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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多次連續快速攻防 是羽球競技中常

見的動作，當選手肌力下降或姿勢不當往

往造成累積性運動傷害。本研究目的為透

過三維影像分析與逆向動力學計算評估

羽球跨步對膝關節之瞬間最大負荷。方

法：以 6 名優秀男子羽球選手 (男性，年齡

22.17±2.32 歲，平均身高 177.17±3.66 公分、體

重 72±3.03 公斤)為研究對象。統計方法以

SPSS 18.0 之成對樣本 t 檢定，對不同位

置膝關節瞬間最大負荷作分析。結果：實

驗數據顯示三個位置皆具有極大向前剪

切力，向右移位時具有較小垂直受力。不

同位置膝關節受力模式顯然有異，選手可能會

因習慣性的攻防技巧或長時間訓練/競賽，造成特

定成因的膝關節累積性傷害。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羽球羽球羽球羽球、、、、瞬間最大負荷瞬間最大負荷瞬間最大負荷瞬間最大負荷、、、、累積性傷害累積性傷害累積性傷害累積性傷害 

 

Abstract 
 

Continuous and quick attack/defense is 

common in badminton game. Muscles fatigue and 

improper posture usually result in cumulative injury 

of knee joint. The goal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nstantaneous maximum loading of knee joint 

when stepping in badminton game by using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analysis and inverse 

dynamics. Method: Six elite volleyball players 

(male, 22.17±2.32 year old, 177.17±3.66 cm, and 

72±3.03 kg)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analyzed by using pair-t test 

function of SPSS 18.0. Result: The very large 

anterior-shear forces were investigated at the three 

positions. The vertical force of right-side movement 

was smaller than the forces of another two positions. 

The loading pattern of different posit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sual attack/defense skill or 

long-term training/competition may result in the 

specific cumulative injury of knee joint. 

 

Keywords: Badminton, Instantaneous Maximum 

Loading, Cumulative Injury 
 

二二二二、、、、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 

 

現今羽球運動以「主動、快速、狠準」為羽

球技術之首要，選手常在球還沒落地前，必須快

速移位至擊球位置。而在追求快速的步法與好的

擊球點時，膝關節往往常因高速的扭轉、瞬間改

變方向以及急停而產生運動傷害。然而在所有的

羽球移位步法中，網前的最後跨步是運用相當的

爆發力，方能達到快速的移位，同時，膝關節瞬

間的急停常常會導致羽球選手的膝關節前十字

韌帶受傷。楊繼美（2004）則針對國內 278 名優

秀青少年羽球選手做調查，發現羽球選手在受傷

比例中，膝關節就占了 44.24％，幾乎快占了全

身的一半比例。歐宗明（2000）研究中則提到膝

關節前十字韌帶的傷害是因為身體在急速前進

中，膝部和身體因慣性向前，足部卻要停止於地

板上，因而造成膝關節的扭力過大，導致前十字

韌帶無法負荷，而產生膝關節受傷。王令儀、杜

惠萍、林德嘉與黃長福（2001）研究女子壘球投

手在投球時的跨步腳之膝關節最大瞬時剪力為

水平方向 2.4±0.4 倍體重，這樣的負荷使得女壘

投手因為跨步腳出現傷害的比例就占 43％，可見

跨步動作對於女壘選手是很嚴重的問題，而與女

壘投手跨步相似的羽球跨步動作亦會對羽球選

手造成相同的問題。黃典芬、洪維憲與徐祥益

（2006）的研究中，讓 30 位休閒運動者從事疲

勞前跳五次與疲勞後跳五次的 15 公尺衝刺急停

跳動作，發現在最大剪力部分，疲勞前

（10.35±1.63 牛頓/公斤）與疲勞後（9.65±1.32 牛

頓/公斤）有達到顯著的差異，因此進而推論疲勞

後確實會造成膝關節動作失去控制，而使膝關節

更容易損傷。綜合上述，運動中的跨步瞬間急

停，會帶給 gate 膝關節前十字韌帶相當大的剪



力，進產生運動傷害，因此，本研究將從羽球選

手網前跨步急停動作中去探討前十字韌帶傷害

的機轉。 

 

三三三三、、、、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受試者為 6 位，平均身高

177.17±3.66 公分、體重 72±3.03 公斤，年齡

22.17±2.32 歲，且於一年內無骨骼肌肉系統方面

重大病史之國立體育大學男子羽球隊之選手。實

驗數據之收集主要以十台 Vicon T40(T40, Vicon 

Motion System Ltd., UK)，取樣頻率為 200Hz 及

Kistler 測 力板 (9287 ＆ 9281B) 取樣 頻 率為

1000Hz 等設備，並在受試者下肢貼上 21 個反光

點(左右側髂骨前上棘、左右側髂骨後上棘、左右

大腿外側、左右膝股骨外上髁、左右膝股骨內上

髁、左右小腿外側、左右踝部腓骨外上髁、左右

踝部腓骨內上髁、左右第二蹠骨粗隆、左右第五

蹠骨、左右腳後跟、薦骨與左右髂骨上棘之間，

共二十一處)，收集羽球急停挑球動作之運動學與

動力學資料，如圖一。實驗時，受試者站於預備

區(離球之落點約長 3.35 公尺寬 2.59 公尺處)，以

羽球教練餵球之方式，讓受試者快速移位後急停

挑球，每位受試者必須完成五次左、中、右側的

移位急停挑球之動作，再以五次動作之資料進行

分析比較。 

(二)資料處理：本研究使用 Visual 3D 的軟

體程式，利用光點的資料驅動 Visual 3D 裡的人

體模型，可以得知人體下肢各關節三軸向的角

度。若同時給予光點與測力板量測到的地面反作

用力，可以計算出人體各關節的受力、力矩等，

如圖二。最後以 SPSS for Windows 18.0 版軟體進

行資料整理及統計分析，以成對樣本 t 檢定 分別

考驗以左、中、右側的移位急停挑球之跨步腳(皆

為右腳)的差異顯著情形。 

 

 

圖一、實驗資料收集 

 

 

圖二、Visual 3D 計算分析急停後下肢各關節之受

力 

 

四四四四、、、、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Visual 3D 的計算結果轉出，再使用 Matlab

中去進行最大瞬時關節受力的判定，將膝關節向

前剪切力當成判定的標準，找出落地後最大瞬時

關節受力，同時找出在雙腳落地後最大瞬時關節

受力時的膝關節三軸向受力，結果如圖三。實驗

結果由表一可以看出，受測者移位急停挑球時，

向前剪切力皆大於垂直受力與向內剪切力。且在

垂直受力與內側剪切力在統計結果上，不同移位

方向之比較皆都差異，而向前剪切力方面則是在

向右移位與向左移位上無差異外，其餘也都有顯

著差異，如表二。 

 

 

圖三、三種不同方向移位急停挑球時最大瞬間膝

關節受力之比較 

 

表一、三種不同方向移位急停挑球之最大瞬間膝

關節受力 

 向右移位 向前移位 向左移位 

向前剪切力 9.17±0.82 8.34±0.44 9.15±1.10 

垂直受力 2.63±0.51 5.06±0.66 6.48±0.81 

內側剪切力 0.76±0.52 1.24±0.47 1.91±0.47 



單位：受測者體重之倍數 

 

表二、以成對樣本 t檢定比較三種不同方向移位

急停挑球之膝關節受力 

受力方向 移動方向 p值 

垂直受力 右移V.S向前 .001** 

 右移V.S左移 .000** 

 向前V.S左移 .043* 

向前剪切力 右移V.S向前 .008** 

 右移V.S左移 .945 

 向前V.S左移 .047* 

內側剪切力 右移V.S向前 .024* 

 右移V.S左移 .001** 

 向前V.S左移 .000**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網前跨步急停動作技

術上，羽球選手為了迅速剎住滑行速度、穩住身

體來保持正確的擊球姿勢，使得膝關節在三個擊

球角度的瞬時剪力確實帶給羽球選手相當大的

負荷，所以前十字韌帶也常因為跨步這個動作而

造成膝關節損傷。另一個有可能使羽球選手膝關

節受傷的淺在危險因子，在於羽球雙打比賽為兩

個人一組，單打則是一人，所以每個人在一場比

賽中跑動的距離與次數上都是相當的頻繁，進而

容易造成膝關節附近肌肉疲勞，當膝關節附近肌

肉長期在那麼高的負荷下使用，使得肌肉成為累

積性的疲勞，進而可能造成膝關節累積性損傷的

危險機制因子。然而在平川卓弘、胡小藝（1997）

就提到羽球選手在一場比賽中，前後左右跑約為

180-200 次，往返快跑約 7,000-10,000 公尺，其

中還必須在激烈的攻擊防守對抗中，持續、快速

地完成跳殺、急停、移動等技術動作。綜合以上

結論，由於造成羽球選手膝關節傷害的因素甚

多，因此未來可以針對羽球選手在疲勞前與疲勞

後的差異，進而可以發現影響膝關節傷害的真正

危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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