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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動選手的踝關節外側扭傷多發生於側步動作，相對地外側的橫向穩定能力就顯得重要，鑑於此本研究希望藉由三維動作分析系統

了解足部動作形態，以赤足進行側步動作的運動學及地面反作用力分析。本研究以十位大專運動專長生為受試者，每個測試動作進

行三次。資料由十台紅外線攝影機（240Hz）及一塊 AMTI 測力板（2400Hz）組成之動作分析系統收集，三維分析 15 顆反光球所

建立之足部模型剛體及人體測試時的地面反作用力。側步的著地期發現足部關節活動時內翻的角度範圍大，外側踝關節扭傷風險相

對較高；從背屈到蹠屈時關節活動間接影響足部推蹬。本研究期能應用於臨床醫學上，了解足部與踝關節之動作模式，作為足部功

能之評估；運動鞋設計上，了解足部動態動作的特性，進而提供運動鞋功能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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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側步動作是很頻繁發生於各種類型之運動上，例如羽

球、籃球、足球及網球等，這些活動經多數研究證實踝

關節扭傷為高傷害發生率。根據 Nelson (2007) 的研究，

最多、最頻繁的傷害乃屬外側韌帶的扭傷，佔腳踝受傷

的比例高達 83.4％。2007年 Hootman & Randall 的運動

傷害研究報告指出 1988-2004 年中，15 種運動的下肢傷

害統計，下肢傷害佔 53.8％之多，而踝關節韌帶傷害佔

總數的 23.6％。由於足部內側先接觸地面，產生一個相

當大的槓桿相對距骨下關節軸，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內旋

動作。側步動作時，踝關節外側韌帶扭傷發生多為突然

且不預期的，足部與踝關節運動就要著重於橫向穩定能

力，避免過度內翻力量，因為會影響運動表現及傷害。

Stacoff et al. (1996) 指出運動鞋最佳的橫向穩定能力設

計應該遵循赤足的動作形態。本研究目的以三維動作分

析系統，分析赤足進行側步動作的足部動作形態，作為

運動鞋橫向穩定的功能設計之參考依據。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試者對象為十位大專運動專長生參與（年齡：

21.2 ±1.9 yr；身高：172.6 ±2.7 cm；體重：66.7 ±6.1 kg；

BMI：22.5 ±1.7），且六個月內無骨骼肌肉或其他較大運

動傷害可能導致影響表現者。每位受試者的足部關節貼

上 15 顆反光球標誌，搭配十台紅外線攝影機（240 Hz）

及一塊測力板（2400 Hz），建立足部模型剛體，測量三

維空間額狀面、水平面及矢狀面的足踝關節轉動與角

度，並以地面反作用力作為動作分期之依據。測試動作

的距離約為 180 cm，每位受試者進行三次測試，以作為

紀錄。

1. 足部模型剛體

足部四個肢段形成之模型剛體：（1）小腿包含脛骨及腓

骨。（2）後足。（3）中足包含舟狀骨 (navicular)，三塊

楔狀骨 (cuneiform)，骰骨 (cuboid)。（4）前腳掌包含五

個蹠骨 (metatarsal)。圖一為足部區域座標定義。

圖一 足部區域座標系定義改自 Leardini et al.（2007)

2. 反光球標誌的位置

反光球標誌貼於足部的外側觀及內側觀（圖二及圖三）。

圖二 外側觀 圖三 內側觀

3.矢狀面的內側縱向足弓（MLA）及拇指角度（M1Ps）

圖四 矢狀面的內側縱向足弓及拇指角度

4. 動作分期

FMB



分期以百分比及垂直地面反作用力表示足部動作的形

態。前腳掌先著地後，緊接著腳後跟及足底完整接觸地

面，作急停動作時重心轉移於前腳掌，最後前腳掌推蹬

離開地面。

5. 資料處理：本研究所得的資料使用動作分析系統的內

建軟體分析，分析所得結果以平均數及標準差表示足部

動作形態及變化情形。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三維動作分析赤足側步接觸測力板前到離開期

間的動作，腳後跟接觸測力板前平均速率為 3.13 ± 0.06

ms-1，結果發現如表一：1. 足部活動有些許的外展及內收

情形。2. 踝關節最大內翻為 17.3°，平均內翻活動範圍為

14.3°。3. 足部連結小腿及後足連結小腿在背屈到蹠屈的

活動範圍較大，各為 32°及 21.5°。表二顯示矢狀面的拇

趾角度最大活動範圍約為 9°，平均角度約為 16.2°。內側

縱向足弓的支撐角度減小是為了足部動態平衡，隨著足

部的推蹬及足底肌群活動，足弓角度就會增加。

表一 足部的主要關節最大活動範圍、平均值及標準差

表二 矢狀面的內側縱向足弓及大拇指角度變化，以最大

活動範圍、平均值及標準差表示

表三為著地初期動力學參數的測量結果，足部產生垂直

撞擊力約為人體的 2.45 倍體重，左右橫向的撞擊力則約

為人體的 1.07 倍體重。足部的骨骼肌肉在著地初期為被

動吸收撞擊力，因此，除了減少地面反作用力的撞擊力

峰值及最大負荷率，也要避免足部關節的活動範圍過

大。Wright et al. (2000) 探討足部位置對於踝關節外側扭

傷之影響，瞬間著地時的蹠屈角度過大，增加了扭轉的

頻率。因此，背屈角度的增加，可減少足部關節的力矩

產生。

表三 赤足的地面反作用力各參數之測量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測量結果經討論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側步動

作的著地期時，足部關節內翻活動範圍較大，間接顯示

出踝關節外側扭轉傷害風險確實較高。足部的背屈增

加，可減少足部關節力矩，提升橫向穩定能力。本研究

以三維動作分析系統了解足部動態動作的特性，進而提

供運動鞋功能設計之參考。運動鞋在設計上要能保護足

部，減緩足部衝擊力，防止過度足部內翻力量，且腳後

跟必須能達到穩定及包覆性。建議之後可參考赤足量測

得到各關節的角度範圍，進行橫向穩定及鞋底抓地力的

功能改良，除了機械測試以外，再以人體測試的方法，

評估實際穿著運動鞋是否確實符合足部動作形態，使足

部動能傳遞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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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內收 內翻-外翻 背屈-蹠屈

小 腿
與

足 部

最大 7.8° 17.3° 32°

平均 5.5° (1.6) 14.5° (3.4) 22.7° (9.1)

小 腿
與

後 足

最大 1.6° 3.1° 21.5°

平均 0.2° (0.3) 1.8° (0.7) 14.8° (6.1)

後 足
與

中 足

最大 2.4° 2.1° 11.1°

平均 0.9° (0.6) 1.1° (0.4) 9° (3.2)

最大 平均

內側縱向足弓 6.9° 135° (2)

拇指（M1Ps） 9° 16.2° (2.4)

單 位 平 均

垂直方向撞擊力峰值 BW 2.45 ( 0.31 )

垂直方向撞擊力峰值發生時間 ms 49.9 ( 14.7 )

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的最大負荷率 BW/s 58.3 ( 15.9 )

左右橫向撞擊力峰值 BW 1.07 ( 0.11 )

左右橫向撞擊力峰值 ms 53.0 ( 14.8 )

左右橫向的最大負荷率 BW/s 20.0 ( 4.95 )

著地時接觸到離開測力板的完整時間 ms 497.4 ( 3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