能會降低骨質疏鬆和骨折的危險性。最近的觀

等於「運動量」之運動生理學原理。例如以每小

察性研究也發現所有原因導致的死亡和肌力、耐

時4.8公里的速度走30分鐘時，會累積99 MET

力訓練程度成反比關係，雖然確切的生理機轉

min的運動量（3.3 MET × 30 min = 99 MET

仍不明瞭，但可能是因為肌力訓練會促進並維

min）；以每小時8公里的速度慢跑時20分鐘時，

持代謝活性強的瘦肌組織（lean body mass），這

會累積160 METmin的運動量（8 MET × 20

對於增強葡萄糖代謝非常重要，因此在新版運

min = 160 METmin）。以上述運動強度每週5

動建議中特別加入肌力訓練的部份。

天各步行30分鐘，每週累積運動量為495 MET
min；每週3天各慢跑20分鐘時，則每週累積運

運動的危險性

動量為480 METmin；若每週有2天各步行30分

身體活動量大的成人比缺乏身體活動的人

鐘，另外2天各慢跑20分鐘時，則每週累積運動

容易發生運動傷害，但他們整體的骨骼肌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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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率跟缺乏身體活動的人並沒有兩樣，這是因

進國人健康之目的。希望本文的介紹，各位會員

為缺乏身體活動的人在平時受傷的比率較大。這

先進能與政府相關單位（例如衛生局、國民健康

可能是因為身體活動量大的人，其體適能（肌耐

局、體委會等）共同推廣，使國人在一般就醫過

力、肌力及平衡能力等）較佳，因此在運動以外

程皆能方便得到適當之運動建議。

之時段受傷的發生率較低。此外，當運動強度及
運動量增加時，骨骼肌肉受傷的危險性也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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