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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足弓主要功能在於支撐全身以及分散體重

以達吸收衝擊之效果，其中又以內側縱向足弓最

為重要。本實驗針對 30 名高中籃球校隊隊員進

行籃球訓練的足弓指數變化做探討。在練習前後

分別掃描足底影像以獲得足弓指數資訊，探討專

項籃球訓練對於左右腳足弓是否有下塌情形、左

右腳之間的差異與訓練前後足弓指數變化是否

與體重有相關性。結果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得出左

腳足弓指數在訓練前後無顯著差異(p=0.052)，右

腳亦無顯著差異(p=0.351)。左右腳足弓指數比較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前測左腳指數與右腳無

顯著差異 (p=0.141)，後測則是左腳大於右腳

(p=0.01)。訓練前後的足弓指數變化差異與體重

以相關性檢定得到左腳 r=-0.11(p=0.275)與右腳

r=0.1(p=0.289)皆在訓練前後與體重相關性無顯

著差異。往後可加入更多訓練量以及其他運動專

項以了解更多不同運動項目與強度對於足弓指

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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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the foot arch are supporting 

our body and absorbing impac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medial longitudinal arch. The 

purpose of this was to determine the change of arch 

index after basketball training and the difference of 

arch index between left and right foot. The 

correlations about arch index rate of change Pre and 

Post training with body weight. 30 senior high 

school basketball team member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Use Ustudio scan machine to collect arch 

index information. We used pair T test to analysis 

foot arch index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And use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to compare left and right 

foots. Then u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arch index and body weight. 

The results show arch indexes have no significant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on left foot and 

right foot. Before training,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foot arch index. After 

training, left arch index was significant greater than 

right foot. Abou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body 

weight and foot arch change rate were not attend 

significant level. It means foot arch index change 

rate has no correlation with body weight. 

 

Keywords: foot arch index, medial longitudinal 

arch, basketball training 
 

一、前言 

 

足弓由足部骨頭、肌腱與韌帶排列形成。以

提供運動時避震效果，分散全身體重，避免膝蓋

與髖骨吸收過大負荷，減少傷害發生的機會。而

足部縱向內側足弓高度被認為是影響足部與下

肢功能的重要因素。足弓指數 AI(arch index)目前

已是測量足弓高度的常用指標，如圖一所示，a

點為前腳印最突出處，b 點為後腳跟最突出處，ab 與

cd 垂直，將 ab 平均分三段，且與 cd 平行形成(A、B、

C)三塊面積，足弓指數為足弓面積除以足總面積

B/(A+B+C)。 

 

 
 
圖一 用來表示足弓計算方式的不含腳趾足印圖
(Wang TL 1999) 

 

目前已有研究證實，重覆性負重運動會使支

撐足弓的肌肉和韌帶疲勞；[6]且內側縱向足弓的

高度和長度會因為負重而改變。籃球運動為非規

律性的負重運動，運動過程包含停、跑、切、滑、

跳、急停、旋轉以及側移等不同動作。因此本研

究目的在於了解在進行中高強度的籃球運動訓

練後，足弓有無下塌情形、左右腳之間是否有差

異並且探討下塌情形是否會與體重有相關性。 



二、研究方法 

 

 實驗對象為 30 名高中籃球校隊隊員，身高

184.9±6.8cm，體重 79 ±9.9kg，在練習前後進行

檢測。研究地點位於松山高中體育館籃球場。資

料收集以 Ustudio 光學法，使用足弓掃描儀，掃

描站姿足底擷取靜態足底影像，收集到的數據傳

送到電腦以 Ming scan 軟體進行數據處理。在籃

球訓練開始之前先收集一次站姿足弓的前測影

像資料如圖二，在訓練結束之後立刻收集第二次

的後測站姿足弓影像。統計軟體使用 SPSS12.0

統計分析軟體，以相依樣本 T 檢定來判定足弓前

後測之差異；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左右腳是否

有差異；在與體重的相關性的部分，先算出足弓

指數變化率之公式=[(前測-後測)/前測]*100%，可

得出足弓指數之變化率，再以相關係數法來判定

足弓變化與體重之關係。顯著水準訂為 α=.05。 

 

 
 

圖二 受測者站立在 Ming scan 足底掃描儀進行

足弓測量 

 

四、結果與討論 

 

 在籃球訓練前的足弓指數如圖三，左腳為

0.256±0.02，右腳為 0.249±0.02；訓練後足弓指數

左腳為 0.261±0.02，右腳為 0.247±0.02。左腳在

訓練前後足弓指數無顯著差異(p=0.052)，右腳在

訓練前後亦無顯著差異(p=0.351)。 

 

 
 

圖三 籃球訓練前後的足弓指數變化 

 在前測與後測中，左腳與右腳的足弓指數比

較如圖四，前測時左腳的足弓指數與右腳無顯著

差異(p=0.141)，後測時左腳的足弓指數亦顯住大

於右腳(p=0.01)。 

 

 
 

圖四 左腳與右腳足弓指數的差異 

 

 每位受試者的足弓指數前測與後測經過變

化率公式計算後，與體重進行相關性統計，結果

顯示左腳相關性 r=-0.11(p=0.275)，未達顯著水

準；右腳相關性 r=0.1(p=0.289)，亦未達顯著水

準。 
由於足弓主要功能在於支撐全身，吸收並分

散地面給予身體的反作用力，本研究主要針對高

中籃球運動員在中高強度的訓練下對於足弓的

影響。在足弓指數前測與後測比較的部左腳與右

腳皆未有顯著差異，先前站立與跑步運動的實驗

結果不一致，[1]可能的原因尚未明確，但兩者實

驗不同處為，先前研究為 20 分鐘規律性負重運

動，而本實驗的籃球訓練為不重覆且不規律的負

重運動，是否因動作內容或各項訓練空檔間的休

息時間影響到足弓指數還無法確定。 

至於左右腳比較的部分，在前測時左右之間

腳無顯著差異，但在訓練後的後測左腳則顯著大

於右腳，代表著再進行籃球訓練後左腳足弓高度

會較右腳低。此結果與先前研究亦不相符，在先

前研究中的受試者皆採用非專項運動員，[7]非專

項運動員受試者的實驗結果對於左右腳的足弓

指數間並無差異，且規律性的負重運動後，左右

腳也無足弓指數上的差異。因此本實驗結果左腳

足弓指數大於右腳可能為長期籃球專項訓練動

作內容所影響，而其他不同類型專項運動是否會

使左右腳足弓指數有所不同，都需以不同專項運

動進行近一步的研究才能了解。 

足弓指數在籃球訓練前後的變化率與體重

的相關性，在左腳與右腳皆未達顯著差異，代表

在訓練前後足弓指數的變化不會受到體重不同

而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籃球訓練前後，左右腳

的足弓指數並未有顯著改變；左右腳足弓指數比

較部分，在訓練前兩腳無差異，訓練後左腳足弓

指數會大於右腳；足弓指數於訓練前後的變化率

與體重相關性無顯著差異，未有相關性。在未來

研究方面可增加更多樣本已深入了解足弓指數

變化的趨勢，亦可將訓練內容量化以比較不同訓

練強度對足弓指數改變的影響。 

 

六、參考文獻 

 
[1]. 胡國琦(2007)。站立、騎自行車與跑步

對足弓指數的影響。臺灣復健醫學雜
誌，第 35 卷，第 3 期，137-143 頁  

[2]. 林麗芬(2004)。足弓高度測量方法之比
較分析。2004 年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彙
刊，252-253 頁  

[3]. 蔣至傑(2005)。足弓型態與下肢傷害之
相關性。北體學報，第 13 期，179-187
頁  

[4]. 林佑傑(2008)，足弓與運動鞋之探討。
大專體育，第 97 期，140-145 頁  

[5]. Chen CH, Huang MH, Chen TW, et al.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ected 
measurements from footprint and 
radiograph of flatfoot. (2006) Arch Phys 
Med Rehabil; 87:235-40. 

[6]. Dowling AM, Steele JR, Baur LA. Does 
obesity influence foot structure and 
plantar pressure patterns in prepubescent 
children? (2001) Int J Obes Relat Metab 
Disord;25:845-52. 

[7]. Kanatli U, Yetkin H, Cila E. Footprint 
and radi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feet. 
(2001) J Pediatr Orthop;21:225-8. 

[8]. Wang TL. Comberiati RF. The navicular 
arch index: a reliable and valid footprint 
parameter to evaluate arch height. 
(1999)J Rehabil Med Assoc ROC; 
27(4):183-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