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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透過動力學參數分析人體步

行著地初期之腳跟著地起始期穿鞋與赤足情境

下的步態參數。本實驗受試者為 11 名國立屏東

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四年級學生，實驗時以受試者

所慣用的步行速度進行，以 Vernier 一維測力板 
(400Hz)，透過 LabVIEW 虛擬儀控系統蒐集受試

者慣用足穿鞋與赤足腳跟著地起始期的步態參

數，透過 SPSS 統計工具以相依樣本 t 考驗 
(p<.05)進行分析。所得結果如下：在撞擊力峰值 
(first impact force peak,P1) 方面，穿鞋時為

729.25±92.05 N，赤足時為 752.58±134.64 N。兩

者差異未達顯著水準，但赤足略大於穿鞋時之 P1
值。在最大負荷率 (maximum loading rate, MLR) 
方面，穿鞋時為 15.43±4.35 BW/s，赤足時為

19.18±5.58 BW/s，兩者達顯著差異 (p<.05)。在

腳觸地至第一峰值之時間 (time to first impact 
force peak, TFP) 方面，穿鞋時為 0.11±0.03 s，赤

足時為 0.08±0.02 s，兩者達顯著差異 (p<.05)。穿

鞋之 MLR 顯著小於赤足步行之 MLR，且穿鞋顯

著小於赤足步行之 TFP，顯示赤足比起穿鞋之 P1 
值、MLR 更早發生，並且承受更高的撞擊力，減

震能力較穿鞋步行差。 
 

關鍵詞：步態分析、赤足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ed to utilize the 
parameters of kinetics to analysis the changes of 
gait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Research method：The 
subjects walked through the force plate (400 Hz) as 
usual by using LabVIEW system to capture the gait 
parameters of wearing the shoes and barefoot, and 
then analyzed by SPSS paired t-test (p<.05). Results: 
1.first impact force peak (P1): wearing the shoes is 
729.25±92.05 N, barefoot is 752.58±134.64 N,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 2.The maximum loading 
rate (MLR)：wearing shoes is 15.43±4.35 BW/s, 
barefoot is 19.18±5.58 B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Time to first impact force peak (TFP): wearing 
shoes is 0.11±0.03 s, barefoot is 0.08±0.02 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MLR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at barefoot load more 
impact force. TFP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eaning that barefoot P1 and MLR significant fast 
than the wearing the shoes. 

                                               
Keywords: Gait Analysis, Barefoot 
 
二、緣由與目的 
 

現今台灣面臨社會變遷與高度工商業發展

之情況，人們大多是坐式生活型態，導致身體機

能的下降，因此為了使身體健康，人們利用周休

二日從事休閒運動的比例增多。而步行是容易上

手且較無環境限制的運動之一，但是運動時常伴

隨著運動傷害，人體在步行行為模式中，由腳跟

先著地，再藉由下肢各關節的活動吸收地面施予

的撞擊力道，減緩著地時的衝擊，此撞擊力道對

骨骼與關節等組織傷害頗深 (Nigg,1986)。造成許

多人尚未享受運動的好處，就必須承受運動帶來

的傷害。而步行時承受撞擊力，穿著鞋子後是否

能有效減緩衝擊力是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本研

究目的是透過動力學參數分析人體步行著地初

期之腳跟著地起始期穿鞋與赤足步態情境的撞

擊力峰值 (first impact force peak,P1)、最大負荷

率 (maximum loading rate, MLR) 與腳觸地至第

一峰值之時間 (time to first impact force peak, 
TFP) 的參數差異。 

 

 
圖一 人體步行時，地面反作力波形 

如圖所示，撞擊力峰值 (impact force peak) 
為 P1，主動力峰值為 P2，最大負荷率 (maximum 
loading rate，MLR) 為力量曲線斜率的最大值。 
 
三、材料與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受試者為 11 位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體

育系四年級學生（年齡 24±1.3 歲、身高

173.58±7.82 公分、體重 68.33±14.60 公斤），所有

受試者在半年內皆無任何下肢運動傷害。 



（二）研究工具 
1.Mizuno 市售慢跑鞋 
2.Vernier 一維測力板，型號 FP-BTA 
3.LabVIEW 虛擬儀控系統 
（三）實驗方法 
    實驗開始前，獲得受試者同意，並說明實驗

流程與注意事項，若無問題，再填寫「受試者同

意書」。其次，受試者暖身練習後，即開始測驗。 
    實驗時受試者以其所慣用的步行速度進

行，每人分別接受兩次踩踏測驗，分別為穿鞋步

行、赤足步行。受試者就起點預備（起點距測力

板約 1.5 公尺），聞開始口令後，受試者用慣用足

踩踏測力板。透過 LabVIEW 虛擬儀控系統結合

Vernier 一維測力板（400 Hz），蒐集受試者慣用

足穿鞋與赤足腳跟著地起始期的步態參數，探討

其步態差異。最後希冀能找出步態行為模式中，

腳跟承受的撞擊力模式，以提供具科學根據之建

議（實驗示意圖如圖二）。 

 
圖二 實驗示意圖 

（四）資料處理 
實驗中所量測到之步態參數，藉由 LabVIEW

虛擬儀控系統同步擷取每一步態之 P1、MLR 與

TFP 之參數，再利用 SPSS 統計軟體，採用相依

樣本 t 考驗進行統計分析 (p＜.05)。 
 
四、結果與討論 
 

穿鞋

赤足

 
圖三 P1平均值圖表（729.25±92.05 N V.S. 

752.58±134.64 N） 

穿鞋

赤足

 
圖四 MLR 平均值圖表 (15.43±4.35 BW/s V.S. 

19.18±5.58 BW/s) 

穿鞋

赤足

 
圖五 TFP 平均值圖表 (0.11±0.03 s V.S. 0.08 

±0.02 s) 
 

表一 P1 峰值、MLR 值、TFP 值平均數一覽表 
P1 峰值 平均數（N） 

穿鞋 729.25±92.05 

赤足 752.58±134.64 

MLR 值 平均數（BW/s） 

穿鞋 15.43±4.35＊ 

赤足 19.18±5.58＊ 

TFP 值 平均數（s） 

穿鞋 0.11±0.03＊ 

赤足 0.08±0.02＊ 
 

由表一顯示 P1 峰值：穿鞋 729.25±92.05 N，

赤足 752.58±134.64 N；MLR：穿鞋 15.43±4.35 
BW/s，赤足 19.18±5.58 BW/s；TFP：穿鞋 0.11±0.03 
s，赤足 0.08±0.02 s。統計結果顯示 P1 值雖無顯

著差異；但是赤足之 P1 值還是略高於穿鞋之 P1
值。MLR 達顯著差異，意即赤足比起穿鞋承受更

高的撞擊力，並且減震能力較差，此與以往學者

的論點相同。Henning, Valiant,＆ Liu (1996) 指
出，最大負荷率與撞擊力之認知具有相關性。學

者邱宏達、相子元、林德嘉（2002）也指出與撞

擊力大小成正比。因此利用 MLR 做為比較步行

承受的撞擊力是完善的。 
 TFP 方面得出兩者有顯著的差異，表示赤



足之撞擊力峰值、最大負荷率發生時間早於穿鞋

情境。 
 
五、結論 
 

經由本研究結果得出以下結論，人們在於不

同步行型態中，對於其撞擊力承受大小是有分別

的，在撞擊力峰值方面：穿鞋略小於赤足之撞擊

力峰值。在最大負荷率方面：穿鞋顯著小於赤足

之最大負荷率，顯示步行運動時，若是選擇穿鞋

時，身體下肢段所承受之撞擊力較小於未穿鞋步

行，也減低下肢段運動傷害的風險。TFP 方面：

得出兩者有顯著的差異，顯示赤足步行時 P1 與

MLR 發生時間明顯較穿鞋步行早。此研究以獲得

初步成果，建議後續研究能增加受試者人數，增

加其信效度，相信更能了解步態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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