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糖尿病患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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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柏翰老師提供



ACSM evidence and ADA clinical practice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s
ACSM與ADA建議聲明 ACSM證據等級

/ADA證據等級

運動急性效益

• 身體活動導致作用肌攝入葡萄糖增加，平衡肝

臟葡萄糖產生，隨著肌肉活動強度增加，更加

依賴碳水化合物作為燃料。

• 胰島素刺激骨骼肌攝入血糖在休息時占主導地

位，並且在2型糖尿病中受損，而肌肉收縮不受

胰島素阻抗或2型糖尿病損害，可透過的獨立額

外機制刺激血糖運輸。

• 雖然中強度運動可以立即改善血糖與胰島素的

作用，但如果不使用外源性胰島素或胰島素促

泌劑，運動引起低血糖的風險很小。激烈的身

體活動後會導致短暫的高血糖。

• A/*

• A/*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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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berg SR, Albright AL, Blissmer BJ, et al.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Joint position statement.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0 Dec; 33(12): e147–e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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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與ADA建議聲明 ACSM證據等級

/ADA證據等級

運動急性效益

• 2型糖尿病進行阻力運動的急性效益仍未被報告，

但會導致空腹血糖過高者運動後24小時空腹血

糖水準降低。

• 合併進行有氧與阻力運動可能比單獨進行更能

有效改善血糖控制，然而，還需要更多的研究

來確認總能量消耗、運動持續時間或運動模式

是有效的。

• 較為溫和的運動模式（如太極拳，瑜伽）表現

出不同的結果。

• 身體活動可以導致胰島素作用的立即改善並持

續2-72小時。

• C/*

• B/*

• C/*

• A/*

Colberg SR, Albright AL, Blissmer BJ, et al.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Joint position statement.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0 Dec; 33(12): e147–e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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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與ADA建議聲明 ACSM證據等級

/ADA證據等級

訓練長期效益

• 有氧與阻力訓練皆可以改善胰島素作用、血糖

控制、脂肪氧化與肌肉儲存量。

• 阻力運動可以增加肌肉量。

• 血脂對訓練的反應不一致，但可能導致低密度

脂蛋白膽固醇的少量降低，而高密度脂蛋白膽

固醇或甘油三酯沒有變化。

• 有氧訓練可能會略微降低收縮壓，但對於2型糖

尿病患者，舒張壓降低的情況較少見。

• 觀察性研究表示，更高的身體活動和體適能與

全因死亡率和心血管死亡風險降低有關。

• 按照建議的身體活動可能有助於體重減輕，但

是，單靠運動減重可能需要長達60分鐘/天

• B/*

• A/*
• C/*

• C/*

• C/*

• C/*

Colberg SR, Albright AL, Blissmer BJ, et al.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Joint position statement.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0 Dec; 33(12): e147–e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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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與ADA建議聲明 ACSM證據等級

/ADA證據等級

訓練長期效益

• 2型糖尿病患者參與有監督的訓練比沒有監督的

訓練者表現出更高的依附性與血糖控制。

• 增加身體活動和體適能可以減輕2型糖尿病患者

抑鬱症狀，改善他們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

• B/*

• B/*

身體活動預防

2型糖尿病

• 每星期至少2.5小時的中到高強度的身體活動作

為改變生活方式的一部分，來預防高風險成人2
型糖尿病的發病。

• A/A

Colberg SR, Albright AL, Blissmer BJ, et al.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Joint position statement.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0 Dec; 33(12): e147–e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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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與ADA建議聲明 ACSM證據等級

/ADA證據等級

2型糖尿病患

者身體活動參

與建議

• 2型糖尿病患者應該在一星期內至少3天，累積

進行至少150分鐘的中到高強度的有氧運動，每

次有氧運動之間隔不要超過2天。

• 糖尿病患者每星期應該最少2-3天進行中到高強

度的阻力訓練。

• 參與有監督的有氧和阻力合併訓練可以帶來額

外的健康益處，儘管較低強度的身體活動（如

瑜伽）表現出不同的研究結果。鼓勵2型糖尿病

患者每日增加非結構性的身體活動。可以包括

柔軟度培訓，但不應取代其他推薦類型的身體

活動。

• B/B

• B/B

• B/C

Colberg SR, Albright AL, Blissmer BJ, et al.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nd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Joint position statement. Exercise and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10 Dec; 33(12): e147–e167.



2016 年A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ADA:
各運動類型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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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類型 獲得效益 其他

有氧運動

 增加粒線體密度、胰島素敏感度、氧化酵素、心肺功能、
血管彈性、免疫力。

 中高強度運動大幅降低T1DM及T2DM心血管及整體死亡
率。

 T1DM:增強心肺功能、降低胰島素阻抗性。
 HITT:增加骨骼肌氧化能力，增加胰島素敏感度，改善

T2DM的血糖；不會惡化T1DM血糖控制，相較於續性的
有氧運動，HITT效果更好。

 輕度有氧:≧60分鐘，改善包括肥胖者在內胰島素阻抗性
可持續達24小時。

 規律有氧訓練能改善prediabetes及T2DM的胰島素敏感度
程度和運動量成正比。

 有氧運動和阻抗訓練都能改善骨骼
肌；肝臟和脂肪細胞的胰島素敏感
度，不論是否有減重。

 先前沒有運動習慣的族群即使及低
度(400kcal/週)訓練也是能降低胰島
素阻抗。

 高度胰島素阻抗者需要至少 2500
kcal/週的運動量才夠。

阻力訓練

 所有成年人:增加肌肉質量、改善身體組成、增強肌力、
骨密度、胰島素敏感度、降低血壓、改善血脂肪、強化心
臟血管健康。

 T1DM:減少患者運動相關低血糖的風險。
 T2DM:改善血糖控制、降低胰島素阻抗性、減少體脂肪、

降血壓、增加肌力以及瘦體重。

 合併進行有氧運動和阻抗訓練時，
先做阻抗訓練會比先做有氧不容易
發生低血糖。

柔軟平衡

 伸展運動可改善關節活動度及柔軟度，但不影響血糖控制。
 平衡訓練可減少跌倒風險，改善步態及平衡感，對已經有

周邊神經病變者一樣有效。
 T2DM:瑜珈改善血糖控制、血脂肪及身體組成。

 團體運動介入(合併有氧、阻抗、太
極)可降低跌倒風險28~29%。

 太極拳可改善血糖控制、平衡感以
及降低糖尿病神經病變症狀。

T1DM: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2DM: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G:triglyceride HITT: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2016 年Physical Activity/Exercise and Diabetes:
A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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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型態 有氧運動 阻力訓練 柔軟度及平衡訓練

進行方式

 長時間且有節律的大肌肉運動。
 可以採持續或是高強度間歇訓練

(HIIT)。

 自由重量、固定器材、彈
力帶或是自體重量。

 伸展:靜態、動態皆可，如瑜珈。
 平衡:主要在下肢和核心肌群，如

太極拳。

強度

 中度(11~12RPE)到高強度
(14~17RPE)*

 中度(最大極限可到15下)
到高強度(最大極限為6~8
下)

 伸展至感覺緊或是有點不適。
 平衡訓練建議輕度至中度。

時間

 每周至少150分鐘中度到高強度。
 有能力以時速9.7公里/小時連續

跑步25分鐘以上的成年人，每周
75分鐘高強度的運動也有一樣的
效果。

 8~10種不同部位的動作，
每種做1~3組(10~15下/組)

 須能維持動或靜態伸展10~30秒，
每種動作重複2~4次。

 平衡訓練的時間沒有特別限制。

頻率
 每週3~7天，兩次運動日間隔不

超過2天。
 兩天一次，或至少每週3

次
 柔軟度:每週至少2~3次。
 平衡:每週至少2~3次。

進階

 對於沒有禁忌症以及以健身為目
標的族群，應以高強度運動為主。

 不論是HIIT還是持續訓練，都適
用於糖尿病患者。

 從中等強度開始，以能夠
做10~15下為基準，重量
增加時則降至8~10下直到
能超過該目標後再進階。

 訓練目標先從增加重複次
數開始，再增加頻率。

 隨時間慢慢增加持續時間和頻率。

*強度可以利用不同的量表來計算:
1.Borg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Scale(RPE):11~15分(自覺有點吃力)。
2.Heart Rate Reserve(最大心率一靜止心率):60~80%
3.最大心率(220-年齡):70~85%



運動中能量主要在哪裡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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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物ATP-PC系統 (無氧)

有氧系統 (有氧)

乳酸系統 (無氧)

運動中招募的肌
肉纖維類型決定
能量 (ATP)供應
的系統與速度



人體肌肉纖維的類型

Type IIx

Type IIa

Typ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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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纖維的生理生化特性

肌肉纖維特性
慢縮紅肌

Type I
快縮紅肌

Type IIa
快縮白肌

Type IIx
收縮速度 慢 快 快

運動單位力量 低 高 高

有氧耐力 高 中 低

微血管密度 高 中 低

ATP水解酶活性 低 高 高

解醣酶活性 低 高 高

粒線體氧化酶活性 高 中 低

人體肌肉所佔比例 50% 25% 25%
主要能量系統 有氧 有氧-無氧 無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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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的強度會影響招募的肌纖維
阻力運動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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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糖尿病學會2016年運動之建議之強度為10-15下最大反覆; 並且漸進到8-10下最大反覆。



停止訓練後肌肉纖維面積之改變

圖片引用自 運動生理學：體適能與運動表現的理論與應用。作者：Scott K. Powers ／ 譯者：林正常
等。出版社：麥格羅希爾。出版日期：2017-07-01。



老化對肌肉纖維面積的改變
主要影響也是TypeII肌肉纖維

2019糖尿病衛教核心教材-
補充

圖片引用自 Lexell J. Human aging, muscle mass, and fiber type 
composition. J Gerontol Ser A, Biol Sci Med Sci. 1995;50(Spec No):11–16.

圖片引用自 Nilwik R, Snijders T, Leenders M, Groen BB et al. The decline in skeletal 
muscle mass with aging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a reduction in type II muscle fiber 
size. Exp Gerontol. 2013;48(5):492–498.



訓練的強度會影響招募的肌纖維
有氧運動為例

美國糖尿病學會2016年運動之建議之強度為60-80%保留心跳率(HRR)



有氧訓練為何是練無氧能力?
• 乳酸閾值的位置決定你可以在哪個速度下長時間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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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用自 運動生理學：體適能與運動表現的理論與應用。作者：Scott K. Powers ／ 譯者：林正常
等。出版社：麥格羅希爾。出版日期：2017-07-01。

肌肉氧化能力

乳酸代謝能力

心血管功能

微血管密度

心輸出量

氧化酶活性

粒線體數量

乳酸閾值代表乳酸開始堆積的運動強度，也代表無氧運動
(或疲勞)的起點，所以閾值越靠左邊心血管功能與肌肉氧
化能力越差。

氧氣送到肌肉的數量 肌肉使用氧氣的能力



運動對糖尿病的效益
－提昇胰島素敏感度

• 增加肌肉吸收血糖能力長達24小時，甚至72小
時，以助後續肌肉與肝臟肝醣的填補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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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性或高強度間歇訓練的生理適應

圖片引用自 Laursen PB. (2010). Scand J Med Sci Sports, 20, 
Suppl 2:1-10.

圖片引用自 運動生理學：體適能與運動表現的理論與應用。作者：Scott K. Powers ／ 譯
者：林正常等。出版社：麥格羅希爾。出版日期：2017-07-01。

高量連續訓練與高強度間歇訓練都可以提升肌肉有氧能力，但為何高強度間歇訓練較佳?



運動強度對能量來源的影響

• 高強度使用更多的肌肉肝醣、提升肌肉肝醣合
成酶在運動後的活性，促進肌肉吸收血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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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用自 運動生理學：體適能與運動表現的理論與應用。作者：Scott K. Powers ／ 譯者：林正常
等。出版社：麥格羅希爾。出版日期：2017-07-01。

中高強度的運動增加肌肉肝醣的使用，促
進肝醣合成酶的活化，長期訓練會增加
GLUT4含量，促使肌肉中在運動後對於血
中葡萄糖的吸收。



運動時間對能量來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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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用自 運動生理學：體適能與運動表現的理論與應用。作者：Scott K. Powers ／ 譯者：林正常
等。出版社：麥格羅希爾。出版日期：2017-07-01。



有氧訓練頻率對肌肉粒線體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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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引用自 運動生理學：體適能與運動表現的理論與應用。作者：Scott K. Powers ／ 譯者：林正常
等。出版社：麥格羅希爾。出版日期：2017-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