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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前十字韌帶對於膝關節穩定性扮演重要的

角色，根據美國統計資料發現，每年大約有 17500
人接受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為了避免二次傷害

的發生，需藉由運動貼紮來保護膝關節。本研究

以 6 名男性及 7 名女性健康大專生為實驗對象，

給予膝關節向前負荷，測量脛骨向前位移量，並

比較不同貼紮方法對於脛骨向前位移量的差

異。結果顯示，男性及女性在使用側副韌帶貼紮

後與無貼紮相比，可以有效限制脛骨向前位移

量，代表運動貼紮有穩定膝關節的功能。 

 
關鍵詞：前十字韌帶、脛骨向前位移量、側副韌

帶貼紮、螺旋貼紮 

 

Abstract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knee joint stability. According to American 
statistical data, there are about 17500 people 
accepting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surgery each yea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the 
secondary injury, athletic taping is commonly used 
to improve the knee joint stability. Six male and 
seven female healthy people were recruited as the 
subjects. An anterior tibial load was applied to the 
knee joint and the anterior tibial translation was 
measured. Three athletic taping methods were 
tested. The collateral ligament taping significantly 
limited the anterior tibial translation compared to 

no-taping. Our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athletic 
taping has the significant effect for stabilizing knee 
joint.  

 

Keywords: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nterior 
tibial translation, Collateral ligament taping, 
Rotary taping 
 
二、緣由與目的 

 
人體膝關節是一個屈戌關節(hinge joint)，在

動態動作中也包含滑動、旋轉的發生，關節間的

穩定需仰賴周圍韌帶保護。根據(Flynn 等, 2005)
學者研究調查，美國 15-25 歲間的年輕運動員當

中，每年約有 80000 到 250000 個人發生前十字

韌帶傷害，此外，每年大約有 175000 人接受前

十字韌帶重建手術，所花費的金額更高達 2 億美

元(Gottlob, Baker, Pellissier, & Colvin, 1999)。
(Anderson, Wojtys, Loubert, & Miller, 1992)等學

者藉由 5 位無前十字韌帶損傷之大體樣本，比較

無貼紮護具、單一使用兩種功能性護具(Lenox 
Hill、Stabler)與運動貼紮，以及結合護具與運動

貼紮等 6 種狀況下，在膝關節屈曲 50 度時，分

別給予脛骨前後力量 125N 以及脛骨內外轉負荷

12Nm，測量脛骨前後位移量以及脛骨旋轉度，

結果顯示在單一使用護具及運動貼紮或在兩者

結合的狀況下，皆有顯著抑制脛骨前後位移量及

旋轉度。 
根據上述大體的研究，使用運動貼紮或功能

性護具後，會改變膝關節的運動學。然而，目前

文獻上少有真正人體在使用膝關節運動貼紮



後，對於膝關節穩定度的影響分析。因此，本次

實驗目的在於探討健康受試者，於 3 種不同膝關

節運動貼紮方式之下，評估在靜態時給予脛骨向

前負荷力量，是否能有效增加膝關節穩定度。 

 
三、材料與方法 

 
本實驗共徵招 6 位男性及 7 位女性大專生，

男性平均身高 174.7±5.9 公分、平均體重 70.9±7.2
公斤；女性平均身高 161.1±1.47、平均體重

56.1±6.4，且皆無膝關節傷害或疼痛病史。實驗

設備以膝關節脛骨位移量測量儀(KT-2000, 
MEDmetric, San Diego, CA)來量測(圖 1. )；運動

貼紮材料使用 2 吋重型彈性貼布

(JOHNSON-JOHNSON)。 
    本次實驗採用 3 種不同的貼紮方式(王百川, 
2003；Prentice, 2009)，包含側副韌帶貼紮、螺旋

貼紮以及合併側副韌帶貼紮與螺旋貼紮(圖 2. )。
運動貼紮由一位行政院體育委員會考試合格之

運動傷害防護員執行，脛骨位移量則由一位資深

骨科醫師量測。在無貼紮及 3 種不同膝關節貼紮

方式下，測量慣用腳的關節脛骨向前位移量。當

儀器固定於脛骨上方後，首先會校正儀器，校正

完成後給予脛骨 5~8 次的向前負荷力量，每次 20
磅。脛骨相對於股骨向前位移量由骨科醫師判

讀。每位受測者之貼紮方式的測量順序則為隨

機。 
    統計方法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2.0 版做

統計分析及資料處理。藉由單因子重複量數變異

數分析，比較無貼紮與 3 種不同膝關節貼紮方

式，脛骨向前位移量的差異。所有資料皆以 P < 
0.05 即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四、結果與討論 

 
    男性受試者在不同貼紮方式下，發現側副韌

帶貼紮與無貼紮兩者間有達到顯著差異 (P 
< .05)(圖 3.)。在相同的前向負荷之下，側副韌帶

貼紮可以顯著限制脛骨向前位移量。關於女性受

試者的結果，顯示側副韌帶及合併貼紮，兩者與

無貼紮相比，有顯著限制脛骨向前位移量 (P 
< .05)；另外在螺旋貼紮與無貼紮相比，兩者間並

無顯著差異(P > .05) (圖 4.)。 
在貼紮方法的不同，對於膝關節的影響方

面，目前少有文獻討論此部分，但從實驗結果顯

示，不管男性或女性，側副韌帶貼紮對於限制脛

骨向前位移皆有顯著效果，藉由重型彈性貼布由

下往上貼紮方式，當給予膝關節向前負荷時，貼

布的張力隨之提高，相對達到限制膝關節向前位

移量。在本次實驗中只模擬了膝關節向前負荷，

然而在真正的人體動作過程中，膝關節同時也會

產生脛骨旋轉的動作，未來研究將分析膝關節於

動態運動時的生物力學參數，以進一步了解運動

貼紮對於限制膝關節旋轉動作的影響。 
    在臨床上，預防膝關節運動傷害的發生大多

藉由運動貼紮以及功能性護具的使用，其中在運

動場上又以運動貼紮最為普遍，然而現今文獻大

多探討功能性護具之效益，對於運動貼紮的研究

則較少。在比賽場上，運動貼紮是運動傷害防護

員給予運動員保護的第一道防線，藉由運動貼紮

提高關節穩定性，相對降低傷害的發生率。另

外，當傷害發生後，同時提供關節的保護，避免

二次傷害的發生。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運動貼

紮對於膝關節穩定性的效益，發現在膝關節承受

向前負荷時，側副韌帶貼紮可有效抑制男性及女

性脛骨向前位移量；而合併貼紮，對於限制女性

脛骨向前位移量也有顯著效益，由此驗證運動傷

害防護員在臨床運用上，運動貼紮對於限制脛骨

向前位移與提升膝關節穩定度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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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男性脛骨向前位移量：不同貼紮方法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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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膝關節脛骨位移量測量儀  
圖 4. 女性脛骨向前位移量：不同貼紮方法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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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貼紮方法。A：側副韌帶貼紮；B：螺旋貼

紮；C：合併貼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