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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對健康的影響 

1. 提升心肺耐力、肌力和肌耐力、柔軟度與體重控
制的功能，增進健康體能。  

2. 可以促進心理的健康，避免憂鬱和改善心理認知
功能。  

3. 減少罹患疾病的危險因子，像是有效控制高血壓
和高膽固醇。  

4. 增進身體功能性的能力，就是維持身體從事每日
生活所需的活動能力。  

5. 降低罹病率與死亡率，例如冠心症、中風、部分
癌症、第二型糖尿病、骨質疏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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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有益於身心健康，但若只是依賴
運動訓練，而忽略了飲食的搭配，不
僅無法在運動上有良好的表現，反而
會影響身體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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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哪一種？ 

運動的動機： 

 興趣、醫生囑咐、疾病因素、減重、
塑身、改善體能(自覺體力變差) 、競
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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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運動員嗎？ 

您每天運動時間超過一
小時以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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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每天運動時間未超過一小
時，請遵循一般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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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飲食的意義 

※本「每日飲食指南」適用於一般健康的成年人，但因個
人體型及活動量不同，可依個人需要適度增減攝取量。  

新版每日飲食指南 衛福部 2011年7月6日公布  

7 

• 沒有一種食物能完全提供所有完整的營
養素，包括：醣類、脂肪、蛋白質、維
生素、礦物質、水六大類營養素及膳食
纖維等。每一類都與健康及運動有極密
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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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攝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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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類（碳水化合物） 

醣類是運動中最經濟有效的能量來源之
一，醣類容易被消化、吸收，且分解快
速，所以在面對高強度的運動時，醣類
可快速氧化，提供身體所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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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醣(glycogen)：多存在於肝臟或肌肉中，

是動物貯存能量的形式，因此又稱為動

物性澱粉。成人體內約含300g肝糖，可

快速作為能量來源。 

當血液中葡萄糖過高時可轉變為肝醣貯存，

當血糖過低時可分解肝醣為葡萄糖，送

至血液循環，以維持血糖正常濃度。 

葡萄糖 肝醣 

（血糖） 

胰島素 

昇糖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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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 

• 主要是建構、修復組織和調節生理機能
的重要物質，也是構成肌肉的主要成分。 

• 在運動訓練期間或運動後，補充足夠蛋
白質，能有效的促進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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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質 

• 在人體維持生理機能，無法自行合成。 

• 礦物質中的鈣、鉀、鈉、鎂對神經傳遞、
肌肉協調，以及維持體內正常滲透壓有
很大作用，若缺乏時，則容易導致抽筋
及肌肉疲勞等現象。大量流汗後，應補
充流失的礦物質及電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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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 

• 參與能量代謝、調節生理機能，例如：
促進生長、調節蛋白質、脂肪及醣類等
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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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C：可促進物質代謝，提升肌力。
缺乏時會造成壞血病，會降低耐力性運
動的表現。                      
食物來源：柳橙(香吉士)、奇異果、芭樂
等。 

 

維生素A：對眼睛有保護作用，缺乏時會
造成乾眼症或夜盲症。                                  
食物來源：魚肝油、胡蘿蔔、橘紅深綠
色蔬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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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Ｂ1：若攝取不足，會降低攝氧量，
進而降低醣類的代謝，造成容易疲勞。                          
食物來源：糙米、全麥麵包、肝臟、瘦肉等。 

 

維生素Ｂ2：在運動訓練初期，會增加肌肉
對蛋白質的攝取，而增加肌肉能力。                           
食物來源：奶類、瘦肉、蛋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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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水是重要營養素，可做為體內大部分反
應的媒介，而人體約有60%重量是由水所
組成，也負責養分與代謝廢物的運送。 

• 人可以幾天不進食，但是若幾天不喝水，
就會死亡，可見水的重要性。 

• 人體一天約需要2公升的水，因為人體無
法儲存水分，所以必須每天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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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毒 

– 水分攝取過量時易導致低血鈉症之發生，
常見於大量攝取水分伴隨著電解質不足。 

– 水中毒可能會有頭痛、眼花、痙攣或抽搐
等症狀，嚴重的甚至會導致死亡。 

 

 

運動前、中、後適時補充水分及電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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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要體重控制，那更需
要養成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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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不是肉多！是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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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每日所攝取的熱量超過身體的需要量，身
體則將多餘的熱量轉變成脂肪，大量堆積在
體內即造成肥胖。 

多攝取7700Kcal的熱量，體內就可以多
轉化成1公斤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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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減少1公斤，需消耗7700大卡  

• 以均衡飲食為主，每天減少500~1000大卡 

• 正常速度是每週減少0.5~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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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Yellow_adipose_tissue_in_paraffin_section_-_lipids_washed_out.jpg


2016/11/21 

13 

50 

成人肥胖定義 

男性： ≧ 90 公分 

女性： ≧ 80 公分 

過重： 24 ≦ BMI ＜ 27 

輕度肥胖： 27 ≦ BMI ＜ 30 

中度肥胖： 30 ≦ BMI ＜ 35 

重度肥胖： BMI ≧ 35  

異常範圍 

18.5 ≦ BMI ＜ 24 正常範圍 

BMI  ＜ 18.5 體重過輕 

腰圍 

( cm) 

身體質量指數   (   B M I ) 

( kg /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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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若身高168cm ， 體重65公斤 

 BMI = 65kg ÷1.68m ÷1.68m  = 23 kg/m2 

 

理想標準體重公式 = 22 ×身高2 (公尺2) 

 

如：身高160公分 ，其理想標準體重： 

 22 × 1.6 × 1.6 =  56.3 公斤 ± 10% 

     （範圍 50.7 ~ 61.9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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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目前體重是85公斤，想減重至理想體重
65公斤，請問他花多久時間？ 

• 若每天減少500卡熱量 

85−65=20(kg) 

7700卡 × 20kg =154000卡 

154000卡÷ 500卡= 30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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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4 不同活動每小時所消耗熱量（不包括基礎代
謝量） 

 3.4×60kg×1hr

＝204 大卡 

1.4×60kg×1hr

＝84 大卡 

等於需跑操場
(400公尺)16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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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食物熱量與運動消耗熱量比一比 
下圖為以一位60公斤的民眾健走(30分鐘消耗165大卡)為例，需走
多久才能消耗吃下去的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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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原則 

1. 均衡、適量攝取六大類食物。 

2. 測量體重並記錄。 

3. 擬定適合自己的運動計劃，以循序漸進
方式慢慢增加運動量。運動前、中、後
適時補充水分及電解質。勿隨意補充中
草藥、偏方或營養增補劑。 

4. 養成良好的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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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新發布的「2015-2020飲食指南」 

• 美國最新發布的「2015-2020飲食指南」強調飲食
應少吃糖、鹽(鈉)、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並多
吃蔬菜、水果及全榖，提到可以喝適量的咖啡，
另外還取消對膽固醇的限量建議，最後強調人與
人之間應相互鼓勵與支持以共同建立與維持健康
的飲食模式與生活型態，讓健康飲食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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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飲食指南的重點如下：  

1. 健康飲食將有助於預防慢性疾病，例如肥
胖、心臟疾病、高血壓和第2型糖尿病。  

2. 健康飲食應限制添加糖的攝取不超過每日
總熱量的10%。  

3. 健康飲食應限制飽和脂肪的攝取不超過每
日總熱量的10%，少吃奶油、肥肉及速食
食物等飽和脂肪含量較高的食物，並建議
以不飽和脂肪含量高的植物油及堅果類作
為油脂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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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飲食應限制成人及14歲以上的兒童每
天鈉攝取量不超過2300毫克，而小於14歲
的兒童則應攝取更少。  

5. 建議多吃蔬菜、水果及全穀類取代零食甜
點及精製白米，可增加營養素及膳食纖維
的攝取，並鼓勵以飽和脂肪含量較低的魚
類及豆類作為蛋白質食物的主要來源，以
減少脂肪與總熱量的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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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版飲食指南不再訂定膽固醇的每日攝取
限量，但由於膽固醇含量高的食物通常也
含有較多的飽和脂肪，因此呼籲民眾仍應
盡量減少高膽固醇食物的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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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版飲食指南指出每天可以喝適量的咖啡，
但不建議添加糖及奶精，更不建議原本沒喝
咖啡的人因而開始喝咖啡，另外還特別叮嚀
咖啡和酒調和的飲品恐會造成酒精中毒等危
害，切記不可一起喝，同時建議酒不能多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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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了培養健康的飲食模式，還需建立規律
的身體活動習慣，美國發布的身體活動指
南指出，成人每週應進行至少150分鐘中等
強度的身體活動以及兩天以上的肌肉力量
強化活動，而6到17歲的兒童每天應至少進
行60分鐘的身體活動，包括有氧運動、肌
肉力量強化及骨骼強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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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健康的飲食模式與生活型態還需藉由人與人
之間相互鼓勵與支持的力量來共同實踐，且
運用簡單、方便、實惠的方式支持健康選擇
，讓健康飲食生活化，例如：  

(1)在家中準備餐點時可以多加些蔬菜及於飯後
散步增加身體活動。  

(2)在學校可以透過營養教育計畫及學校菜園等
方式增加健康食物的選擇及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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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工作場所鼓勵於休息時間提供步行及肢
體活動，並提供健康計畫及營養諮詢。 

(4)在社區可增加社區菜園、農夫市場及食物
銀行等，除了可創造適當的步行空間外，
還有助於健康食物可以合理的價格販售。 

(5)而販售食物的商店應賣給消費者健康的食
物，以及傳遞健康的飲食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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