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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不同性別對踝關節等速肌力與 20 秒反覆側步成績之差異。26 位體育系一年級學生（男女各 13 位，年齡 19.2±0.8
歲，身高 168.8±9.3 公分，體重 65.0±9.9 公斤）自願參與，隨機進行踝關節等速肌力測試（內翻、外翻、蹠屈與背屈；速度為 30°/s
與 120°/s），與 20 秒反覆側步測驗，所得數據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不同性別間各量測變項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為 p < .05。結果
顯示雖然男性有顯著較女性為大的踝關節單位體重扭力峰值，然而兩者間 20 秒反覆側步表現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驗證不同性別
踝關節等速肌力特徵的確有差異存在，但似乎並不會影響 20 秒反覆側步之表現，因此維持適當的體型與良好的踝肌力，才是提昇
此測驗表現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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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反覆側步是台灣大學聯考體育術科考試的項目之一，也

是測驗敏捷的一種方法，也是日常肢體活動與競技運動

技能表現的重要運動能力，特別是那些具備快、狠、穩、

準特性的運動競技項目，選手們更需具備優異的敏捷能

力，以展現（林正常、王順正，2000）。

先前研究指出不同性別間會因內分泌荷爾蒙、肌纖維組

成/橫斷面積、體脂肪比例與骨骼構造的差異，而造成男

性顯著較女性佳的有氧運動能力、肌肉骨骼質量、絕對

肌力與爆發力等運動能力體能表現的差異（林正常等

譯，2004），然而不同性別間肌纖維類型的分佈與組織

化學的特徵是類似的，因此若以體重來標準化肌力表

現，應可減少性別間的差異。

反覆側步測試是一種要求受測者利用腳的推蹬力，來快

速反覆跨越一定線距的測驗動作（詹文祥、邱文信，

2009），而推蹬力的大小則可能會與個體踝關節的肌力與

功能有關，因為人體的急停、起動、快速轉變方向等動

作，皆需藉由動作肌群主動收所來產生力量，才能有較

佳之反應表現（彭鈺人，1993）。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探

討不同性別間踝關節肌力與 20 秒反覆側步表現的差異，

並進而瞭解其間之可能關係。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26位體育系新生自願參與，其中男性 (年

齡19.0±0.6歲，身高174.5±6.8公分，體重70.1±7.6公斤)與

女性 (年齡19.3±1.0歲，身高163±8.0公分，體重59.9±9.5

公斤) 各13位，並經健康問卷填答與晤談確認皆無下肢傷

害與病變。

2. 踝關節等速肌力測試：本研究將使用 Biodex 等速肌力

測量儀 (Biodex System 4 Pro, Biodex Medical System,

New York)並選取踝關節的測試配件，與 Window XP 作業

系統下進行

本研究等速肌力測驗速度設定包含慣用（右）腳與非慣

用腳踝關節內翻、外翻（圖一左）、蹠屈與背屈（圖一右）

的扭力峰值 (peak torque, PT)，測試速度分別為 30°/sec

與 120°/sec 向心最大用力收縮，所得最大力矩值，共執

行 5 次（林威秀、黎俊彥，2003）。

圖一 等速測力儀內翻、外翻、蹠屈與背屈動作之測試姿勢

3. 反覆側步之測驗：本研究依大學術科考試簡章規定進

行反覆側步測驗，此測驗規定動作為每人測驗 2 次，每

次測驗時間為 20 秒。場地為在平面場地規劃 3 條各相距

1.20 公尺（男）或 1.00 公尺（女）（圖二）之平行線，

預備時受試者跨立於中線兩側，聞「開始」口令後自跨

立之中線向右側併步至右腳跨過右線，即計 1 次，然後

再向左側併步回跨於中線，計 2 次，繼續向左側併步至

左腳跨過左線，計 3 次，再向右側併步回跨過中線，計 4

次，依序反覆進行（測驗時亦得自跨立之中線向左側步

開始）。但在雙腳移動的過程中，任何一隻腳都不能碰

觸到平行線，否則該次不予計算。

圖二 反覆側步測驗場地

4. 實驗流程 ：與受測者說明實驗流程、目的和注意事

項，取得受測者同意後，填寫受測者基本資料和同意書。

實驗前檢視BIODEX S4等速肌力測量儀與校正，佈置反

覆側步測驗之場地與器材，並讓所有受測者適當熱身。

受試者以隨機之實驗設計，來進行踝關節等速肌力與20

秒反覆側步測驗。



5. 資料處理：所得數據以平均數±標準差表示，以獨立樣

本 t 考驗比較不同性別下肢踝關節各動作PT與20秒反覆

側步表現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定為 p < .05。

三、結果與討論

表一顯示本研究所有受試者不同性別間基本生理參數與

20 秒反覆側步成績的差異，結果顯示男性受試者雖然有

顯著較女性為高的身高與較重的體重，但是兩者在反覆

側步成績上無顯著差異存在。

表一 基本生理特徵與反覆側步表現

變項 男生 女生 t 值

慣用腳（右/左） 11/2 12/1

年齡（歲） 19.0±0.6 19.3±1.0 -.94

身高（公分） 174.5±6.8 163.0±8.0 3.95*

體重（公斤） 70.1±7.6 59.9±9.5 3.02*

20 秒反覆側步（次數） 44.5±4.7 43.9±3.5 .33

註：*代表該變項男生與女生間有顯著差異 (p < .05)

表二 踝關節等速肌力峰值之差異

速度 部位 動作 男生 女生 t 值

30 右踝 外翻 29.8±8.5 18.8±5.4 3.95*

內翻 29.6±8.9 18.4±5.9 3.81*

蹠屈 97.9±28.7 66.1±17.9 3.40*

背屈 26.6±6.5 16.5±4.7 4.54*

左踝 外翻 28.5±4.7 19.0±4.7 5.14*

內翻 23.5±6.6 18.2±5.2 2.26*

蹠屈 85.8±23.8 60.0±15.3 3.31*

背屈 24.9±7.7 15.4±4.5 3.86*

120 右踝 外翻 23.4±5.4 14.8±6.9 3.56*

內翻 23.7±5.6 15.6±6.5 3.44*

蹠屈 59.4±21.2 41.5±14.7 3.48*

背屈 16.6±4.7 9.1±3.0 3.39*

左踝 外翻 20.5±6.1 14.0±5.3 2.88*

內翻 24.6±5.8 15.0±7.4 3.69*

蹠屈 60.1±17.6 41.6±7.7 2.49*

背屈 14.8±5.1 9.5±2.2 4.89*

註：*代表該變項男生與女生間有顯著差異 (p < .05)

表二為所有受試者於 30°/s（低速）與 120°/s（中速）測

試時，在兩種速度下量測所得踝關節單位體重扭力峰值

(PT/BW)，統計分析顯示男性踝關節內翻、外翻、蹠屈、

背屈之 PT 皆顯著大於女性。

人體關節活動必須藉由肌肉收縮來產生肢體動作，而踝

關節幾乎具有三百六十度活動空間，包含三個自由度動

作：背/蹠屈(Dorsi /Plantar Flexion)、內/外翻 (Inversion /

Eversion) 與內/外轉(Internal / External Rotation)（戴淑

華、相子元，2005），因此本研究同步量測內翻、外翻、

蹠屈與背屈方向之踝關節等速肌力特徵，就是希望能全

面而清晰的瞭解不同性別間各個動作肌力的差異情形，

結果顯示雖然男性的確有較女性為大的踝關節等速肌

力，然而此肌力差異並不會影響不同性別間 20 秒反覆側

步之表現，推測可能原因是男女性他們生理構造不同，

肌力與體型都會有所不同，而反覆側步較重於敏捷，所

以兩性在反覆側步成績沒有顯著。

在進行反覆側步快速移動中，因需要收縮蹬地的動作，

因此當蹬地速度越快時，應該就需更強大的踝關節肌力

收縮，以抵抗地面施予腳踝的力。其動作流程可為預備

期、動作期、完成期三階段，在預備期膝蓋需微蹲，使

身體重心壓低，以使身體快速左右橫移並保持平衡；動

作期因包含移動中的空中和著地時間時間，因此在空中

時間膝關節彎曲角度越大，起蹬時身體離地高度與重心

移動就會越大，而著地時間又會受到反應時間影響，因

此受測者腳尖著地後，必須以內側腳尖快速做出蹬地動

作來減少著地時間（詹文祥、邱文信，2009）。

本研究在 120°/s 中速數值明顯小於 30°/s（低速）原因是

肌肉力量與肌肉收縮速度有關，而隨著收縮速度增加，

所產生之肌力便會隨之減少，研究指出兩性會因荷爾蒙

內分泌的差異，而影響肌肉肥大與肌力發達的程度呼應

本研究男性肌力大於女性，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在踝關節

兩種速度四種動作中，女性的等速肌力峰值約為男性的

65% ( 54.8% ~ 77.45)，符合先前女性除以體重的爆發力約

是男性六成的論點（林正常等譯，2004）。

四、結論與建議
雖然本研究男性有較女性為大的踝關節等速肌力，然而
或許因為男性顯著較高的身高與顯著較重的體重，因而
造成不同性別間 20 秒反覆側步表現無顯著差異，似乎也
意味者此項測驗肌力大不代表成績就好，維持適當的體
型與良好的收縮肌力，應該才是提昇此測驗表現的最佳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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