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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不同軟硬表面著地下肢勁度調節之機轉 

許太彥 陳佑 柯淳郁 蔡佩芩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摘要 

根據文獻顯示，當人體進行原地跳躍或向前跑的動作時，人體會調節下肢勁度以調和步頻或著地表面硬度的改變。本研究的

目的在探索國小學童從 40 公分高度跳台赤腳自然落下，著地在不同軟硬地墊時下肢勁度調節的機轉。結果主要發現如下： 

一、著地表面軟硬質地的確會影響下肢勁度，著地表面質地越軟，人體下肢勁度越高。 

二、不同軟硬質地表面著地下肢勁度調節之機轉經分析所得，膝關節勁度是影響人體下肢勁度的最大變數。 

關鍵詞：生物力學、兒童、下肢勁度、著地、動力學逆過程 

 

壹、 緒論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下肢勁度會受到動作本身外在條

件的影響(例如高度、頻率、材質等)而改變(Ferris & 

Farley, 1997)，而下肢勁度也會影響運動表現

(Stefanshyn & Nigg, 1998)，那麼影響下肢勁度的內

在機轉又是什麼呢？以力學原理來看，在下肢彈簧系

統(leg spring system)中影響下肢勁度的內在因素不

外乎下肢長度的改變，而下肢長度的改變又受到下肢

關節角度變化的影響，下肢關節角度主要受到關節勁

度的影響。關節勁度則可能受到相關之肌肉活化程

度、伸展反射、關節力矩、關節角度變化等因素之影

響（Hoffer & Andreassen, 1981；Sinkaer, Toft ,  

Andreassen & Hornemann, 1988；Carter, Crago & 

Gorman, 1993）。雖然文獻中已初步得知成年選手在

跑、跳及衝刺時，踝關節角勁度可能是影響下肢肌肉

勁度的內在機轉，可是相關的研究在兒童這部分則完

全付之闕如。所以本研究的目的在探索國小學童從 40

公分高度著地在不同軟硬地墊時，下肢勁度調節的機

轉。 

貳、 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受試者由國小六年級男性學童 30 名自願擔任，基本資

料如表一。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料表 

樣本(人) 年齡(歲) 身高(分) 體重(斤) 

30 11.8±0.4 153.8±5.8 48.3±7.4 

(二)實驗過程 

在受試者身體右側各部位上(1.肩關節、2.股骨大轉

子、3.脛骨外髁、4.腓骨外踝、5.第五蹠趾關節)貼上

反光球後，讓受試者站在平台邊緣，將身體姿勢保持

直立，伸直左腳而右腳往前平伸到可以落下，著地時

雙腳同時落在一塊鋪有不同軟硬材質地墊(分別是鋪

體操用軟墊、不鋪兩種條件)的測力板(KISTLER 9287

型，1000Hz)上，測力板收集的時間為 2秒，同時

redlake 高速攝影機(250Hz)也拍攝全程的動作。每一

種硬度地墊大約各做 6~9 次成功的測試後便隨機更換

並休息 2分鐘，以免因疲勞因素而影響實驗結果。整

個實驗過程中受試者須雙手叉腰。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相依樣本 t檢定及多元迴歸法(multiple 

regression)來檢驗下肢勁度與下肢各關節勁度的差

異性，並確定影響下肢勁度之機轉。 

參、 結果與討論 

1. 緩衝期的下肢勁度 

在緩衝期的下肢勁度方面(如表二)，本研究的結果發

現，下肢勁度在 9.8 到 12.6 千牛頓*公尺-1之間。由表

中可以看出，下肢勁度會著地軟硬材質的不同，而有

顯著的差異，在較軟的著地材質條件下反而會有較高

的下肢勁度出現。平均來說，著地在體操墊時，下肢

勁度比著地在沒有鋪墊子的測力板上，增加約 28%。

此結果與 Farley 等人(1998)、Ferris 等人(1999)的

研究結果相同； Farley 等人(1998) 、Ferris 等人

(1999)認為，下肢勁度會隨著地材質硬度的減少而顯

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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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下肢勁度及下肢各關節勁度 

樣本數(30 人) 軟(體操墊) 硬(沒鋪墊) 

下肢勁度
＊
(N/m) 12611.3(5603.4) 9826.9(3662.1)

髖關節勁(N*m/deg) 3.2(1.6) 3.3(2.0) 

膝關節勁度
＊
((N*m/ deg) 1.7(0.7) 1.4(0.5) 

踝關節勁度
＊
((N*m/ deg) 1.6(0.6) 2.1(1.0) 

＊P＜.05 

2.緩衝期下肢各關節勁度 

在緩衝期的下肢各關節勁度方面(如表二)，本研究的

結果發現，髖關節勁度的範圍在 3.2 到 3.3 牛頓*公尺

/度之間，膝關節勁度在 1.4 到 1.7 牛頓*公尺/度之

間，而踝關節勁度則在 1.6 到 2.1 牛頓*公尺/度之間。

由表中可以看出，在著地軟硬材質的因素影響下，髖、

膝、踝關節勁度都會隨著地軟硬材質的不同而有顯著

的差異，著地在體操墊時，關節勁度分別比著地在沒

有鋪墊子的測力板上，髖減少約 3%，膝增加約 21%，

踝減少約 24%。此結果與 Farley 等人(1998)的研究結

果不同，Farley 等人(1998)研究在不同硬度表面做原

地跳躍的動作，結果指出踝關節勁度會隨著地表面硬

度降低而增加，而髖、膝關節勁度則不改變。 

 

圖一 不同軟硬著地表面下肢勁度、關節勁度圖 

3.影響下肢勁度的機轉 

本研究的重點乃在探討不同軟硬表面著地，人體下肢勁

度調節之機轉。本研究應用 SPSS 12.0 版套裝軟體，針

對可能影響下肢勁度的下肢各關節勁度採多元迴歸

(multiple regression)，結果發現如表三及表四。由

表中可發現，整體平均的 r值在 0.37 到 0.86 之間，代

表下肢三個關節勁度與下肢勁度具有中度到高度的相

關，且考驗的結果都達顯著水準，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進一步觀察三個關節勁度的係數發現，在沒有鋪墊子和

鋪有體操墊的條件中，膝關節勁度都是影響下肢勁度最

主要的變數。此結果與 Farley 等人(1998)的研究結果

不同，Farley 等人(1998)研究在不同硬度表面做原地

跳躍的動作，結果指出踝關節勁度是影響下肢勁度的最

主要變數。這可能是由於不同的動作型態造成研究結果

的不同。 

表三 不同軟硬著地表面下肢各關節勁度對下肢勁度

的相關係數 

樣本數 
(30 人) 

軟(體操墊) 硬(沒鋪墊)

髖 0.61＊ 0.75＊ 

膝 0.86＊ 0.81＊ 

踝 0.37＊ 0.45＊ 
＊P＜.05 

表四不同軟硬著地表面下肢各關節勁度對下肢勁度的多元迴歸係數 

軟(體操墊) 硬(沒鋪墊) 

樣本數

(30人) 

標準化

係數 t 

顯著

性 

標準化

係數 t 顯著性

髖勁度 .045 .32 .754 .369 2.76 .010

膝勁度 .795 6.16 .000 .553 4.08 .000

踝勁度 .103 .90 .377 .040 .35 .727

 依變數：下肢勁度 

肆、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主要發現如下： 

１. 著地軟硬材質會影響下肢勁度，材質越軟，下肢

勁度越高。 

２. 不同軟硬著地材質下肢勁度調節之機轉經分析所

得，膝關節勁度是影響下肢勁度的最主要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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