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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不健康的生活型態，替人類帶來許多疾病。健走

與慢跑是目前首推的運動方式。本研究主要目的

在了解不同坡度下(10%的下坡、平地與10%的上

坡)，以三種速度(75%、100%、125%的轉換速度)
分別進行走路與跑步，比較這兩種不同的步態

下，慣用腳的股直肌、股二頭肌、脛前肌，與內

側腓腸肌的肌肉活動情形。實驗招募六位健康男

性。研究結果發現，相同坡度下，隨著速度增加，

用走路的方式，下肢的肌肉活動量會增加，跑步

則無明顯改變，而走與跑之間有明顯交互作用。

而相同速度下，用走的方式，隨坡度的增加，上

坡的肌肉活動量會大於下坡與平地。就跑的部份

來看，高速跑受坡度變化影響較明顯。改變坡

度，比較相同速度下，走與跑之間的關係，只有

在高速走時，平地與上坡的脛前肌肌肉活動，會

大於跑步，且達顯著(p <.05)，腓腸肌的部份，雖

未達到顯著，亦有相同趨勢。由此可知，不同的

坡度與速度變化，會對走路的下肢肌肉活動產生

明顯影響，對於跑步則較不明顯。未來可加入運

動學、動力學之比較，以期能找出最佳運動模式。 

關鍵詞：下坡、平地、上坡、肌肉活動、轉換速

度  
 
Abstract 
 
    Unhealthy life style caused a lot of diseases. 
Walking or running is the most popular exercise for 
most of people.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muscle activities of the lower limb on different 
slopes (10% downhill、level、10% uphill) during 
walking and running.  EMG activity recorded 
from four dominant leg muscles (rectus femoris, 
bicep femoris, tibialis anterior, and gastrocnemius). 
Six healthy male walked and ran at three speeds 
(75%、100%、125% preferred transition speed). 
Result: It was found when walking on the same 

slope, as the speed up, the lower limb muscle 
activities were increase but running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addition to this, it was found 
walking and running had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When walking on the same speed with the increase 
in sloped, muscle activities of uphill were higher 
than level and downhill. It was found that high 
speed walk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d by the slope 
change. When changing slopes, compared with 
walking and running, only high speed walking,  
the muscle activity of tibialis anterior on level and 
uphill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arge (p <.05) 
and gastrocnemius had the same trend. From this, 
these results reveled that different slopes and speeds 
will significant effect on lower limb muscle 
activities, especially for walking. Suggestion: In the 
future, we can add kinematics and kinetics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best exercise pattern.  

 
Keywords: Downhill、Level、Uphill、Muscle 
Activity、Preferred Transition Speed 
 
二、緣由與目的 
 
    生活型態的變遷，使得現代人坐式生活比例

增加。走路與跑步是生活中最方便且簡單又不具

技巧性的運動，故改變生活型態的主要方式，首

推健走與慢跑。然而，一般人習慣在低速下行走

和在高速下跑步，過往的研究也都致力於討論在

不同速度下走路和跑步的生物力學及生理學差

異(Biewener, et al., 2004)；然而，有關在相同速度

下走路和跑步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理學方

面，學者提出當速度小於個人由走到跑較習慣的

轉換速度(Preferred transition speed，PTS) 時，跑

步的能量消耗大於走路，反之，速度大於轉換速

度時，走路的能量消耗大於跑步(Jacques et al., 
1994)；在肌電方面的研究，多以肌肉骨骼模型做

分析，發現當速度大於轉換速度，走路的肌纖維

活動大於跑步，速度小於轉換速度，走路的肌纖

維活動小於跑步(Sasaki K. et al., 2006) 。 



    坡度訓練對長跑選手而言，有助改善其有氧

能力，與下肢肌力的增進。過去研究使用肌肉骨

骼模型，發現上坡跑步其肌肉活化量會大於在平

地跑步時(Yokozawa T. et al., 2007) 。目前大部份

研究主要著重於，在不同坡度、相同速度下，使

用相同步態方式，觀察其生物力學與生理學差

異，且研究主要以上坡和平地較多，下坡較少。

本研究主要比較在不同坡度、相同速度下，使用

走路與跑步的下肢肌肉活動差異。主要分為三種

坡度，10%下坡、平地與 10%的上坡；速度方面，

以個人轉換速度為基準，計算出 75%、100%與

125%的 PTS。根據本研究結果，可知在不同坡度

設定下，下肢肌肉活動情形，以期日後能提供給

一般運動民眾或運動員，作為運動訓練之處方。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 6 位健康男性。其平均年齡為

24.0±1.5 歲，身高為 175.5±3.4 公分，體重為

72.7±5.3 公斤。所有受試者皆有規律運動習慣，

並且在實驗前六個月內無下肢神經、肌肉、骨

骼、肌腱、韌帶和心血管方面等疾病。本研究使

用一台跑步機，在跑步機下方放置四個單軸向的

負重元(Load Cell)，做為步態的判定。本研究使

用 Biopac MP150 生理訊號擷取器，紀錄下肢慣

用腳之股直肌(RF)、股二頭肌(BF)、脛前肌(TA)，
與內側腓腸肌(GAS)四條肌肉的肌肉活動訊號。

實驗過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測出每位受試

者的轉換速度，以轉換速度作為速度定義的基

準，計算出 75%、100%與 125%的 PTS 三種速度。

第二階段實驗，先在受試者待測的四條肌肉上貼

上表面電極貼片，分別測其最大自主收縮肌力

(MVC)，作為後續資料處理的標準化。受試者熱

身完後，開始進行在三種不同坡度(10%的下坡、

平地、10%的上坡)與三種不同速度(75%、100%、

125%的 PTS)下的跑步與走路。本實驗使用

AcqKnowledge 3.9.1 軟體將肌電訊號作分析運

算。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進

行同一種坡度與同一種速度下，走路與跑步的下

肢肌電訊號參數平均數差異考驗。本研究統計水

準定為 α 為.05。 

四、結果與討論 
 
(一) 轉換速度(PTS) 
    本研究所測得之轉換速度平均，在下坡為

7.1±0.3 KPH，平地為7.3±0.3 KPH，上坡為6.7±0.4 
KPH，與以往研究結果相符。 
(二) 同坡度相比 
    以相同坡度相比，比較走路與跑步每一步股

直肌、股二頭肌、脛前肌，和內側腓腸肌的肌肉

活動量對速度有無交互作用。結果發現，從走的

部分來看，隨著速度增加，不論對何種坡度而

言，肌肉活動量都有增加的趨勢。由此可知，速

度的增加，對走路的下肢各肌肉活動量，有明顯

的增加效果。跑的部份，隨著速度的增加，平地

跑的下肢肌肉活動量並沒有明顯的改變，而下坡

與上坡則有些微增加的趨勢。由此可知，速度的

增加對於跑步時的下肢肌肉活動量，平地時沒有

明顯的影響，而當坡度改變時，會有活動量略微

增加的趨勢。 
    隨著速度的增加，比較走與跑下肢肌電活動

量的趨勢變化，可發現不論在何種坡度下，走和

跑有明顯的交叉點，顯示走和跑有交互作用。 
(三) 同速度相比 
    以相同速度下相比， 就走的部份來看，除

了100%PTS的股直肌和125%的股直肌、股二頭肌

與脛前肌外，其餘參數在上坡時，下肢肌肉活動

量皆大於平地與下坡，與過去研究結果符合，由

此可知，上坡運動確實能增加下肢肌肉活動量；

而下坡與平地之間的關係，從趨勢上看來並不明

顯。就跑的部份來看，75%與100%PTS的速度時，

三種坡度之間的變化趨勢不明顯，但在125%PTS
時，隨坡度的增加，肌肉活動量會略為增加。過

去研究指出，低速與中速下跑步，肌肉活動量不

會有明顯變化的原因，是因為在這兩種速度下，

步長與步頻的變化不大，在高速下跑步，因為步

頻與步長的增加，會導致下肢肌肉活動量增加

(Yokozawa T. et al., 2003) 。 
    改變其坡度，比較相同速度下，走與跑之間

的關係，實驗結果發現只有在 125%的 PTS 時，

平地與上坡的脛前肌，有達到顯著差異(p <.05)，



走路時的肌肉活動量會大於跑步時，而腓腸肌的

部份，雖未達到顯著，但隨坡度的增加，走路的

下肢肌肉活動量也會明顯大於跑步。由此可知，

脛前肌與腓腸肌在接近轉換速度與大於轉換速

度時，因需控制踝關節的動作，加速步態的進

行，扮演重要的角色。 
 
五、結論 
 

本研究發現，隨著速度的增加，不論何種坡

度下，用高速走的方式運動，其下肢肌肉平均肌

電活動量會大於用跑步的方式。且走路與跑步的

下肢肌肉活動量變化，會有明顯的交互作用。研

究結果也指出，上坡運動能夠確實能增進下肢肌

力。但當速度小於轉換速度時，跑步的肌電不受

坡度影響，可能與步頻和步長的變化有關。此

外，在高速下，隨著坡度的增加，脛前肌與腓腸

肌的使用量會增加，可能與控制踝關節動作有

關。本實驗提供一個初步的肌肉活動量結果分

析，但是否會造成運動傷害，仍是需要近一步實

驗，未來可搭配動作分析系統，將肌電活動與下

肢運動學、動力學做結合，以其日後能有系統的

將結果統整，提供一般人或長跑選手作為運動訓

練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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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四條肌肉分別在不同坡度、相同速度下，走路與跑步的下肢肌電活動情形 

 



表一 四條肌肉在不同坡度、相同速度下，走路與跑步的下肢肌電活動原始資料與標準差 

註：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標準差；W→Walk；R→Run 

* p<.05 
 
 
 
 

EMG  (%MVC) 
RF BF TA GAS Speed 

(%PTS) Slope  
W R W R W R W R 
8.1 11.2 5.5 9.9 11.6 15.7 20.7 29.3 -10% (4.8) (8.6) (3.1) (4.4) (3.8) (4.6) (6.7) (7.6) 
5.9 9.0 7.3 10.9 12.8 14.7 27.9 35.8 0% (3.9) (6.2) (4.7) (5.6) (4.8) (6.9) (12.2) (12.4) 
5.9 11.3 10.0 11.7 13.6 17.0 32.4 52.4 

75% 

10% (3.1) (7.5) (4.8) (4.4) (3.6) (5.9) (10.7) (25.1) 
11.3 10.7 8.6 13.2 17.5 18.8 27.4 30.2 -10% (8.3) (6.1) (4.8) (8.5) (6.9) (3.1) (7.4) (10.1) 
11.4 11.7 14.1 13.4 21.9 17.8 35.4 39.7 0% (8.4) (7.1) (8.5) (4.4) (8.9) (7.5) (13.8) (14.0) 
10.6 12.7 16.1 13.7 22.9 18.9 45.0 49.6 

100% 

10% (4.2) (7.9) (6.9) (4.7) (7.8) (5.1) (18.7) (20.4) 
15.3 13.3 17.1 15.3 30.5 20.9 37.7 37.4 -10% (7.9) (7.5) (11.8) (7.3) (12.9) (5.8) (15.2) (13.7) 
19.7 11.2 24.6 16.1 38.0   16.1＊ 61.5 42.8 0% (11.2) (6.3) (22.0) (7.2) (17.9) (7.2) (33.4) (14.7) 
18.8 15.8 22.0 17.7 35.9   17.7＊ 71.5 50.1 

125% 

10% (7.1) (8.6) (13.1) (6.5) (13.6) (6.5) (35.0) (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