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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蜻論:過去許多研究已發現肥胖對於執行功能的負面效應，而心血管適能則被發現
與增進抑制相關執行功能有所關聯。本研究之目的在同時肥胖、心血管適能探討其典抑
制相關執行功能之關聯。此外，本研究亦採用事件相關電位進一步探討該些變項與神經
電位活動之關聯。具體而言，本研究依肥胖與心血管適能狀態比較參與者在抑制相關型

態執行功能表現，以及事件相關電位的成分之差異。方按:本研究首先以 52 位健康的

男大生為粗篩的數，參與者需符合身體質量指數與最大攝氧量的篩選標準，最終符合條
件的參與者共有 40 位，並將其分為正常體重高心血管適能組、肥胖高心血管適能組、正
常體重低心血管適能組，以及肥胖低心血管適能組。認知功能與事件相關電位按測採用

叫色作葉之反應時間典正確卒，及其所誘發之間成分。結果:正常體重高心血管適能組
在其質情境作業的反應時間顯著快於肥胖低心血管迪能組;同樣地，相較於正常體重高

心血管適能組，肥胖低心血管適能組與肥胖高心血管過能組顯著是小的 P3 振幅。然的

潛伏時間並未呈現肥胖與心血管適能在不同組別的差異。結論:本研究發現，低肥胖且
高心血管連能水準者在叫色任務表現最佳，其並可投入較多之注意力資源配置於執行功
能相關之認知表現情境。高肥胖程度且低心血管過能水草者在叫色作業任務則最差，而
肥胖者與低認知表現之關聯可能受到心血管適能的調節。建立於本研究的發現，建議未

來研究可由樣本數、不同認知測驗、其他年齡組群、性別，以及更多影響肥胖者與認知
功能的費項等方面作後續探討。
關鍵詞 z 認知功能、身體質量指數、心血管適能、叫色測驗、抑制能力

Organization, WHO)
壹、緒諭

統計， 2014 年全球 18 歲以

上的成年人口將約有 19 億人過重，且超過 6 億

的人口達到肥胖 (WHO， 2015)
全球高比例之肥胖現象已成為現今備受關
注的健康議題。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Ng 等 (2014)

亦發現自 2000 年起，肥胖人口比例快速遞增，
男性肥胖盛行率從 28.8% 升到 36.9% ;女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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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則從 29.8% 升至 38% 。相同高肥胖比例之

之正向關聯 (Kramer， Erickson, & Colcombe,

現象亦顯現於亞洲，甚至臺灣。事實上，臺灣

2006) 。其中，尤其是心血管適能與執行功能

於 2013 年有關 r20 歲以上男性」的肥胖盛行率

(Colcombe & Kramer, 2003) 、抑制相關執行功能

已達 34% '而 r20 歲以上女性」則達 31% '顯

間 (Crova et 祉， 2014; Hillman et a1., 2014;

示臺灣每三位成人即有一人被認定為肥胖，而

Weinstein et a1., 2012) 有更大之關聯。在過去諸

該高比例使得臺灣成為亞洲排名第四之肥胖高

多有關心血管適能可促進認知功能正面效益之

風險國家 (Ng et a1., 2014) 。

研究基礎下，心血管適能可能被視為肥胖與認

許多研究已指出肥胖與身體健康的負面關

知功能間的調節因子之一。

聯，而肥胖與認知功能的關係則在近年來開始

抑制能力為執行功能的主要次成分，其與

受到關注 (Cserje函， Moln缸， Luminet, & Lenard,

肥胖有其關聯性 (Kamijo， Pontifex, et 泣， 2012;

2007; Kamijo, K.han, et a1., 2012; Kamijo, Pontifex,

Kamijo et 祉， 2014) 。叫色作業 (Stroop Test) 為

Nederkoor:且，

檢測抑制相關執行功能經常使用的神經心理測

Coelho. Guer:rieri. Houben. & Jansen. 2012: Wirt

驗 (Etnier & Chang, 2009) ，亦為本研究之主要

Hundsdorfer, Schreiber, Kesztyus, & Steinacker,

研究工具。叫色作業包含同質情境 (congruent

2014) 。具體而言，肥胖與多種認知功能面向異

condition) 與異質情境 (incongruent condition)

常有闕，例如:學習與記憶之障礙 (McCrimmon，

兩種。岡質情境係指內含文字刺激的顏色與字

et a1., 2012;

Ry妞，

Kam討o

& Frier,

et a1., 2014;

2012) 或記憶力與注意力受損。

義相同;而異質情境則是指文字刺激之顏色與

此外，肥胖對執行功能此高階認知功能

字義不同。相對於岡質情境其反映一般基本訊

(executive function) 之影響甚高 (Smith， Hay,

息處理過程， f固體在執行異質情境時需要投入

Campbell, &

更多能力以抑制無關訊息，因此反映抑制方面

Trollor, 2011; Volkow et a1.,

2009) 。執行功能為人類一種高階或後設之認知

的執行功能

功能

(Audiffren， Tomporowski, & Zagrodnik,

Hillman, & CasteUi, 2008) 。過去研究已以不同視

2009)

，其負責統整與監控多種基礎的認知能

角進行心血管適能與叫色作業的探究。例如:

(Adleman et a1., 2002; Buck,

力，使得在考量環境因素下得以適當處理複雜

Dupuy 等 (2015) 以 22 名年齡年輕女性與 36 名

的目標性行為。執行功能可再細分成不同類型

老年女性為實驗對象，並依據心血管適能高低

的次成分，如:抑制、主作記憶、認知彈性、

進行分組。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年輕或老年

自我調節等 (E旭ier

& Chang, 2009)

;其中，抑

族群，高心血管適能組相較於低心血管適能組

制 (inhibition) 層面的執行功能是多數肥胖研

均呈現較佳的執行功能，亦即心血管適能對於

究所聚焦之概念 (Romine & Reynolds , 2005) 。

抑制能力有正向關聯且不受年齡影響。縱貫式

Batterink, Yokum，與 Stice (2010) 指出，肥胖者

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 Vaughan 等 (2014) 以隨

可能因缺乏抑制食物相關訊息的誘惑或克制衝

機對照試驗法分配 49 名老年人於 16 週健身運

動行為，而導致肥胖。

動組或控制組。結果發現，健身運動組在執行

在固定能量攝取條件下，肥胖族群可透過
身體活動得到能量消耗，進而改善肥胖情況。

同質、異質等情境時，其後測表現顯著較控制

組表現更好。

Burkhalter 與 Hillman (2011) 發現，肥胖者可以

亦有研究由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透過身體活動增加能量代謝，並改善身體體

potential, ERP) 角度分別進行心血管適能與認知

態，而得到生理與心理健康狀態。有趣的是，

功能或肥胖與認知功能間之探討。事件相關電位

此身體活動尤其是與其相關的心血管適能

為個體受特定刺激、事件或反應而誘發時間鎖定

(cardiovascular fitness) ，亦已發現與認知功能間

的腦技變化，其具有高時間解析度，能反映較精

肥胖、健身運動、認知功能、事件相關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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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內隱認知處理過程，以利評估認知過程

攝氧量 (Maximum Oxygen Uptake, V02max)

(Fabiat丘， Gratton, & F edermei缸'， 2007) 。其中，身

為指標。以 BMI 而言，本實驗係依撮衛生福利

體活動與心血管適能相關研究將事件相關電位

部針對臺灣成人肥胖與正常體重區段 BMI 認定

之的成分視為主要的探討成分(莊嵐雅、黃崇

標準訂之;另在最大攝氧量方面，則以美國運

懦、洪聰敏， 2014) ，並發現心血管適能與增加

動醫學學會

的振幅間之正向關聯 (Chang，

Huang, Chen, &

Medicine, ACSM) 針對心血管適能常模標準作

Hung, 2013; Pontifex et a1., 2011) 。不僅如此，過

能力劃分。具體而言，本研究採 BMI 與最大攝

去針對叫色作業的研究發現過重者與的成分有

氧量區段前、後各 35%為實驗對象，最終招募

關 (Bauer， Kaplan, & Hesselbrock, 2010) ，而的

符合篩選條件之參與者共 40 人。該些參與者為

指標已為多數肥胖研究所聚焦的事件相關電位

正常體重高心血管適能組

成分

18.5 三三 BMI<24; V0 2m阻孟 48.2) 、正常體重低心

(Kamijo， Pontifex, et al., 2012; N恥，

Frank間， &

Muris, 2008, 2010) Kamijo , Pontifex,
0

血管適能組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10

人(NH:

10 人們L : 18.5 星 BMI < 24;

等 (2012) 及 Watson 與 Garvey (2013) 之研究同

V0 2m阻至 40.2) 、肥胖高心血管適能組

時針對的與 N2 為探討成分，結果亦顯示事件

(OH: BMI 孟 27; V02max 全 48.2) ，以及肥胖低心

相關電位的的成分似乎較為敏感。

血管適能組 10 人 (OL:BMI 這 27; V02max 重的.2)

經上述研究回顧可發現，肥胖族群對抑制
有著較低的表現，而心血管適能可能為改善抑

10 人

等四組，肥胖高心血管適能組部分包含技擊類
運動專項選手。

制相關執行功能的方式之一。此外，過去相關

參與者 在 進行實驗前 2 小時被指示不得從

研究僅分別聚焦於心血管適能或肥胖與抑制功

事劇烈健身運動，同時在 12 小時內 不 飲用含有

能在事件相關電位上的探討 (Kamijo，

咖啡因及酒精的飲料。此外，參與者需經由身

Pontifex,

et a l., 2012; Kamijo et a l., 2014) ，然俏未有研究

體活動預備問卷

(Physical Activity Readiness

同時將肥胖、心血管適能、抑制能力，並藉由

Questionnaire, PAR-Q) 評估心血管適能檢測之

行為與事件相關電位取向同時探討。為此，本

安全性。其他招募因素尚包括有:視力及辨 色

文之目的在比較肥胖與正常體重年輕人的高低

能力均為正常、自述過去無精神病史與神經相

心血管適能，是否對叫色作業表現有所差異。

關疾病等參與要求。

此外，本研究並進一步以事件相關電位取向進

本實驗經由國立臺灣大學人體試驗委員會

行該議題之探討，尤其聚焦於事件相關電位之

同意，在正式施測前，所有參與者確實了解實驗

P3 成分。期望透過如此之探究增進對該議題知

進行之內容，並簽署實驗同意書。在實驗進行當

識之理解。

中，參與者如感覺不適或有任何終止實驗之因
素，該實驗會立即中止。所有健身運動相關實驗

貳、方法

過程係以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分針為指導原則

(Americ組 College

一、實驗參與者
本研究首先以 52 名年齡介於 18 至 25 歲之
男性大學生作為租篩的最初人數，然參與者需
符合本研究所設定肥胖與心血管適能之篩選條
件方會進入施測階段。肥胖與有氧適能分別以

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 BMI) 與最大

ofSports Medicine, 2013)

。

二、研究工具
(一)身高、體重、 BMI' 以及身體組成
實驗參與者之身高係由身高計測得，並經

由身體組成計

(Tanita-BC601BK) 量測體重與

體脂肪率，同時依公式計算【體重(公斤 ) /身

高(公尺 2) 】取得參與者之 BMI 。本研究亦檢
測體脂肪率作為身體組成之額外量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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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活動預備問卷 (PAR-Q)

對照相對值介於 80-89 bpm 或 90-100 bpm' 所

身體活動預備問卷適用於 15 至 69 歲的對

設定第二階段的運動負荷為 600

kpm.min- 1

象，此問卷是由加拿大健身運動生理協會於

(100W) 或 450 kpm.min- 1 (75W) ，根據此數值再

2002 年所修訂而成。該問卷共計有 7 題檢核問

依序設定第三、第四階段的運動負荷，並於每

題，題型為詢問參與者有無心臟疾病、高血壓

個階段的第二與第三分鍾的倒數的秒時紀錄該

藥物服用、骨儲或關節惡化 等 症狀，主要用以

參與者當時的心跳率，假若連續 1 分鍾的心跳

評估參與者是否適宜參與身體活動。

率數值相差 5 bpm' 貝IJ延長該階段的運動負荷時

(三)魏氏成人智能量表第三版.記憶廣度測驗

間，直到心跳達到穩定為止。完成 12 分鐘腳踏

魏氏成人智能量表第三版 (Wechsler

Adult

車測試，即可運用公式推估該參與者之最大攝

Intelligence Scale-Third Edition, WAIS-III) 涵蓋

氧量。

多種認知面向之內容，適用於 16 至 89 歲的對

三、認知功能量測

象。其中，記憶廣度測驗多是用來量測工作記
憶力，並作為智力之指標。此測驗內容共計有
的題，其包含 8 題順序背誦與 7 題逆序背誦，

情境(該情境中，字與顏色一致，包括紅、綠、

(四)運動自覺量衰
運動自覺量表是用以判斷個人在進行身體
活動自覺努力之程度。該量表是由 Brog 所建立

(Borg , 1998)' 其量表範圍從 6 至 20 代表不同的
費力程度:依序為 6 至 11 為非常非常輕鬆至輕

鬆; 12 至 15 為有些吃力至吃力; 16 至 20 為非
常吃力至耗竭。

藍三色。例如: í紅」以紅色字體呈現) ;異質情
境(該情境字與顏色不一致，包括紅、綠、藍三

色。例如: í 綠」以藍色字體呈現)。

本實驗所採用之叫色作業共計十個回合
(含三種情境) ，各情境以隨機方式呈現。每位參
與者經由 30 測試練習後，即開始正式施測。前
四回合為岡質一中性情境(色塊呈現) ，每回合

(五)心血管適能評估相關儀器

為 90 測試(舍的個問質情境測試、 45 個中性

(Polar，

RS400) 記錄腳踏車運動之心跳率變化。儀器採

用固定式心肺測試用腳踏車 (Ergoline 200) 為
心血管適能的施測工具，該儀器可以提供參與
者踩踏速度，並手動調整其個別負荷強度。本

研究以 YMCA 次強度運動負荷測試

能之方式 (Stroop， 1935) 。該測驗屬於神經心理
測驗，其包含兩種不同測驗情境，分別為同質

量測時間約為 10 分鐘。

本研究採 Pol缸心跳率監測器

本研究以叫色作業作為量測多層面認知功

(The

YMCA cycle ergometer submaximal test) 之程序
(Golding, Siegel, Sorenson, Bumam, & Stein,
1989) ，來評估實驗參與者的最大攝氧量。量測
方式如下，使用三階或更多階的方式，每階段
的連動時間為連續三分鐘，使得心跳率能提升

至 110 '同時能達到最大心跳率 (220-年齡)之
85% 運動負荷。全程的踏板速率均維持為 5。

中m' 初始的運動負荷為 150 kpm.min- 1 (25W) ,
依此階段進行的運動負荷所量測之第三分鍾的
心跳來決定隨後的運動負荷。例如，如果心跳

情境測試) ，共計 360 測試(含 180 個同質情境
測試、 180 個中性情境測試) ，後六回合為異質
一中性情境，每回合為 72 測試(含 36 個異質情
境測試、 36 個中性情境測試)，共計 432 測試(含

216 個異質情境測試、 216 個中性情境測試)。
測驗開始時，螢幕正中央會出現白色的 十

字訊號，目的是要參與者進行刺激前之準備，
此時參與者不需要執行反應。隨後十字訊號後
600 毫秒，螢幕即會出現目標刺激其持續時間為

500 毫秒。刺激訊號出現至下一個十字訊號出現
的間隔時間為 2000 毫秒。

叫色作業以同質與異質情境之反應時間與
正確率兩個指標作呈現。所有收取之資料會刪

除錯誤刺激反應，例如刺激未出現而進行按

鍵、反應時間低於 150 毫秒(預期錯誤)或大於
2000 毫秒(延遲錯誤)等。反應時間是計算刺

肥胖、健身運動、認知功能、事件相關電位

激出現到執行反應之時間差，錯誤反應則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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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血管功能體能測試前，施測者會進行

入計算。

研究目的及施測流程的簡述，如參與者同意會

四、腦波收錄系統

簽署實驗同意書，在運動介入前，參與者會進
行填寫 PAR-Q' 確認是否可以進行測驗，方進

本研究以神經刺激系統 Stim2 來量測參與
者在叫色作業之反應時間與正確率，並使用

行後績的階段。隨後，參與者會填寫背景相關

資料、身體組成、智力等檢測。完成所有參與

NuAmps 放大器、 Neuroscan Scan 4.0 應用軟體、

者特性檢測後，心血管功能體能測試再以固定

電極帽 (Neuroscan Quick-cap , Neuroscan Inc. ,

腳踏車作量測，在此同時，參與者會被要求配

Virginia, USA) ，收集參與者因認知刺激所產生
之大腦神經電位活動。

步的確認，以利觀察其心跳率與自覺狀態。該

腦渡收取紀錄是由 32 個 Ag

/ AgCl 材質的

電極點，採用國際通用 10-20 之腦控紀錄系統。

本研究收集的電極點包含: Fz 、 Cz 、 pz 、 F3 、

F4 、 T3 、 T4 、 C3 、 C4 、 P3 、 P4 、 01 及 02' 所
有電極點皆與皮膚有良好的接觸，並在低於 10

kn 的電阻下收取。電極帽以前額 GND 為接地
電極，以參考點 Al

'

戴心跳率監測器，並搭配運動自覺量表作進一

A2 為左右側耳後乳突

(mastoid) 的位置，並以左眼上側、左眼下側、
左眼外側、以及右眼外側為監控眼電的活動，
以記錄並排除會干擾腦波的眼動與眨眼行為。

濾波設為 0.05-70 Hz band pass '類比數位轉換

為 12 bites '取樣率為 500 Hz 。
在腦波資料方面，首先會利用 Neuroscan

階段約為 50 至 60 分鐘。
如肥胖與心血管適能水準符合本研究篩選
條件，參與者方被安排第二階段的認知功能量
測。認知功能測驗是在腦浪靜音室進行，以利

參與者能專心於認知功能的量測，無外務之干
擾。另外，在認知功能測驗前，施測者會幫參

與者配戴腦波帽，並依撮腦波收錄流程收取認
知測驗所產生出的大腦電位活動，整個實驗流

程約為 70 分鐘。

六、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 SPSS 2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統計分析。在參與者基本資料方面，以單因子

分析軟體將所有回合依序進行去校正與合併，

變異數分析進行四個組別 (NH 、 OH 、 NL 、 OL)

使其成為一段連續檔案，之後再執行去眼動步

在年齡、身高、體重、教育程度、身體組成、

聽，在執行腦控圍切割分段(取刺激出現前 200

身體活動量與智力表現等基本背景資料數據上

毫秒與刺激出現後 1000 毫秒)、濾渡設定頻寬

的差異性。

O.IHz 至 50

Hz band pass 、基準線校正是取刺激

反應時間與正確率之行為資料則以 4 (組

前 200 毫秒、刪除振幅超過正負- IOO IlV 至 100μv

別: NH 、 OH 、 NL 、 OL)

或雜訊干擾之區段、排除反應錯誤之段落。分

同質、異質)二因子混合設計重複量數變異數分

析 Fz 、 Cz 、 pz 等三個電極點 (P3 振幅出現最大

析進行考驗。 P3 振幅與 P3 潛伏時間之腦波資料

峰值之大腦區塊) ，最後再定位分析編碼階段的

則以 4(組別) x

P3 浪，時間區段設在目標出現後 300 毫秒至 700

Fz 、 Cz 、 pz) 三因子混合設計重複量數變異數

毫秒的最大正波。

分析考驗。在進行統計水準檢驗前，數據若違

五、施測流程

反環狀假設需以 Geisser-Greehouse 作校正。若

2

x 2

(叫色作業情境:

(叫色作業情境) x

3

(電極點:

因子間之主要效果或交互作用達到顯著水準，
每位實驗參與者前來實驗室需進行兩階段

之測試，第一階段為基本招募條件之篩選與心
血管功能之測試，另一階段為認知功能量測，
該兩階段需採不同天進行。

則進行後續多重比較，統計數值達顯著之變項

則以 partial 卅呈現其效果量，所有統計考驗顯
著水準訂為 α=.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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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為表現

參、結果

認知表現行為在四個組別摘要表如表 2 所示。

一、參與者基本資料

表2

本實驗共計 40 位實驗參與者，依 BMI 與心

叫色作業於自誼之反唐時局真正確率攝要寰

血管適能槍測標準分組。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

變項

正常高適能組也胖高適能組正常低適能組肥胖低適能組
們回

析結果發現(表 1) ，四組別的年齡、身高、與
記憶廣度皆無顯著差異

(F(3 ，

36) < 0.63 , p

> .05) ·僅有體重 (F(3 ， 36) = 11. 62 , p < .001) 、

(0昀

(NL)

(OL)

皮，時間(由}
罔質

440.42010 13.54

4ω.87 士 13.54 482.87 土 13 .54

真貫

473.47 土 25.69

505.24 % 25.69 540.74 ,= 25.69 596.11 '= 25.69

486.41010 13.54

BMI (F(3 , 36) = 24.63 , P < .001) 、腰臀比 (F(3 ，

IHI率仰)

36) = 7.62 , p < .01) 、體脂肪率 (F(3 ， 36) = 5.77,

同質

86.7% 0.02

87.2 '= 0.02 90.7 '= 0.02 9幻'= O.ω

p < .01) 、最大攝氧量 (F(3 ， 36)

異質

84.1 '= 0.04

75.0

=

12 1. 66, P

%

0.04 82.6 '= 0.04 85.3 企 0.04

< .001) 等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體
重與 BMI 方面· OL 組與 OH 組之間無顯著差
異，而 OH 與 OL 組顯著大於 NH 組與 NL 組，

(一)反應時間
經三因子混合設計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結果

且 NH 組與 NL 組間未達顯著差異。在腰臀比方

顯示，組別在主要效果上達到顯著差異 (F(3， 36)=

面， OH 組、 OL 組與 NL 三組未達顯著差異，

3.74 P < .019, p紅tialη2 = .24)' 經事後多重比較積驗

而 OH 組顯著大於 NH 組 'OL 組亦顯著大於 NH

後發現 'NH 組在反應時間顯著短於 OL 組 (456.95

組;在體脂肪率方面， OL 組與 OH 組之間無顯

::!:: 18.81 ms 與 541.26::!:: 18.81 ms, p

著差異· OH 組、 NH 組與 NL 三組未達顯著差

NL 組與 OH 組間未達顯著差異;此外 'NL 組、 OH

異，而 OL 組顯著大於 NH' OL 組亦顯著大於

組與 OL 組，三組間亦未達顯著之差異。情境在反

NL 。而在最大攝氧量方面 'NH 組與 OH 組之間

應時間亦顯示顯著之主要效果 (F(l ， 36) = 55.306, p

無顯著差異，而 NH 組顯著大於 NL 組與 OL 組，

< .001 , partialη2 = .61) 。該結果說明，相較於異質情

OH 組亦顯著大於 NL 組與 OL 組，且 NL 組與

境 (528.砂土 12.84 ms) ·實驗參與者在岡質情境下

OL 組間未達顯著差異。

有顯著較短之反應時間 (467.64::!:: 6.77 ms) 。
組別與叫色作業情境間之交互作用亦達顯

要 1

著水準 (F(3 ， 36) = 4.23 , p < 肘， partialη2

學與者曹景賀科車要囊
基本資料

年齡

= .26) 。經單純主要效果被驗後發現，同質情境

正常高適能組肥胖高適能組正常低適能組肥胖低適能組

(NH)

人數

10
20.90'= 1.29

(O助制L)

10

10

20.20'= 1.32 22.80'= 2.44

(OL)
10
2 1.00'= 2.87

身高(個)

175.20 ,= 4.29

團軍何)

65.20'=6.12

92.70'= 2 1.89

68.40 士 6.11

99.80'= 2 1.82

BMI 甸的

2 1.22 ,= 1.54

30.13 土 4.23

22.40 ,= 0.85

32.54 ,= 5.48

0.77'= 0.04

0.87 '= 0.05

0.82'= 0.03

0.88'= 0.04

軍曹比

174.30 ,= 8.26175.00 ,= 6.50 174.50'= 6.67

幢脂肪率(%)

17.60 ,= 5.74

22.02 ,= 5.01 17.73 ,= 3.63

27.60 ,= 4.03

記憶廣度

24.40'= 3.24

2 1.20'= 2.74 22.90'= 4.04

23.00 土 4.30

56.32 士 3.07

53.68 '= 3.

E大攝氫量
(凶k伊i且}

= .02) 。而 NH 、

“

36.46 '= 2.46

34.94 士 3.55

顯示出組別間之差異無達到顯著水準，然在異

質情境下· NH 組反應時間顯著快於 OL 組，然
而其他組別間之差異則無達到顯著水準。

(二)正確率
經二因子混合設計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結

果發現，僅叫色作業情境在主要效果上達到顯

著差異 (F(l ， 36) = 19. 凹， p < .01 , partial 卅
= .35) 。相較於同質情境，參與者在異質情境下
有顯著較高之錯誤率 (.89 土 .01 VS. .82 土 .02 %,

p < .01) 。男本研究發現，組別在主要效果、組
別與情境之交互作用並無顯著之差異性。

肥胖、健身運動、認知功能、事件相關電位

三、事件相關電位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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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色作業情境與電極點位置間交互作用違

的攝幅典的潛伏時間在四個組別之摘要

顯著 (F(2， 72) = 7.40, P <.01 , P叫al 1'(2 = .17) 。
鱷由單純主要效果槍驗顯示，在間實情境下，

表如表 3 所示﹒

Fz 的 P3 攝幅顯著小於 Cz 、 pz 的 P3 攝幅;然

表3

Cz 與 pz 的 P3 振幅則無顯著差異。而在異質情

.件擂，電位的成倉之蜜續與軍吠聽聽攝重要

境下， Fz 輿 pz 的 P3 振幅顯著小於的 P3 援帽，

正常高軍艦組肥胖高通能把iEM僅遁詞岫肥胖怔邁阿祖

種現

徊。

(08)

~個

(NL)

但 Fz 與 pz 的的振幅則無顯著蓋異。此外，相
較於異質情境 'Fz 電極點在開質情境的 P3 振幅

同貨p3蜜"

顯著小於 pz 與 Cz 的 P3 張蝠，

。可

3.48

h

11.44 "

cz

15.34 企4..36

h

15.55 z

2.96

7.33 金

10.85 "
9.11..

3.79

11.17" 7.65

5.72"

3.43

9 置g"

2.14

3.06 13.91 "

7.43

2ω11.26 "

5.68 10.33 "

2.84

員組 n 攝帽

組別與電極點位置間交互作用結果顯示未

達顯著差異 (F(6， 72) = 1.94 , p =.11)' 而叫色作
業情境、組別與電極點位置三者交互作用亦未

4月
8.64主3.26

b

17.4U

3.66 11.7H

3.48 15.82 z

口，

8.99 主

3.46

b

15.14 企

4.!n

3.但

6.09

9.33 "

2.36

11.26 "

7.01

3.6~

14.IH 2.92

10.29 "

13.0U

4.38 主

l'Z

達顯著差異 (F(6， 72) = 2.03 , P =.09)
---- 正，但過龍(NL)
一一 且，再過龍(NH)
一一 Z胖但過龍(OL)
-r_畔串通龍(OH)

同貫p3酒t隨
時間借助

5n.3O z

Fz

125.(揖 419.90 ,!d07.73

501.10 z 201.57

cz

516.ωz12:且也 462.90傘 97.15

h

位3.20主挖.22 4恥"主 103.21 472.70 z

h

5'個 20 ，， 209.72

549.80 z 110.45 522.70= 95.117

17M 4“.80主 107.57

C注

.10

~只

、〉- 。
門
J

Q P3.仗

司$
E

時間。"

h

643抽企見血11 603.ω士也4.00 5112.60 金 215.105組.90，， 217.21

cz

621.30 金 97.!KJ

h

574.30" 103.17

612..'∞企兜風 598.ω" 100.14

‘

?

、~-‘-..........

15
~O
.;N回

在主要放果上達到顯著差異 (F(3， 36) = 6.98,

現 'NH 組與 NL 組之間無顯著差異。.78 士1. 14

1.14 ~v, P =.57) t 而間組顯著大於

OH 組、 OL 組 :NL 組顯著大於 OL 組，但該組與

OH 祖未違顯著差異。此外· OL 組輿 OH 組間未
達顯著差異(圖 1) 。在叫色作業情境方面，結果顯

示 P3 攝幅在兩種情墳間未撞到顯著差異 (F(I ， 36)

=.16) 0 在電極點位置方面，結果顯示主要

效果上達到顯著差異(F(2， 36)

棍"。 缸"。 缸間 1000

=

17.師， P <.01 ,

partia1 η2 = .32)' 組多重比較檢驗後發現， Cz 的的
振幅顯著大於 Fz 輿 pz 的 P3 張幅 (13.00 士 0.70μV

> 9.48 ::1:: 0.70μV 輿 11.62 :1:: 0.61μ的:此外， pz 的
的振幅顯著大於 Fz 的 P3 攝幅 (p =.03) 。

平周圍

P

〈別， p前tia1 η2 =.3η; 租車後多重比較積毆後發

::1::

200

.1. 四個在叫色作難情境下 Fz 、 cz 與 b 的國演祖

鱷三國于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組別

~V 輿 8.1 0

o

J帶血時間(ßlSJ

96.80 企 12ι12498.“金 1個.4(1 s22..鉤金9S.4S 514.ω" 131且，

(一) P3 接幅

= 2.02, p

3

10

h

(二)的潛伏時間

經三因于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檢測結果發
現，組別在主要按果土未達到顯著差異 (F(3， 36)

= .34, P = .80) 。在叫色作業情攪 (F(I ， 36) =
56.05 , P < .01 , pa甜a1 1'\2 = .61) 與電極點位置

(F(2 , 36) = 13.50, P < .01 , partial tt = .27) 方
2

面，潛仗時間主要效果上皆達到顯著差異。經多
重比較檢驗後發現'的潛伏時間在同質情境下

顯著短於異質情境 (49 1.29 士 16.07 輿 566.36 士

16.82 凹， p< .05) 。此外， Fz 輿 Cz 的的潛伏時
間顯著長扭扭的潛伏時間 (554.4 1 士 25.44 興

557.20 :1:: 13.79> 474.86 士 14.94 m目， p < .01) t 而
Fz 典 Cz 的的潛仗時間則無顯著差異。

50

體育學報第 50 卷第 1 期

肆、討論

的負面認知影響。此結果符合 Colcombe 與

Kramer (2003) 之統合分析看法，亦即長期參與
本研究旨在探討是否肥胖與心血管適能影

響抑制能力，以及其所相關之神經電位活動。
背景變項結果顯示，參與者在年齡、身高、記
憶廣度表現等變項無顯著差異。然在體重、
BMI 、腰臀比與體脂肪率方面，兩組肥胖組與兩

組正常組間達顯著差異;而在最大攝氧量方
面，兩組高心血管適能組與兩組低心血管適能

健身運動者有較佳之認知表現。有趣的是，本

研究進一步提出，高心血管適能且又低肥胖者
將有最佳的認知功能表現。過去研究已證實，
肥胖與認知功能(如工作記憶、注意力、執行功

能等)呈現負向相關。例如: Stingl 等 (2012) 使
用單項視覺記憶任務量測工作記憶力，該測驗

主要是讓參與者記憶食物或非食物圖片，且後

組亦呈現顯著差異。該背景變項之顯示四組之

續再進行顏色、大小與擾雜類型的配對，結果

分配符合初始對於肥胖與心血管適能的篩選。

發現肥胖導致認知功能的下降; Gunstad, Paul,

在行為表現方面，本研究主要發現 NH 組在異

Cohen, Tate，與 Gordon (2006) 則是使用口語序

質情境下的反應時間顯著短於 OL 組，而 NL 與

OH 組間則無差異;然在正確軍方面則未發現組
別之差異。在事件相關電位方面， NH 組輿 NL

組，相較於 OL 組有顯著較大的 P3 振幅，而 NL
與 OH 組間則無差異。男在 P3 潛伏時間方面則
未發現組別上的差異性。
本研究之叫色作業表現係以反應時間與正

確率作為行為表現之指標。結果發現，相較於
OL 組， NH 組有顯著較快的反應時間，而其他
組別間並無差異，意即低肥胖、高心血管適能
組在執行訊息處理有最佳的效率，而肥胖、低
心血管適能組之表現最差。此結果與過去發現

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 Galioto Wiedemann,

Calvo, Meister，與 Spitznagel (2014) 大學生區
分為肥胖與正常體重兩個組別並探討其於抑制

表現方面之差異，結果顯示，正常體重組反應
時間顯著短於肥胖組。此外，正常體重且高身

體活動量者與較佳作業反應時間有高相關。肥

列學習任務來評估學習、延遲回憶表現，以及

辨別的認知表現，發現肥胖族群在反應時間表
現皆較差;而隨後研究，更在注意力、轉換、
口語干擾測驗上得到相似負向的影響 (Gunstad

et al., 2007) 。而本研究指出，此肥胖與認知間
的負面影響可能受到高心血管適能水準的調

節。必須注意的是，當具有肥胖特徵且又低心
血管適能者，可能將有最低的認知。

叫色作業反映個人抑制相關的執行功能表
現。在涉入抑制執行功能的異質情境中， NH 組
相較於 OL 組有較短的反應時間，而有關注意力
的同質情境則無組別的差異，代表著肥胖與心血
管適能對於認知功能效益係有其選擇性。這結果

與先前研究呈現相似的情形 (Dupuy et a1.，詢問
K姐姐o et al., 2014)

0

Dupuy 等 (2015) 指出相較

於低心血管適能者，高心血管適能者在異質情境
展現較快的反應時間;相同探討抑制相關執行功

能， Kamijo 等

(2014) 以旁側任務認知作業

胖孩童族群研究亦有相似之結果， Roberts,

(Flanker task) 作為量測方式，該結果發現在異質

Freed，與 McCarthy (2010) 藉由學業表現的視

情境下肥胖者表現出較長的反應時間。對此，心

角揉討有氧適能、肥胖與認知功能闌係，並發

現肥胖且心血管適能較差的孩童，在數學、閱
讀與語言等學業表現均低於標準成績，該結果

再次提供肥胖、心血管適能，以及學業表現間
有所關聯之證據。雖然 NH 組在執行任務表現

上較 OL 好，然 NL 與 OH 組間則無顯著差異，
意昧著較高心血管適能水準可能減低肥胖有關

血管適能高低與肥胖對抑制方面的認知能力，可

能受到測驗情境所誘發出典範的不同而產生差
異，其原因在於異質情境需要更多的執行功能調

節，個人必須抑制與克服任務無闋的反應

(Frie恤組， Nessl缸， Cycowicz, & Horton, 2009) 。本
研究結果亦推論肥胖族群藉由心血管適能調節對

於認知功能，尤出現在於高階的抑制功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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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3 潛伏時間方面，本研究發現四組別間

(Bauer et al., 2010; Kamijo , Pontifex, et al., 2012;

未達到顯著的差異。該結果說明了正常體重年

Nijs et a1., 2008 , 2010) 或是心血管適能與認知

輕人在刺激評估及分類的處理速度所獲得的效

功能 (Hillm姐， Castelli, & Buck, 2005; Kam句。

益不大。不過，關於行為表現， NH 組在叫色作

& Take缸， 2010; Kramer & Erickson, 2007) 的主

業執行抑制任務表現上似乎仍較有較高的效

要指標 。 本研究發現 'NH 組之 P3 振幅則顯著

率。綜合上述，心血管適能與肥胖程度可能與

大於 OH 與 OL 組，此外 NL 組之的振幅亦顯

的振幅較有闕，而與的潛伏時間之關聯較為有

著大於 OL 組。有鑑於過去文獻指出，的振幅

限。另一可能原因為本研究所使用的刺激並未

主要反映注意力資頓對投入作業的分配

與食物類別有關。 Svaldi， Tuschen-Caffier, Peyk ,

(Chang et al., 2013; Pontifex et al., 2011) ，該結

與 Blechert (2010) 指出肥胖者在面對高熱量食

果意指，高心血管適能水準與低肥胖程度皆可

物下，較能突顯對刺激評估速度改善的效益，

能但進對注意力資源配置的投入，以維持較佳

為此導致的潛伏時間的敏感性較不明顯。此假

的認知歷程。相同高心血管適能較低心血管適

設可作為未來探究的驗證方向之一。

能者顯示較大的振幅之結果亦發現於其他研

有鑑於本文為少數岡時探討肥胖與心血管

究，顯示的振幅可能依附心血管適能水準而影

適能對抑制相關執行功能之研究，且同時採取

響

行為與事件相關電位取向，固有其重要性。然

(Hillm恤， Buck, Themanson , Pontifex, &

CasteUi, 2009) 。雖然本研究結果與 Nijs 等 (2010)

本研究仍有部分眼制其或可作為後續研究的思

發現的振幅並不會受到肥胖因素而導致負面的

考方向。其一，本研究之實驗參與者樣本數較

影響這結果相異，然 Skoranski 等 (2013) 支持本

少，未來建議擴大樣本對議題做進一步的確

研究之發現，該篇研究比較肥胖與一般組孩童

認;其二，本研究採用抑制相關的認知測驗，

進行箭頭任務 (Arrow task) 之差異，結果發現

有鑑於抑制相關能力僅為執行功能類別中之一

肥胖孩童的的振幅較小，其可能系因與肥胖者

種，在推係有其眼制。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不

大腦紋狀體多巴胺受體之結合度較低有關。

同層面能力的認知測驗，探討肥胖、心血管適

另一方面，心血管適能與執行叫色作業時額

能，及多層面認知功能的關係;其三，本研究

et a1., 2015;

聚焦在年輕成人族群，該效益是否在其他年齡

Weinstein et a1., 2012) ，而本研究發現 NH 與 NL

族群有相似之效果，有待後續研究證實;其四，

兩組額葉及頂葉的的振幅明顯大於 OL 組，這

本研究為排除性別效應，僅聚焦在男性，建議

可能受到心血管適能因子所帶來的影響。例如，

後續可增加女性探討性別可能影響的因素。最

Gauthier 等 (2015) 岡樣以抑制相關的叫色作業

後，由於肥胖者與認知功能的關係可能受到環

為量測方式，該篇研究以年輕人與老年人為實驗

境、營養攝取等生活經驗之影響 (Duchesne

對象，結果發現有氧適能對於頂葉活化有較高程

a1., 2010) ，因此，飲食攝取習慣等變項在未來

度的正面影響。此外，相較於肥胖者，正常體重

研究中可將之考慮納入檢測與分析。

葉及頂葉活他有關

(Gauthier

者在前額葉的注意力資源動員更多，並發現正常

et

未來研究或可藉由高空間解析度的磁共振

et a1.,

成像技術進行後續探討。例如以該技衛，吳怡

Hoogendoom, Sweat, & Convit,

翰、齊磷與張育愷 (2015) 發現健身運動與大腦

2011; Moreno-Lopez, Soriano-Mas, Delgado-Rico,

結構的正向關聯，尤其是高心血管適能或規律

Rio-Valle, & Verd吋o-G缸cia， 2012) 。本研究呼應

從事健身運動者在海馬迴、前額葉以及基底核等

該些過去研究之發現。

腦區呈現較大的體積。另張育愷、祝堅恆、王俊

體重個體前額葉的活化程度較大 (Balodis

2013;

Maay妞，

智與楊高牆 (2013) 以身體活動探討認知功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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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大腦結構，同樣亦發現身體活動、心血管適
能對於老年者大腦結構之效益。這些結果是否可

延伸至不同肥胖程度與心血管適能探討與大腦
結構之關聯，可視為未來著壘的重點。而當代運

[Chua旬， L. Y.， Hu組g，

C. J. , & Hung, T. M. (2014).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1 benefits of physical
activity via EEG approach: An inves世gation of
research trends since 1990.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47(4), 555-568. ]

動認知領域嘗試以動作歷程來解釋運動或心血

管適能與處理過程效率的關聯 (張哲千 、 王駿

潭、阮啟弘，

2014)

，同時開始致力腦電刺激技

術:跨爐直流電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此新穎的方式(王駿漲、蔡佳良，

2014)

，亦為未來研究可能考量的方向。

綜合本研究發現，肥胖與心血管適能水準
皆可能影響抑制相關之執行功能表現，其中雖
然高體能與低肥胖者顯示最佳認知功能之效

張哲千、王駿連、阮啟弘 (2014) 。健身運動對動

作準備歷程的影響。 φ華fl!6K空舟， 28(1) ,

53-62

0

doi: 10.6223/qcpe.2801. 201403.1007

[Chang, C. C., Wang, C. 旺， & Juan, C. H. (2014).
The infiuence of physica1 exercise on mo個r
pr叩aratory， processes. Quarteriy of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28(1), 53-62.]
張育愷、祝堅恆、主俊智、楊高騰 (2013) 。以
磁共攝造影取向探討身體活動與神經認知

益，然心血管適能水準亦可調節肥胖相關認知

功能老化:回顧與展望。 1X1I/t.，.J!l!Jl竅，

功能之負向關聯。這現象尤其發現在需要更多

45(1) , 83-102

資源投入的認知作業方面。該結果亦意昧著肥
胖族群可藉由健身運動所提高之心血管適能，
促進認知功能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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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仕act
Introdud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obesity negatively affect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cardiovascu1ar fitness moderates such a relationship by enhancing the inhibition asp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The purpose of 也is study w卸的 sim叫個neously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bo由 obesity and cardiovascu1ar
fitness on 也e inhibition of executive function 組dωreveal the neuroelec甘ic activity 由rough me品uring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Specifically，也is study was performed ωcompare di宜erent levels of
cardiovascular fitness between young adults wi也 obese and norma1 s阻.te on the inhibition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血.e P3 component, respectively. Methods: Fifty-two healthy 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first
recruited and 血en screened for body mass index and maxima1 oxygen up個ke. Aωta1 of forty p缸ticipants
meeting the crit前ia entered the study and 血eyw前e categorized inωfour groups: obese young males with
low cardiovascu1ar fi旭ess or 趾拉 cardiovascular fi姐的s， and normal-weight young males with either low
cardiovascu1ar fi包ess or high cardiovascular fi阻ess. Inhibition of executive function w個 assessed by their
response times and acc叮acy of performance on a Stroop test, during which the P3 個lplitude and latency
were recorded. Results: Regarding the Stroop test, normal-weight young males wi血 high cardiovascular
fitness had shorter response times compared to those of young males with low cardiovascu1ar fi阻ess.
Concerning the P3 component of ERP, normal-weight young males wi由 high c紅'diov描cular fi個ess showed
larger P3 amplitude compared ω 血at of 也e obese young males, irrespective of 也eir specific cardiovascu1ar
fitness levels, whereas no group 崗位rences were iden組ed on P3 latency.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伽L 旭 contrast 的 obesity wi也 low cardiovascular fitness , normal body weight coupled wi白區gh
cardiovascu1ar fi個ess facilitates 血 inhibition of executive functioning, which may in turn enh祖.ce
atten世ona1 resource a110cation a血ong young males. Therefore, cardiovascu1ar fitness could mod目前c 由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es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Future research is recommended， ωinclude 扭曲sign
larger sample s位es， different cognitive tests, di:fferent popu1ations, and other variables related to bo也 obes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Key words: cognitive func益。且， bodym個s index, car惱。，vascular fi:恆的s，翻roop test, inhibi切可曲曲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