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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在相同的武術動作下，比較

Nike 與大博文功夫鞋之避震性與推蹬力。受試者

為 7 位男性學校武術代表隊。使用 AMTI 三軸測

力板擷取地面反作用力資料，測試避震性的動作，

採用旋風腿 360度與震腳，分析垂直軸的撞擊峰

值(Impact force peak)與主動峰值(Active force 

peak)；測試推蹬力，則採用馬步轉弓步，分析垂

直峰值、水平峰值及兩峰值的時間差(以上皆分

析右腳)。統計方法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在同

一動作下，比較兩雙鞋子的差異。結果為 Nike

功夫鞋在後足的避震性及推蹬力時間差皆顯著

優於大博文，大博文則是前足的避震性優於 Nike

功夫鞋。 
 

關鍵詞：武術鞋、撞擊峰值、主動峰值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with Nike and Feiyue Kung Fu shoes of the shock 

absorption and reaction force in the same actions. 

The subjects were seven men aged 17 to 25 school 

Chinese martial arts team. The experimental 

instruments used AMTI three-axis force plate to 

capture ground reaction force data. The actions of 

testing shock absorption were used 旋風腿 360 

degrees and 震腳. To analyze the Impact force 

peak and Active force peak of the vertical axis as 

results；The action of testing reaction force was 

used 馬步 transformed to 弓步 .To analyze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ak force and the two peak 

time difference as results (all of the above analysis 

selected the right foot). Statistical Methods was 

used Paried-Sample t test to detec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shoes in the same action, and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set at α =. 0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ike kung fu shoes in the hind-foot 

shock absorption and reaction force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Feiyue. Feiyue kung fu 

shoes in fore-foot cushioning were better than Nike 

Kung Fu shoes .  

 

Keywords: Chinese Martial Arts shoes, Impact 

force peak, Active force peak  

壹、前言與目的 

 

近幾年來中國武術藉由電影宣傳在全球發

光發熱，逐漸形成一股功夫熱潮。在中國大陸官

方的積極推廣下，競技武術也躍上國際比賽的舞

臺，其內容包括「高、難、美、新」也較符合表

演觀賞的需求。但其高難度的動作較容易造成運

動員受傷，也提升了練習困難度。 

運動鞋的主要功能有二：一為保護腳部預防

運動傷害；二為協助運動員提升運動表現[1]。

當人體由起跳至落地時，接觸到地面會由地面產

生反作用力，這些反作用力會由下肢肌肉骨骼系

統所作的功來吸收掉。因此當地面反作用力大於

肌肉骨骼系統所作的功時，便容易對下肢造成傷

害，最常見的就是膝關節、踝關節和脛骨的傷害

[5]。此外，針對不同性質的運動，穿戴的運動

鞋其功能性及構造也有所不同[1]，因此需要針

對各專項運動來設計鞋子。為了因應武術運動急

遽發展，一雙具有對武術運動員提供足夠保護性、

及能有效提升運動表現的功夫鞋是必須的。因此

本研究採用目前武術比賽中，使用率最高的上海

大博文鞋款(圖一)以及 Nike 針對競技武術比賽

所開發的武術鞋(圖二)，比較這兩雙鞋在避震性

以及推蹬力之差異。 

  
        圖一                圖二 

貳、 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 7 位學校武術代表隊之男性

(年齡 21.57±4.43 歲，身高 170.86±2.61 公分，

體重 71.57±6.63公斤)，皆獲得全國性武術比賽

單項前三名，一個月內無任何下肢傷害與病變。

受試者隨機穿戴大博文及 Nike 功夫鞋執行三種

武術動作：(一)旋風腿旋轉 360 度雙腳馬步同時

落地(二)砸拳震腳(三)馬步轉弓步，過程中以

AMTI 三軸測力板取樣頻率 2000Hz，擷取右腳力

量值。分析旋風腿及震腳時，測力板所測到的垂

直分力之第一峰值與第二峰值[2]做為鞋子的避

震性。之中的第一峰值為撞擊力峰值(Impact force 

peak)，腳尖落地時所產生，代表鞋子前足的避震



性；第二峰值為主動力峰值(Active force peak)，

腳跟踩地時所產生，代表後足的避震性。此外，

分析馬步轉為弓步時，所產生的推蹬力之垂直分

力峰值、水平分力峰值以及時間差[3]。每項動作

測 3 次並取其平均值，再除以個人體重(body 

weight ，BW)以標準化之。統計方法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同一動作時不同鞋款之差異，顯著水

準定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比較不同功夫鞋避震性與推蹬力之差

異，圖三及圖四為旋風腿動作之結果，發現 Nike

功夫鞋的主動峰值顯著小於大博文(p<.05)。圖五

及圖六為砸拳震腳動作之結果，Nike 功夫鞋顯著

大於大博文(p<.05)。表一為馬步轉弓步之推蹬力

結果。Nike 功夫鞋在時間差方面顯著小於大博文

(p<.05)，垂直及水平峰值兩者無顯著差異(p>.05)。  

 
       圖三  旋風腿         圖四 旋風腿 

 
   圖五 砸拳震腳       圖六 砸拳震腳 

    旋風腿是套路的彈跳難度動作中出現頻率

最多的一個，由結果可看出 Nike 功夫鞋的主動

峰值顯著低於大博文，表示 Nike 在後足的材質

擁有足夠的吸震性。但在震腳動作時，Nike 功夫

鞋的撞擊峰值則顯著大於大博文，表示前足部分

Nike 避震性較差。競技用鞋在設計時，需要有較

堅硬(stiff)的鞋底，才不會損失往下推蹬的力量，

同時動作才能配合反作用力的時間，選手不會產

生無力感[4]。Nike 此雙鞋是針對競技武術比賽所

設計，之中有許多彈跳的動作，需要用到前腳掌

起跳，因而將前足部分設計成較硬較薄，使前足

受力較多，才造成撞擊峰值較大的現象。但在旋

風腿時並不會有此現象，可能是因為震腳時呈現

微蹲姿勢，重心集中在前腳掌所致。馬步轉弓步

的動作中，水平與垂值峰值的時間差若較小，表

示對發力的時間掌握較為準確。Nike 功夫鞋透過

較佳的結構設計，輔助運動員縮短水平與垂直峰

值的時間差，能有效提升下肢水平與垂直推力時

間的準確性。 

肆、結論與建議 

     

    一雙好的功夫鞋需有提供武術運動員足夠

的保護性，及提升運動表現的功能。Nike 功夫鞋

在後足避震性，以及水平與垂直推蹬力的峰值時

間差表現上皆比大博文佳，大博文則是前足的避

震效果較好。因此若運動員在未熟悉正確震腳動

作時，建議穿著大博文，以提供前足較佳的保護。

建議未來能針對武術不同動作來探討避震性或

其他功能性，或使用不同鞋款來測試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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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馬步轉弓步 

 Nike 大博文 p 值 

垂直峰值
(BW) 

0.78±0.13 

 

0.76±0.10 .431 

水平峰值
(BW) 

0.38±0.19 0.42±0.19 .053 

時間差

(秒) 

0.05±0.02 0.09±0.04  .003* 

註：「*」代表達顯著差異(p<.05)。平均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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