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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 KT-2000 儀器測量脛骨前移值，檢測膝關節健患側及患側使用護膝、貼紮後之穏定度，並從中比較市售護膝與常見

膝關節貼紮對患側的穏定度之效果。受試者選自 53 名自願參與研究之運動愛好者，經過第一階段之左、右膝關節穩定度測

試後，篩選出膝關節有明顯差異者共 4人為本實驗的正式受試者(患側-健側>3mm)。實驗結果為：受試者之患側使用護膝、

加強型護膝、膝關節貼紮及貼紮後活動十分鐘等四組的穏定度，以 KT-2000 的 20 磅前拉測試，經由 SPSS10.0 版統計軟體進

行變異數分析比較，護膝的穏定度在四組中為最差，而膝關節貼紮的穏定度為最好。 

關鍵字：KT-2000、護膝、貼紮 

 

壹、 前言 

在一項大學生運動傷害分佈情況研究中發現：關節受

傷部位分佈，除踝關節外，便以膝關節傷害為最大宗

（佔全體傷害之 27.1 ％）(黃惠貞，2004)。過去，

研究者致力於探討膝關節不穩定與意外傷害發生頻率

的關係(Elizabeth, 1995)。Nicolas 將美式足球員依

膝關節穩定度分成鬆動組與牢固組，結果發現鬆動組

有較高的膝關節傷害發生(Nicolas, 1970)。為避免膝

關節的半月軟骨、前十字韌帶及內側副韌帶的連鎖性

傷害發生(在醫學上稱為『三不幸』(unhappy 

triad))，在膝關節受傷後，皆需仰賴肌力訓練、治療

和保護三方進行，才能延續運動員的運動生命。 

在膝關節的保護上，常會使用合適的護膝或熟練的貼

紮，來增加膝關節的穩定度。 

貳、究研方法與測量 

受試者為自願參與之 53 名運動愛好者，分別測量左、

右膝關節穩定度，並比較篩選後，計有四名本研究之

正式受試者。 

受試者皆隨機接受護膝、加強型護膝、貼紮及貼紮後

活動十分鐘等四組不同處理方式，以 KT2000 20 磅前

拉各測試三次，將每組所得到的平均數據，與患側及

組間相互比較分析。 

KT2000/1000： 

為外科醫師用來檢測並量化膝關節前拉或後拉位移的

工具。測量所得的數據可用來與健側膝關節及經驗之

門檻做比較以衡量受傷膝蓋的淺在危險，並以此作為

是否需要做十字韌帶重建手術之依據 ( Kryszohn et 

al.，1999)。 

膝關節貼紮： 

本研究中，四位受試者皆採取一式之貼紮方式，使用

相同材枓，並由同一位合格運動傷害防護員來執行貼

紮。  

護膝： 

本研究中所使用之護膝為筆者於 2005.2 針對 SBL、

WSBL、UBA 等球隊，有穿戴護膝習慣的球員做問卷調

查，(但並未對傷害狀況做護膝的使用調查)。 

其中 62%的球員選用穿戴護膝，10%選用加強型護膝

(兩側附有鋼絲條)。在本研究裏提供此二類護膝，進

行膝穩定性的測試。 

本研究以 SPSS 10.0 版進行變異數分析。若四組間之

差異達顯著水準，以 Tukey＇s 事後比較法分析差異所

在。本研究之顯著水準訂為α=0.05。 

參、結果與討論 

KT1000/2000在臨床上以20磅的拉力的測試值最被廣

泛應用(陳建名 江清泉 詹美華，2004)，本研究各組

數值亦以 20 磅之拉力來做比較。 

從表一各項測量值可看出受試者患側與健側之膝關節

穩定度確有不同，且患側穩定度顯著較健側差，患側

在使用加強型護膝及貼紮後，其前位移量與患側未處

置前均有顯著改善，而使用護膝後前位移量與未使用

前並無顯著差異，顯示加強型護膝與貼紮對於提高患

側膝關節穩定度確實有效，但護膝對提高膝關節穩定

度卻無法發現顯著的效果。貼紮後活動十分鐘之穩定

度與患側未處置前仍有顯著差異，且貼紮與貼紮後活

動十分鐘之位移量並無顯著差異，這顯示運動貼紮對

於前十字韌帶受傷之患者不但具有立即性之關節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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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且在持續運動十分鐘後，貼紮仍能繼續保持提

高膝關節穩定度的作用。在比較用護膝與加強型護

膝、貼紮及貼紮後活動十分鐘之關節穩定度後，發現

使用護膝之膝關節穩定度顯著較其他三者差，再次顯

示護膝無法如加強型護膝、貼紮及貼紮後活動十分鐘

等三者提供有效之膝關節穩定效果。（圖一） 

表一 在 20 磅的拉力下健、患側和各組之脛骨前移值 

  患側 

位移量 

健側 

位移量 
患健側差 護膝 

加強型 

護膝 
貼紮 

貼紮後活

動十分鐘 

  AS SS AS-SS Br SB Ta Post-Ta 

平均數 9.35±1.56 5.11±1.19 4.25±1.72 7.79±1.89 6.68±1.96 5.16±0.88 5.59±1.63

患健側差比 n/a n/a 0.89±0.43 0.56±0.37 0.33±0.35 0.03±0.20 0.12±0.32

位移減少量 n/a n/a n/a 1.56±1.27 2.68±0.96 4.20±1.43 3.76±1.35

患側位移差比 n/a n/a n/a 0.17±0.13 0.29±0.11 0.44±0.11 0.40±0.13

單位：mm

     圖一、膝關節前位移量統計表  (單位：mm) 

骨科生理量測值最典型的方式是以對側作為比對指

標與患側進行比對，研究者無從得知受試者患側腳在

未受傷前之關節位移量為何，當以健側為相對指標，

前提是假設膝關節穩定度在正常的雙足間並無顯著

差異存在，因此以健側當作標準值以取得位移改變量

與原始值之比值作為相對指標。本研究之患健側差比

在未進行任何處置與使用加強型護膝、貼紮及貼紮後

活動十分鐘相比皆有顯著幫助，而與使用護膝後之患

健側差比並無顯著差異存在，其效果也顯著小於加強

型護膝、貼紮及貼紮後活動十分鐘。貼紮為一根據受

傷的機轉、解剖的結構及實際的需要而實施，利用特

定的貼紮步聚，順應腿圍變化使張力一致，故和一般

尺寸非量身訂製的護膝相比，貼紮的腿圍的合適度和

穏定度會較佳。 

肆、 結論 

在本研究結果發現，護膝對膝關節穏定度之效果並不

顯著，至少兩側需附加鋼絲條之加強型護膝才能有效

減少穩定度的差異。膝關節的貼紮是四組中較接近健

側的稳定值，能有效的降低兩腳穩定度的差異，由結

果可發現其在相同拉力下脛骨被前移值的效果顯著

降低。因此護膝的穏定度在四組中為最差，而膝關節

貼紮的穏定度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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