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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探討穿戴袖套時對膝關節運動疲勞後平

衡與本體感之影響，本研究之目的在比較下肢局

部疲勞後對膝關節平衡與本體感覺之影響。研究

方法中的實驗對象為 16 位一般大專生，隨機分

配成控制組(無穿戴袖套)及實驗組(有穿戴袖

套)，進行疲勞的前後測試。實驗共分成四次策

略，第一次先測試兩組的基本能力，第二次測試

比較疲勞前有無穿戴的差異，第三次測試比較疲

勞後有無穿戴的差異，第四次測試在疲勞後脫去

袖套是否有差異。每次測試項目為平衡與本體感

覺。在平衡方面則使用 AMTI 力板進行測試，測

試前受試者先進行三分鐘的練習，接著進行一分

鐘的測試，若測試時間未達 20 秒，則休息一分

鐘後進行補測。在本體感覺方面使用等速肌力儀

Biodex 進行測試，測試前給予受試者三分鐘練

習，共測三次取均值。本研究的結果在本體感覺

方面均未達顯著，但在疲勞前後，仍有進步的趨

勢，因此，穿戴袖套在疲勞後對本體感覺是有正

面的影響。而在平衡方面，在第三次測試達到顯

著，而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第四次測試中，

實驗組脫掉袖套後，有了退步的趨勢。因此，在

疲勞後，袖套對膝關節的穩定是有幫助的。其研

究的結論說明了穿戴袖套者在疲勞後，能夠有效

幫助穩定的平衡能力。進一步可以建議在運動中

穿戴袖套，做為避免膝關節傷害的參考。 

 

關鍵詞：本體感覺、平衡、袖套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using sports sleeve 

when knee joint fatigue effect of balance and joint 

repositioning. The subjects were 16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and randomly been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no wear sleev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wear sleeve) for, pre-pos 

fatigue test. The experiment is divided four 

strategies, the first to test the basic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the second test of whether the wearing of 

the difference in pre-fatigue, the third test of 

whether the wearing of the difference in pos-fatigue, 

the fourth test of over sleeves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Each test had the balance and joint 

repositioning. Balance use the AMTI force plates to 

test, before the test, subject have three minute to 

practice, than have one minute to testing. If the test 

of time less than 20 seconds, then rest one minute 

and applied. Joint repositioning use the biodex to 

test, before the test, subject have three minute to 

practice, the test have three times to take the mean. 

In the joint repositioning not reach a significant, but 

the pre-pos fatigue test, there is still progress, 

therefore, wear sleeve in joint repositioning after 

fatigue has a positive effect. The balance has 

significantly in the third test. Therefore, in 

pos-fatigue, the stability of the knee sleeve is 

helpful. So we can suggest in sports wear sleeve, to 

avoid knee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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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項大學生運動傷害分佈情況研究中發

現：關節受傷部位分佈，除踝關節外，便以膝關

節傷害為最大宗（佔全體傷害之 27.1%）(黃惠

貞，2004)。在運動中，大多數的受傷發生在比賽

的後半段，當選手處於疲勞的狀態(Hiemstra LA, 

Lo IK, Fowler PJ.2001.)。 

近幾年，運動中常使用護膝以預防膝關節損

傷。在健身房也隨處可見做力量訓練、有氧訓練

的人士或參與其他有身體接觸的運動項目例

如：足球和籃球的人員戴著不同的護膝訓練。在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習慣性的在日常活動中戴護

膝，甚至是很低強度的運動例如：平時走路。  

護膝被認為是可以緩解和防止膝關節損

傷，其功用多為增加運動員膝關節穩定性或減緩

運動中疼痛性居多。因此使得護膝被廣泛使用。

然而，很多廠商提出的功效並沒有客觀依據做基

礎。因此，本次實驗將探討穿戴袖套時對膝關節

運動疲勞後平衡與本體感之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16位一般大專生隨機分配成控制組(無穿戴

袖套)及實驗組(有穿戴袖套)，平均年齡為

23.46±3.21 歲，平均身高為 171.26±6.39 公分， 



of 平均體重為 64.43±7.48 公斤，且下肢無任何

運動功能障礙或開刀紀錄。 

二、實驗設計 

 

本次實驗將分成四次策略，第一次 : 兩組

均無穿戴袖套，以測試兩組的基本能力；第二次 : 

實驗組穿上袖套，控制組未穿戴，進行測試，以

得知疲勞前有無穿戴的差異。第三次 : 實驗組穿

戴袖套，控制組無穿戴，進行股四頭肌等速肌力

疲勞處方介入，疲勞條件為連續踢 150秒或肌力

下降至最大肌力之 50%以下後，再進行測驗，得

知兩組在疲勞後有無穿戴的差異；第四次 : 實驗

組脫下袖套，控制組未穿戴，進行測試，得知兩

組疲勞後無穿戴是否有差異。每次測試項目有平

衡與本體感覺，每次測試將間隔三分鐘以避免學

習效應。 

 
圖一 袖套 

 實驗中將穿戴袖套(LP272) 進行測試。在平

衡方面，採閉眼右足站立。運用 AMTI 力板進行

測試。測試前讓受試者進行三分鐘的練習，測試

時間為一分鐘，過程中若雙手未插腰或腳掌移動

則停止測試。若測試時間未達 20秒，則休息一

分鐘後進行補測。 

本體感覺方面，採坐姿，並穿戴新式袖套(如

圖一)。運用等速肌力儀進行測試。測試前讓受試

者進行三分鐘的練習，測試時會被動停在 45 度

角 10 秒鐘，受測者先記憶膝 45 度，結束後放下

至 90 度，請受測者採主動式復位至 45 度，並紀

錄其誤差角度(Damien Van Tiggelen.2008)。 

平衡方面的資料處理為分析結束前 15 秒的

位移面積，本體感覺方面進行三次測試取均值。

實驗分析採用 SPSS12.0中文版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組間能力之差異，顯著水準訂為 α = . 

0 5。  

 

參、結果與討論 

 

圖二 穿戴袖套對平衡之影響 

 

 
圖三 穿戴袖套對本體感覺之影響 

 

本次研究中，平橫方面在第三次測試中，達

到顯著(p<.05)，從圖二中可以看到，在第四次策

略中，實驗組脫掉袖套後，有退步的趨勢。因此，

我們可以推估，在疲勞後，袖套對膝關節的穩定

是有影響的。 

在本體感覺方面均未達顯著(p<.05)，但在疲

勞前後，仍有進步的趨勢，因此，穿戴袖套在疲

勞後是有正面的影響。 

一般人穿戴袖套時，不管疲勞前後對本體感

覺是沒有幫助的，此結果與先前研究相同

(Damien Van Tiggelen.2008)。但從圖中我們可以

看到進步的趨勢。推測，受試者平常沒有穿戴袖

套的習慣，因此穿戴後尚未適應，或是此疲勞處

方尚未達到疲勞誘發使得表現並沒有顯著。 

本次的疲勞處方設計在最大肌力 50%以下

認定疲勞，平衡已達顯著(p<0.05)。因此我們推

估，在比賽的後半段中，肌力有可能遠低於最大

肌力 50%而導致受傷的發生率提高(Hiemstra LA, 

Lo IK, Fowler PJ.2001.)。 

 

肆、結論與建議 

 

在平衡方面，疲勞前有無穿戴是沒有幫助

的，但在疲勞後，穿戴袖套能夠有效幫助穩定。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穿戴袖套在疲勞後對於平

衡是有幫助的。因此，可以建議在運動中穿戴袖

套，以避免膝關節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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