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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比較不同擊劍專用鞋在避震

與足底壓力等地面反作用力及足底壓力分佈差

異性分析。研究方法係以目前市面上最常見之

Lining、 Aresmit、Asics、Adidas 四雙擊劍鞋為

分析對象，，分別進行材料測試及人體測試，其

中材料係以可攜式避震反彈測試儀進行四種擊

劍鞋的避震功能試驗；人體測試以三位大專甲組

擊劍選手以隨機方式分別穿著擊劍鞋執行擊劍

長刺動作，以測力板收集前腳落地與後腳推蹬動

作之地面反作用力後，分析垂直力量與前後力量

的第一撞擊峰值率與最大負荷率，同時在以壓力

鞋墊系統收集足底壓力，分別得之不同擊劍鞋之

避震性與足底壓力分佈。結果顯示在材料測試測

試方面，Adidas 相較於其他鞋款的垂直力量值有

較小的趨勢；人體測試方面，測力板的前腳落地

的第一撞擊峰值與最大負荷率 Adidas 鞋相較於

其他鞋款有較小的趨勢，在後腳推蹬方面的第一

撞擊峰值與最大負荷率則沒有顯著的差異；足底

壓力分佈方面，四款鞋的足底壓力，不管是在後

腳推蹬或前腳落地時，第一蹠骨區之壓力值都有

較高的趨勢。結論為 Adidas 在避震功能方面比其

他鞋款佳，可能是 Adidas 在鞋底材質較其他鞋款

來的軟，可用於練習時，來保護下肢關節，而四

雙鞋款不論是後腳推蹬與前腳落地的壓力值均

在第一蹠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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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on cushioning  and plantar 

pressure of four types of professional fencing 

shoes. Four kinds of fencing shoes are common 

seen on market—Lining, Aremit, Asics and 

Adidas, are used to experimenting on Material 

test and Subject test separately; for the material 

part, using portable cushioning bounds back 

tester to do four kinds of shoes’ cushioning 

experiment. Three A group’s college fencing 

athlete-students are randomly wear the fencing 

shoes to executive fencing of Lunge movement 

on Subject test. Using AMTI Force Plate 

System to collect the reaction of the floor for 

forefoot landing and rear leg press, analyzing 

the vertical forces and the power of the first 

impact before and after the peak rate and 

maximum loading rat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collect plantar pressure insole system 

pressure, respectively, to a different fencing 

shoes of cushioning and foot pressure 

distribution. The result appear in the material 

testing, compare to others, Adidas has smaller 

trends on the values of vertical force. The 

aspect of Subject testing, comparing to other 

shoes on force plates, Adidas shoes have less 

tendency on the first impact peak and 

maximum loading rat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rear leg press. On foot pressure 

distribution, the four kinds of shoes have a 

higher trend on the first metatarsal area no 

matter in rear leg press or front foot landing. In 

conclusion, Adidas might have a better cushion 

function, it is probably because the softer sole 

of the shoes, can be used in the practices, and 

to protect the lower limbs. Four kinds of shoes 

no matter in rear leg press or forefoot landing 

has the values of pressure in the first metatars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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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在擊劍運動的蓬勃發展中，擊劍人口以漸漸

日增，是一項具備有快速反應力與爆發力的競技

運動，在運動場上選手必須具備有良好的體能與

穩定及快速的步伐之外，一雙合適的專項運動鞋

相當重要。一雙專項動鞋的功能設計訴求，則注

重再增加運動表現，其中避震（前足與後足）、

前腳掌柔軟度、鞋底抓地力、舒適感、合腳、穩

定能力及重量等，都是運動鞋的主要特性（相子

元、1998）[1]。運動鞋的避震功能，一般是以撞

擊力峰值大小來評估，撞擊力峰值愈大表是避震

效果愈差。但由於在某些情況的測試中，撞擊力

峰值並不明顯，因此可以和其相關負荷率來作為

評估的參數（Cavanagh, P. R. and Lafortune, M. 

A.、1980）[2]。足部是身體最直接也是負荷最

重的下肢部位。人體的結構本身與生俱來的特殊



裝置，如吸震能力、平衡能力等。足部也是人體

活動最主要的肢體，足部軟組織是扮演吸收能量

和減低負載的角色（林建宏、2005）[3]。本研究

將以目前市面上最常見之擊劍運動鞋進行功能

性分析。 

 

三、材料與方法 

 

本實驗以 Lining、Aresmit、Asics、Adidas(圖

一)四雙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見的擊劍專項鞋款為

受測鞋和三位男子大專甲組擊劍選手為受試

者，年齡 22.0±2.0 歲、身高 169.7±3.2 公分、體

重 67.3±6.9 公斤、運動年齡 7.3±1.5 年，且下肢

半年內無神經、肌肉骨骼系統相關症狀。 

   
   Lining           Aresmit 

   
   Asics            Adidas 

圖一 各廠牌鞋款 

將實驗測試分為兩部分，一為材料測試，使

用可攜帶式避震反彈功能測試儀（圖二，相子

元，1998）[4]，重量設定為 8.5kg，撞擊高度為 3

公分，以重物落下撞擊方式，以得其力量峰值來

評估其避震效果；二為人體測試，以三位大專甲

組擊劍選手執行擊劍長刺動作，進行三次測試，

使用 AMTI 三軸測力板（取樣頻率 2000Hz）與

Medilogic 足底壓力測試儀（取樣頻率 50Hz），收

集前腳落地與後腳推蹬的力量值與足底壓力分

佈。 

 

 
圖二 可攜帶式避震反彈功能測試儀 

 

資料分析部分，擷取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分

析長刺動作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Fz）與前後力

（Fx）值的第一撞擊峰值率與最大負荷率，其中

斜率為從起始時間到第一撞擊峰值的力線斜率

值，最大負荷率是從開始動作時間到第一撞擊峰

值之間瞬間變化值的最大值，以 Fz 與 Fx 的數據

來當作避震功能指標，最後將測得結果利用標準

化（normalization），測量值皆以體重倍數值（BW）

表示；並擷取足底壓力測得在動作時間的足底壓

力分佈位置，分析最大足底壓力區。 

 

 

四、結果與討論 

在材料測試部分，可攜帶式避震反彈測試儀

在測試四雙鞋款，其中以 Adidas 測試數值為

46.38±1.71，衝擊力量有較小趨勢，我們也可以

得知其 Adidas 的避震性較佳（圖三）。 

在測力板所得之正向力（Fz）與前後力（Fx）

在前腳落地動作，在正向力（Fz）的第一撞擊峰

值為以 Adidas 鞋款相較於其他鞋款的撞擊峰值

為 1904.88±753.55 有較小趨勢（圖四、五）。而

在最大負荷率的前腳落地動作在正向力（Fz）與

前後力 （Fx）的數值，Adidas 鞋款的數值也想

較於其他鞋款較低，在後腳推蹬的正向力（Fz）

與前後力（Fx）的四雙鞋比較中，其數值差異不

大（圖六、七）。 

 

 
圖三 材料測試 

 

 
圖四 第一撞擊峰值（前腳落地） 

 



 
圖五 最大負荷率（前腳落地） 

 
圖六 第一撞擊峰值（後腳推蹬） 

 
圖七 最大負荷率（後腳推蹬） 

 

  在壓力鞋墊方面，我們將其足底部分，分成

十區（圖八，詹益坤、李淑貞、楊世偉，1997）

[5]。我們可以得知在後腳推蹬時的足底壓力分佈

位置，其最大壓力值在第一蹠骨區（圖九），在

前腳落地時的足底壓力分佈位置，其最大壓力值

在第一蹠骨區（圖十）。 

 

 
圖八 腳地分佈區 

 
圖九 最大足底壓力（後腳推蹬） 

 
圖十 最大足底壓力（前腳落地） 

 

五、結論與建議 

    在不同鞋款的測試之下，我們可發現 Adidas

在避震功能方面都較其他鞋款有較佳的趨勢，以

擊劍長刺動作來說，前腳落地對擊劍選手是非常

大的負荷，因此鞋子的避震效果對擊劍選手來說

亦是相當的重要，較佳的避震效果可以降低受傷

的機率。後腳推蹬仍相當重要，選手必須依靠後

腳推蹬的力量來增加其功擊速度與距離，鞋子與

地面的相互作用極為重要。四雙鞋款在足底壓力

方面，不論是後腳推蹬與前腳落地的壓力值均在

第一蹠骨區，在足底壓力方面有較佳的足底壓力

分佈將會減少其下肢的運動傷害，往後我們也可

以針對動作特性在此區域進行鞋子的改良。未來

建議其運動選手要有較好的運動表現與防止運

動傷害，選擇適當的鞋款仍為重要，此後研究可

針對其鞋子的摩擦力在比賽場地的作用力進行

後需之研究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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