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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較不同鞋跟高度（2 公分、5 公分、7.5 公分）行走於光滑地面對生物力學參數上的差異，包括步態週期參數、軀

幹前傾角度、垂直分力、水平分力、負荷率。方法：研究對像是 6 名有穿著高跟鞋經驗且下肢無任何病史之健康女性為對

象（年齡 27.6±3.72 歲、身高 160±3.2 公分、體重 51±4.3 公斤），於測力板上鋪設一條長 3.6 公尺、寬 0.6 公尺之拋光石英

磚走道，使用一台 Mega speed Ms25k 高速攝影機（100Hz）與一台 AMTI 測力板（1000Hz），以同步方法擷取完整步態

週期各 3 次。影片以 Kwon 3D 動作分析軟體處理，原始資料經人體肢段參數（BSP）建製、直接線性轉換（DLT）及量化

後取得；測力板原始訊號透過 DASY Lab6.0 分析軟體，經濾波、模組（電壓-力量）校正得到原始三維反作用力，資料以重

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α=.05）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運動學參數方面，步態週期、雙腳支撐時間、單腳支撐時間、跨步長、

軀幹前傾角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而站立期時間與擺動期時間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動力學參數

方面，負荷率、垂直分力之第一峰值、制動力峰值、推蹬力峰值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垂直分力之第二峰值未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結論：穿著超過 2 公分的鞋跟行走於光滑地面時，會使得軀幹前傾及負荷率增大，而有滑倒

及下肢骨骼受傷的可能，因此女性在行走於光滑地面時應注意鞋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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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問題背景

今日有數百萬的女性穿著高跟鞋行走，穿著高跟

鞋會使將臀部提高，將身體線條修飾得更加玲瓏有

緻，但在台灣有81.4%的女性曾因穿著高跟鞋而感到

腳部不適（洪維憲、李永輝、鄧復旦、陳佳玲、劉文

隆、和裴育晟,2005），這是因為穿著高跟鞋會改變人

體步態的姿勢，特別在踝關節蹠曲上

（Ebbeling,Hamill,& Crussemeyer,1994），走路時

會增加扭傷腳踝的情形（Nieto & Nahigian,1975）。

Lee,Jeong, and Freivalds(2001)研究發現，隨著鞋跟

高度增加，腰椎彎曲的角度會變小，造成脊椎前凸，

給予下腰部更大的壓力，因而造成下背痛。

Manning,and Jones(1995)的研究也指出，穿著

高跟鞋行走於拋光地板所測得之臨界摩擦係數較一般

地板小，因此較容易發生危險。因此本研究嘗試探討

不同鞋跟高度行走光滑地面的生物力學參數，做為女

性穿著高跟鞋行走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比較不同鞋跟高度（2 公分、5 公分、7.5 公分；

傾斜角度 20°、30°、45°）行走於光滑地面對生物力學

參數上的差異，包括步態週期參數、軀幹前傾角度、

垂直分力、水平分力、負荷率。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6 名有穿著高跟鞋經驗且下肢無任何病

使之健康女性為對象（年齡 27.6±3.72 歲、身高

160±3.2 公分、體重 51±4.3 公斤）為研究對象，於測

力板上鋪設一條長 3.6 公尺、寬 0.6 公尺之拋光石英

磚走道。實驗前先於參考板上黏貼七個參考點作為線

性轉換之依據。在受試者身體主要關節位置黏貼九個

反光球，並測量受試者的人體肢段參數。正式實驗開

始前，每位受試者均做充分的熱身及練習穿著高跟鞋

行走數次；受試者先站立於測力板後方，先以左足先

跨出，再以右足踩踏於測力板，繼續跨出左足行走完

成整個步態週期。

以一台 Mega speed Ms25k 高速攝影機

（100Hz）沿受試者矢狀面進行拍攝及一台 AMTI 測

力板（1000Hz）之實驗儀器同步擷取人體步態之生物

力學參數。影片經由人體肢段參數的建置與線性轉換

參考架作為標準之依據，並以 Kwon 3D 動作分析系

統經直接線性轉換（DLT）和濾波（filter）處理，獲

得站立期與擺盪期時間、單雙腳支撐時間與軀幹角度

等參數，如圖二。；測力板原始訊號透過 DASY Lab6.0

分析軟體，經濾波、模組（電壓-力量）校正得到原始



三維反作用力並以以體重倍率（B.W）；將參數以

SPSS for Windows12.0 版處理，並以重複量數單因

子變異數（α=.05）進行統計分析。

參、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將結果分為運動學及動力學二部分

一、運動學

步態週期隨著鞋跟高度的增加而增加，並且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顯示當鞋跟高度愈高時，

行走於光滑地面之穩定度愈低，因此需要較長的時間

來穩定重心。單腳支撐期在鞋跟 5 公分以上時顯著地

減少，相反地雙腳支稱期在鞋跟 5 公分以上時顯著地

增大，顯示當鞋跟高度高於 5 公分以上時，會使重心

更加地不穩，使得身體希望藉由雙腳的支撐時間增加

來穩定重心，當行走於光滑地面時，跨步長隨著鞋跟

高度的增加而減少，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05)，顯示當鞋跟高度愈高時，身體會縮減跨步的

距離，以避免身體重心向前移動太多，而導致重心的

不穩進而有滑倒的危險。

軀幹前傾角度隨著鞋跟高度增加而顯著增加，並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推測是因高跟鞋本身

就是一個斜面構造，當鞋跟高度愈高時也就是斜面坡

度愈抖，當人站上此斜坡身體軀幹就容易前傾，再加

上行走於光滑地面其摩擦力更小，更容易使身體重心

無法回到穩定狀態而發生滑倒。

二、動力學

在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之第一峰值及前後方向

地面反作用力的制動力峰值及推蹬力峰值皆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 (p<.05)。垂直反作用力的第一峰值的

產生為腳跟著地時所產生作用力，而本實驗在 7.5 公

分的鞋子其第一峰值有顯著的增加，顯示當鞋跟高度

大於 7.5 公分時，對腳跟產生較大之力量，有可能導

致腳跟的疼痛。

本研究負荷率隨著鞋跟高度的增加而顯著地增

大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顯示鞋跟高度愈

高會增加人體著地後的最大負荷率，負荷率愈大也代

表當鞋跟高度愈高愈容易造成下肢骨骼肌肉系統的振

動與傷害。

肆、結論與建議

穿著超過 2 公分的鞋跟行走於光滑地面時，會使

得軀幹前傾及負荷率增大，而有滑倒及下肢骨骼受傷

的可能，因此女性在行走於光滑地面時應注意鞋跟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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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鞋跟高度行走於光滑地面之之動力學參數統計摘要表

2 cm(A) 5cm(B) 7.5cm(C) F 值 事後比較

第一峰值(BW) 0.96±0.26 0.99±0.69 1.00±0.51 4.547＊ C > A

負荷率(BW/sec) 4.01±0.66 5.51±1.66 5.90±0.88 12.369＊ C>B>A

制動力峰值(BW) 0.029±0.004 0.040±0.003 0.036±0.004 8,389＊ B > A

推蹬力峰值(BW) 0.0376±0.003 0.026±0.002 0.029±0.001 8.332＊ A > B、C

*p<.05

表 1 不同鞋跟高度行走於光滑地面之運動學參數統計摘要表

2 cm(A) 5cm(B) 7.5cm(C) F 值 事後比較

步態週期（s） 1.12±0.09 1.15±0.01 1.23±0.05 7.365＊ A>B>C

雙腳支撐時間

（%SP）
46.30±3.02 48.35±2.87 48.91±1.26 11.257＊ B、C > A

單腳支撐時間

（%SP）
53.69±3.01 51.63±2.84 51.09±1.26 11.385＊ A>B、C

跨步長（CM） 118.94±3.76 117.69±1.79 114.75±1.33 7.319＊ A、B>C

軀幹前傾（°） 6.50±0.35 6.97±1.66 7.62±2.05 9.688＊ C>B>A

*p<.05 註 1： %SP：站立期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