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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不同背重率對足底壓力中心之影響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different loads to foot center of pressure 
李建勳 宋宏偉 塗瑞洪 

國立屏東師範學院 

 
摘要 

步態分析（gait analysis）一直是被應用在臨床骨科、復健工程和生物力學等研究。從以往的研究

中，並沒有文獻針對連續步態週期中之參數進行學童背重率分析，而國內更是鮮有這方面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藉由步態分析跑台（GaitwayTM）獲取學童行走中不同背重率之動力學數據，以探討

其步態參數之變化情形。受試者為 10 名國小男性學童，其身高和體重分別為 144.4±6.55 公分、39.4±7.79

公斤。在整個實驗的過程中，每位受試者隨機背負 0%、7.5%、10%、12.5%、15%及 20%等不同的背重率進

行測試，透過跑步機上測力板收集資料，再利用生物力學分析軟體（BioWare，1.08 版）獲取步態參數之

資料。實驗結果顯示，學童在六種不同背重率下對其壓力中心，並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但是獲得前

進角在不同背重率下有增加的趨勢。 

關鍵詞：國小學童、背重率、步態分析 

 

壹、緒論 

一、前言 

步行是人類行動主要的方法之一，亦是人

體動作中重覆性最高的一種。從一歲左右開始

學習走路起，隨著神經肌肉骨骼系統的成熟，

步行成為一個不假思索的動作；一直到神經骨

骼肌肉系統受損或病變，就可輕易地表現在步

態上。所以，步態分析用在診斷和評估神經肌

肉骨骼系統疾病上有其優點與必要性（呂東

武，2001）。現今步態量測的研究，主要有四

個方向：臨床的步態研究，主要是希望能得到

對時間、距離和關節角度的量化資料；神經學

專 家 則 研 究 步 態 週 期 中 肌 電 圖

（electromyography，EMG）變化的情形；生

理學專家則注重步行時能量消耗的探討；生物

力學方面的研究在於取得人體對地面反作用

力（ground reaction force）和分析各關節

受力的情形（Smidt，1990）。本研究主要以生

物力學的觀點，來探究不同背重率對國小學童

步態之影響。 

目前有關背包方面之研究，大部分是針對

成年人、不同背負重量或不同的背法來探討

（Goh、Thambyah & Bose，1998；Kinoshita，

1985；Martin，1986；Wang、Pascoe & Weimar，

2001）；然而，對於學童背重行走之連續性步

態量測則非常少。雖然，教育部開始重視學童

書包過重之問題，也要求各縣巿相關單位極力

宣導與推行。但由於國內有關學童背重方面之

研究資料極為缺乏，故針對學童進行不同背重

率之步態分析，除可獲取國內學童於不同背重

率下之步態重要資訊外，亦可對於學童之適當

背重率提供一具有科學依據之建議。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藉由步態分析跑台來獲

取學童行走中不同背重率之運動學和動力學

數據，以探討其步態參數之變化。 

三、名詞解釋 

1.步長（step length） 

兩腳跟剛接觸地面時之間距。 

2. 壓力中心（center of pressure） 

腳底作用在測力板上之合力點，以向量形

式表示。 

3.背重率 

為使數值能夠量化分析，將所得到的資料

作常態化(normalized)處理，以降低體型所造

成之影響。故本研究所指之背重率是根據學童

體重的百分比來加以訂定，其換算公式如下： 

背重率＝ 學童背負重量（Kg）X100﹪ 

         學童的體重（Kg）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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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為 10 名國小男性學童，其身高和

體重分別為 144.4±6.55 公分、39.4±7.79 公

斤 。 

二、實驗流程 

在實驗開始之前，首先獲得學生和家長的

同意，並說明本實驗的內容和方法，若無其他

問題，再填寫「實驗同意書」。其次，受試者

開始作熱身運動（warm-up），且於一般地面和

步態分析跑臺上赤足試走。然後每位受試者隨

機背負 0%、7.5%、10%、12.5%、15%及 20%等

六種不同背重率並以雙肩式背法進行試驗。透

過跑臺上發射器光束送出，打到右足外後側光

片反射，使測力板開始收集資料。實驗停止

後，請受試者繼續做緩和運動（cool-down），

以利下肢血液回流，減少發生身體不適之情

形。再者利用數據分析軟體可獲取步態相關參

數之資料，並以統計軟體來比較分析不同背重

率下參數之差異，若達顯著水準再進行事後比

較，以檢測不同組間之差達顯著水準再進行事

後比較，以杜凱氏法（Tukey method）來檢測

不同背重率組間之差異。各項統計以 p 值小

於 .05作為統計上有無顯著差異之判定標準。 

經由Excel軟體的處理與SPSS統計軟體

的分析，本實驗所獲得之結果，可分為壓力中

心、時間及力量等步態參數加以陳述。 

參、結果與討論 

表一為不同背重率在步態上壓力中心參

數之平均數與標準差。經由 one-way ANOVA 分

析，顯示不同背重率對壓力中心方面之步態參

數：步長、單步寬、前進角及步長穩定性，並

無顯著性之差異(F = 0.61、0.68、0.24、

0.34)。換句話說，學童背負不同的體重百分

比對其步態上步長、單步寬、前進角、步長穩

定性等參數之影響，並無明顯的變化，但在前

進角隨著負重的增加，角度有增加的趨勢，本

研究在不同背重率對壓力重心參數之影響雖

未達顯著差異，但是獲得前進角在不同背重率

下有增加的趨勢。建議往後之研究可針對不同

的動力學參數找出學童背重率臨界負荷，以提

供家長與學校作為參考。 

 

 

 

 

表一  不同背重率在步態上壓力中心參數的

比較 

   

背重率

壓力中

心 

0% 7.5% 10% 12.5% 15% 20%

步長 

(÷ 身

高) 

0.53

±0.04

0.55

±0.05

0.56 

±0.04 

0.55 

±0.05 

0.56

±0.04

0.55

±0.05

步長穩

定性 

0.08

±0.03

0.09

±0.02

0.08 

±0.02 

0.08 

±0.03 

0.08

±0.02

0.08

±0.02

單步寬

（cm）

9.90

±2.45

9.95

±1.90

9.97 

±2.30 

9.75 

±2.82 

8.61

±1.96

8.79

±2.78

前進角

（°）

7.25

±4.38

7.22

±4.04

7.36 

±3.23 

8.11 

±4.28 

8.49

±3.62

8.64

±3.41

註：穩定性 = 步長的標準差/步長的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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