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常人慣用與非慣用腳膝關節屈伸動作神經肌肉功能之比較
魏淑卿 1林俊達 2 林冠綸 1 劉瑩芳 2 黎俊彥 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

E-mail: jylee@nhcue.edu.tw

摘要
膝關節是人體最常受傷之下肢關節，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健康常人雙側膝關節屈曲與伸展動作中神經肌肉功能之差異。8

位受試者 (男女各 4 位) 自願參與，慣用腳為自選用力踢球之腳，再分別以等速測力器進行每秒 60 度 (60 /s) 與 180 度角速

度 (180 /s) 之膝曲伸 (knee flexion/extension) 等速肌力測試，所得數據以相依樣本 t 考驗，比較慣用腳與非慣用腳間兩種速

度之神經肌肉功能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皆定為 α=0.05。結果顯示受試者於 60 /s 與 180 /s測試時，不論是膝曲或膝伸之動

作，單位體重扭力峰值(PT/BW)、扭力峰值輸出時間 (TPT)、加速時間 (AT) 與作用肌與擷抗肌之比值 (AAR) 皆無顯著差

異，然而於 180 度/s 測試時，不論是膝曲或膝伸之動作， PT/BW 與 TPT 皆顯著小於 60 /s 測試。本研究驗證健康個體雙

側膝關節曲伸動作之神經肌肉功能是相似的，因此倘若個體雙側膝關節曲伸動作之神經肌肉功能差異很大，應進行適當有

效之神經肌肉復健訓練，以避免下肢關節傷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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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膝關節是運動場上最常受到傷害的關節，不論是輕

鬆的或是激烈的運動，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造成膝關

節的運動傷害 (張世昇,2008)，而前十字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損傷更是許多運動員因傷退

役的主因。ACL 是限制脛骨前移與內旋的重要結

構，且有本體感覺受器，因此對於膝關節之穩定扮

演重要之角色，而研究也驗證損傷後股四頭肌與腿

後肌的肌力會改變，不僅影響膝關節功能，並導致

關節不穩與功能退化 (Hortobagyi et al., 2005)。

膝關節是由股骨與脛骨的關節面所構成的，兩骨之

間的平面並不足以維持關節的穩定度，而必須靠韌

帶與周圍的肌肉/肌腱的共同作用才能維持穩定，如

作用肌之股四頭肌收縮使脛骨產生向前剪力，而擷

抗肌之腿後肌收縮對抗此力，來保持膝關節的穩定

性，因此適當的神經肌肉功能對於膝關節之功能與

穩定是相當重要的，對於關節傷害之預防也扮演著

主動積極的角色 (Paasuke et al., 2001)。

等速肌力測試是一種能有效評估神經肌肉動態特質

的方法，而單位體重最大力矩與總作功量是先前研

究評估等速肌力表現之常用指標，然而有關神經功

能之評估指標較少，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健康

個體慣用腳與非慣用腳間膝屈伸動作神經肌肉功能

之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8 位半年內無任何運動訓練之健康常

人（男性 4 人，身高 167.03.4 公分，體重 57.53.7

公斤）自願參與，並經問卷塡答與晤談確認皆無下

肢傷害與平衡病變。

二、儀器設備

本研究以 Biodex 肌力量測系統 (Biodex System 4 Pro,

BIODEX Medical System, New York, USA, 圖一）來

測量雙側膝關節在角速度 60 /s 與 180 /s 下屈曲與

伸展等速動作中神經肌肉功能的差異。

圖一 BIODEX S4 測力儀與膝曲伸動作之測試姿勢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參考先前研究設定 (Sieri & Beretta, 2004)，在

正式施測前給予受試者二次練習後，測量慣用與非

慣用腳二種角速度下各測三次。每次測試間隔皆休

息 30 秒。

四、資料處理



1. 以相依樣本t考驗比較兩側膝曲伸各變項的差異。

2. 統計顯著水準定為p<.05。

參、結果

受試者於 60 /s (低速) 與 180 /s (中速) 測試時，膝

曲與膝伸動作之單位體重扭力峰值 (PT/BW, 圖二,

%BW)、扭力峰值輸出時間 (TPT, 圖三, ms)、加速時

間 (AT, 圖四, ms)與收縮肌與擷抗肌之比值 (AAR, 圖

五, %)，在兩種速度下雙側間皆無顯著差異，然而不

論是膝曲或膝伸之動作，PT/BW 與 TPT 於低速測試

時皆有顯著較大之值 (t=2.51 ~ 4.99, p<.05)，而 AT

於高速測試時也有顯著較大之值 (t=-3.67 ~ -4.81,

p<.05) 。此外，AAR 只在膝曲動作高速測試時有顯

較高之值 (t=-14.80, p<.05)。

圖二 不同速度膝曲伸動作之單位體重扭力峰值

圖三 不同速度膝曲伸動作之扭力峰值輸出時間

圖四 不同速度膝曲伸動作之加速時間

圖五 不同速度膝曲伸動作之作用肌與擷抗肌比值

肆、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膝屈或膝伸之動作， 慣用腳

與非慣用腳間之 PT/BW、TPT、AT 與 AAR 皆無顯

著差異。這可能是因健康個體在日常生活或體能活

動時皆均衡使用兩側之膝關節，因此兩膝屈伸動作

之神經肌肉功能與發達程度是非常相似的，並符合

先前研究發現膝損傷個體有顯著較低的腿後肌與股

四頭肌扭力峰值，且驗證可以健側神經肌肉功能來

作為傷側復健訓練之參照標準。

本研究量測 60 /s (低速) 與 180 /s (中速)膝關節屈

伸動作之神經肌肉功能特徵，主要是考量此兩種速

度可同時模擬人體膝關節的日常活動(如走路與爬樓

梯)與一般運動(如快走與慢跑)之情境，而先前研究

也驗證此測試設備與技術皆相當成熟，且為人體下

肢關節中再測信度最佳者 (介於 0.97~0.82, 韓岳津、

鄭素芳、詹美華, 2006)，此外進行過高角速度設定

之等速測試，則可能會對受試者造成非預期之損

傷，且易引致量測誤差 (Liu et al., 2008)。

PT/BW 適用於不同體重個體橫斷面肌力比較之標

準；而 TPT 與 AT 則可瞭解動作肌群收縮產生最大

扭力所需之時間，與反映神經控制之功能狀態；而

AAR 乃考量人體進行功能性活動時，收縮肌與拮抗

肌需同時進行向心與離心收縮，因此同時評估與比

較兩者表現之變化，應更能代表神經肌肉功能之指

標，也是維持關節穩定與預防傷害之要素。

本研究驗證健康個體慣用與非慣用側膝關節神經功

能是相似的，並顯示高速時 PT/BW 與 TPT 會顯著

降低，而 AT 則會顯著增加，後續研究應探討疲勞

或訓練對神經肌肉功能相關指標可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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