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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來一些研究特別指出「內臟脂肪」堆積過多會研究影響健康，是否可以用內臟脂肪來評估肥胖程度？本研究以 MRI（磁振

造影法）分析腹部之皮下與內臟脂肪，目的為：1.探究脂肪分佈狀況、2.腹部脂肪與其他測量身體脂肪方法──腰臀圍比、

BMI（身體質量指數）、BIA（體脂肪測量儀）之相關程度探討。研究樣本為 45 位成年女性，取得其其腹部代表性之臍線橫切

面 MRI 一張、身高、體重、腰圍、臀圍及測量 BIA 數值。經過分析計算與統計後，發現皮下脂肪與其他測量方法均呈現顯著

正相關，而內臟脂肪都未達顯著標準，推論內臟脂肪無法有效地評估肥胖程度。 

關鍵字：MRI、腹部脂肪、內臟脂肪、皮下脂肪 

 

壹、 前言 

肥胖是造成心血管疾病、糖尿病及慢性病的危險因子

(國民健康局 2005)，目前用來評估肥胖程度的方法

有以下幾種：(1)腰臀圍比：腰圍(公分)/臀圍(公

分)。男性超過 0.82，女性超過 0.94 為肥胖；(2)身

體質量指數(BMI)：體重(公斤)/身高(公尺)2，超過

27 為肥胖；(3)BIA 體脂肪測量儀：目前市場上有手

握式、站立式、全身式等不同形式，各廠牌產生之數

據不盡相同。其測量數值男性超過 25%，女性超過 30%

為肥胖(ACSM 2005)。 

近 來 一 些 研 究 特 別 指 出 (林 瑞 興  2004, 曹

德 弘  2005)， 內 臟 脂 肪 對 健 康 的 危 害 相 當

大，如心血管疾病、高血壓、糖尿病及其他

慢性病。因此，了解自我身體脂肪的分佈狀

況，可以達到健康自我把關、預防上述疾病

的功能。但是，評估肥胖的方式和儀器種類

繁多，卻沒有一項能明確顯示身體組成，如

皮下脂肪與內臟脂肪的體積或比率。 

既然內臟脂肪過多會嚴重的影響身體健康，對肥胖的

評估應更加嚴僅(Gronemeyer 2000)。本研究目的為：

以磁振造影法(MRI)分析人體皮下脂肪與內臟脂肪，

釐清其分佈結構與比率之相關性，及皮下脂肪、內臟

脂肪與其他測量方法之關係。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45 位成年女性做為研究樣本，蒐集其腹部

以肚臍為中心橫切面一張 MRI 影像(研究指出，此部

位能代表腹部總脂肪的分佈狀況。如圖一)、身高與

體重、腰圍與臀圍、TANITA 站立式體脂測量儀之數據

等資料。所有測量步驟均由同一位測量人員完成，以

減低誤差。本研究在花蓮慈濟醫學中心，放射科「磁

振造影室」進行，採用奇異(GE) MRI 儀(Horizon LX 

echo speed，Tesla：1.5 T)。為取得全身最佳影像

品質的 T-1 影像(T-1 weighted image)，設定值為 TR：

450~550msec，TE：8.5~10msec，FOV：300×300mm~480

×480mm。依照既定的實驗程序，腹部臍線以橫斷面，

獲得 MRI 切面影像(何維華 2004)。 

 
圖一 腹部臍線 MRI 原始影像 

 
圖二 灰階值辨別皮下和內臟脂肪 

 
圖三 手動圈出皮下脂肪 

各項原始資料的分析與計算，在 MRI 的分析以

SigmaScan Pro 軟體分析樣本資料，依據其灰階值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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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淺色部份(皮下和內臟脂肪總量，如圖二)，再以手

動方式圈出皮下脂肪（如圖三；若脊椎或額前上脊骨

有顯色，另外圏出扣除）；將脂肪總量與皮下脂肪相

減算出內臟脂肪面積（將像素換算成單位 mm2）。計算

腰臀圍比和身體質量指數(BMI)。用體脂肪測量儀測

體脂率（BIA）。 

資料處理以 SPSS 統計軟體處理，用皮爾遜積差相關

係數法分析，了解各數據之相關性，顯著水準定為 p< 

0.05。 

参、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之統計分析結果如表一、表二所示，總脂肪面

積、皮下脂肪面積、內臟脂肪面積、腰臀圍比、BIA、

BMI 等六項數據之比較全都呈現正相關，尤以皮下脂

肪面積與總脂肪面積相關程度最高（r=0.969）；唯內

臟脂肪面積與其他各數值皆未達顯著相關。 

表一 總脂肪面積、脂肪皮下面積、內臟脂肪面積、

腰臀圍比、BIA、BMI 統計摘要表(n=45) 

 

總脂肪 

面積 

(mm
2
) 

皮下脂肪 

面積 

(mm
2
) 

內臟脂肪 

面積 

(mm
2
) 

腰臀 

圍比 

BIA

(%)
BMI

Mean 24538.35 19090.07 5448.28 0.799 29.77 22.03

SD 7714.14 7219.97 7219.97 0.059 6.83 3.14

表二 總脂肪面積、皮下脂肪面積、內臟脂肪面積、

腰臀圍比、BIA、BMI 各數據相關表(n=45) 

 
皮下脂肪

面積 

內臟脂肪

面積 
腰臀圍比 BIA BMI 

總脂肪面積 .969* .373 .414* .670* .623* 

皮下脂肪 

面積 
 .130 .388* .634* .636* 

內臟脂肪 

面積 
  .205 .302 .108 

腰臀圍比    .382* .397* 

BIA     .780* 

p< 0.05 

由此可見，內臟脂肪量無法針對總脂肪、腰臀圍比、

BIA、BMI 等方法，預測人體脂肪對於健康因子的判斷。 

肆、結論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歸納出以下結論： 

1. 在林瑞興(2004)、Gronemeyer(2000)的研究中與

本研究結果一致認為：腹部臍線一張 MRI 的脂肪

比例不僅可以代表整個腹部，也能評估全身肥胖

程度。 

2. 皮下脂肪與總脂肪呈現顯著正相關，但內臟脂肪

未達顯著水準，說明皮下脂肪是腹部總脂肪增加

的主要原因。因此，內臟脂肪較不適用於測量肥

胖程度。 

3. 過去有研究指出，當男性體脂肪增加時，其內臟

脂肪也會隨著增加；而女性內臟脂肪並不會隨著

體脂肪的增加而增加，直到女性體脂肪達到

30L(約 27.5 公斤)時，內臟脂肪才開始增加

(Kvist，1986、1998)。本研究樣本為女性，符合

Kvist 的說法。因此，針對對女性而言，無法依

內臟脂肪量來評估肥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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