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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排球運動中，在攔網著地時有很高的扭傷發

生率，而扭傷後可能會形成功能性踝關節不穩

定，並造成反覆扭傷的問題。本研究比較 11 名

踝關節不穩定球員與 9 位健康正常球員在兩種攔

網動作著地時下肢 8 條肌肉肌電活化起始時間點

的差異。透過同步化的 BioPac 肌電訊號收集系統

與 Kistler 三維測力板，以 1000Hz 進行攔網動作

之資料收集。研究結果顯示，功能性踝關節不穩

定之球員的活化起使時間點，在過網與不過網攔

網動作中皆有慢於正常球員的趨勢。此外，延遲

活化的現象不只出現在不穩定腳踝的脛前肌，也

出現在膝部肌肉，如股內側肌、股外側肌以及股

二頭肌，這表示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會造成著地

時肌肉活化的延遲，且這個影響不只侷限在受傷

踝部關節周邊的肌肉，也會影響到近端的肌肉。 
 

關鍵詞：排球攔網、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肌電

活化起始時間 
 
Abstract 
 

High risk of ankle sprain has been reported for the 
volleyball players in the landing following blocking 
movement. The players with ankle sprain are prone to 
the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EMG onset timing of the lower 
extremity in the volleyball blocking between the players 
with functional instability and the healthy players. The 
BioPac EMG System and Kistler force plate were u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MG onset timing were 
significantly later in the instability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ignificance of delay was found not 
only in the ankle muscle, the tibialis anterior, but also in 
the knee muscles, vastus lateralis, vastus medialis, and 
biceps femori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might lead to delayed onset 
of muscle activation during the landing of volleyball 
blocking in the ankle joint as well as the proximal joint 
of the lower extremity. 

 

Keywords: Volleyball blacking, Functional 
ankle instability, EMG onset timing 
 
二、緣由與目的 

 
排球運動中，球員需要進行頻繁跳躍，過去

研究指出有 90%的扭傷是在攔網之後的落地時

發生[1]。在扭傷之後通常會抱怨的就是功能性不

穩定(functional instability)的問題。功能性踝關節

不穩定伴隨的症狀最明顯的是運動時容易反覆

扭傷的困擾，且患者都有踝部無力感“giving 
way＂。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的定義是在臨床上

患者感覺踝部不穩定，但在關節韌帶在構造上沒

有發現損傷等跡象[2]。 
造成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的原因是多因素

的，包括結構、肌肉功能、感覺-動作控制(sensory- 
motor control)等因素[3]。其中，肌肉活化的改變

和本體感覺的缺失是最常被探討的風險因素。結

合測力板與肌肉活化的起始時間點的方式，常被

用來觀察肌肉是否有預先活化以及延遲活化之

現象。踝部肌肉活化起始時間的改變，尤其是踝

部外翻肌的延遲活化，常被認為是造成內翻性扭

傷的重要原因，當踝部內外翻力矩不平衡時，踝

部肌肉若無法有效的做出適當反應就會形成扭

傷。此外，少部分的研究中也指出踝關節的傷害

可能導致其他關節複合體的肌電活化改變，學者

Van Deun 等人[4]研究中觀察到功能性踝關節不

穩定受試者在進行從雙腳到單腳站立的姿勢轉

移中，在踝部、髖部及股四頭肌的肌電活化起始

時間明顯比正常組慢；而學者 Beckman 等人[5]
的研究中發現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患者兩側臀

中肌在站立的內翻測試中，肌電活化起始比正常

組快的現象。過去研究對於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

患者踝部肌肉活化的改變多藉由模擬突然內翻

的設計來測試，很少在實際的情況作測試，像是

運動的狀況中進行。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比較

有無踝部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的球員，在排球攔

網著地時下肢肌肉活化起始時間點上的差異。 
 



圖一：場地與實驗儀器設置俯視圖(左)及兩種攔網動作(右) 

三、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 20 位國立臺灣體育學院男子

排球代表隊球員，平均年齡 20.0 ± 1.6 歲，平均

球齡 9.1 ± 1.6 年，受試者皆無膝關節、髖關節等

神經肌肉傷害，且無骨折或手術病史。受試者在 
參與本實驗前予以告知實驗內容並簽署同

意書，經由問卷及踝關節前拉測試之後，區分為

健康之控制組 9 名與功能性踝關節不穩定之不穩

定組 11 名。不穩定組受測邊腳踝至少有二次以

上等級 1 至等級 2 扭傷且運動時有感覺踝部有不

穩定感並常發生扭傷，在前拉測試中沒有踝部韌

帶鬆弛的現象。 
本研究使用 Kistler 三維測力板與 BioPac 

System 表面肌電訊號系統，同步以 1000Hz 進行

資料收集，並以配備 Acqknowledge 軟體的電腦

進行資料擷取。模擬的排球攔網環境，球網高 243
公分，目標球架設於球網上方，受試者進行兩種

攔網動作：不過網攔網(NCB)及過網攔網(CB)，
實驗場地設置及攔網動作如圖一所示。 

控制組肌電訊號的收集是在慣用側，而不穩

定組在具有不穩定症狀側，若雙腳皆有不穩定的

症狀，則以慣用腳為測試腳，慣用腳的定義是踢

球的腳。肌電訊號收集系統的表面電極片放置於

肌腹上，電極片黏貼位置以下肢在進行攔網動作

時主要動作控制的淺層肌肉，分別是股外側肌

(VL)、股直肌(RF)、股內側肌(VM)、股二頭肌

(BF)、半腱肌(ST)、脛前肌(TA)、腓骨長肌(PL)
與內側腓腸肌(GM)，電極片外部以貼布與彈性繃

帶加以固定，而參考電極片(ground electrode)的位

置則黏貼於測試腳的外踝骨突上。 
原始肌電訊號則以 Acqknowledge 3.9.1 軟

體處理，以帶通濾波(band-pass filter)進行濾波，

截止頻率為 20~480 Hz。為定義肌肉的活化起始

點，每位受試者先進行靜態肌電訊號收集作為基

準值(baseline)，受試者採坐姿並儘量放鬆，收集

時間 5 秒，將動作 EMG 訊號大於靜止時基準值

5 倍標準差，且持續 10 毫秒以上的 EMG 值定義

為肌電活化的起始點。當攔網落地時，即衝擊力

(impact)產生的前後，為主要踝關節受力時間點。

因此，肌肉的活化起始表示以著地瞬間(landing 
instant)為時間之 0 點，負值表示在落地的衝擊之

前肌肉的活化，正值表示在著地之後的肌肉活

化。受試者必需完成 5 次成功的原地攔網動作，

圖二：不過網攔網(NCB)著地時兩組下肢肌肉活化起始時間點 (* p< .05) 



圖三：過網攔網(CB)著地時兩組下肢肌肉活化起始時間點 (* p< .05) 

一次成功的攔網動作必須在過程中不能碰觸到

球網，在空中攔網動作必須雙手觸摸目標球，著

地時必須穩定站立於測力板範圍內，每動作間隔

10 秒。實驗所得之資料以獨立 t 樣本檢定，比較

攔網著地時兩組球員間的肌電活化起始時間

點，設定 p < 0.05 時為有顯著差異。 
 

四、結果與討論 
 
下肢肌肉的活化起始時間點，兩組在著地瞬

間之前，所有的肌肉都已經活化。除了過網攔網

動作的腓骨長肌之外，大多數控制組各肌肉的活

化起始時間點，皆有早於不穩定組的趨勢。其中

不過網攔網動作時股外側肌( p = 0.018)、股內側

肌(p = 0.041)、股二頭肌(p = 0.031)和脛前肌(p = 
0.018)，二組之間有顯著差異(圖二)。而過網攔網

動作時股外側肌 (p = 0.001)、股內側肌 (p < 
0.001)、半腱肌(p = 0.022)和脛前肌(p < 0.001)，
二組之間有顯著差異(圖三)，且不穩定組的肌肉

活化起始時間皆明顯慢於控制組。在不過網攔網

與過網攔網動作，兩組下肢肌肉的活化順序中，

最早活化的肌肉同樣是內側腓腸肌，而最晚活化

的肌肉在控制組是股直肌，在不穩定組則是骨外

側肌。結果顯示控制組與不穩定組在不過網攔網

與過網攔網動作中，股四頭肌、腿後肌群與脛前

肌的活化時間上都有顯著的差異，表示功能性踝

關節不穩定的排球球員在攔網著地時下肢肌肉

的活化較慢，而且不只在不穩定側踝關節的肌肉

有顯著差異，同時也膝關節周邊肌肉也有活化延

遲的現象。 
過去研究中指出當肌肉的活化延遲增加

時，會影響肌肉的僵硬程度，導致下肢關節在著

地時不穩定，並使得關節受力發生改變[5,6]。在

不同攔網動作時，不穩定組的活化起始時間點都

比控制組的時間點靠近著地瞬間，這表示在不穩

定組下肢肌肉對於衝擊發生時，能夠作出反應的

預備時間較短，這可能會使得踝關節功能性不穩

定之球員在比賽中，面對著地時不同突發狀況需

要下肢快速反應來調整姿勢的時候，可能會無法

立即做出適當反應，並提高其著地時的受傷風險

[3,4]。另外，從這兩種攔網的動作中可以發現，

踝關節功能性不穩定對於攔網後著地肌肉活化

時間的影響不只侷限在受傷踝關節而已，同樣也

會影響不穩定側近端關節的肌肉，如本研究中的

股四頭肌群與腿後肌群。因此，對於踝扭傷排球

球員的復健與治療的考量上，應以整體下肢的功

能回復為主要方向，並建議在攔網動作的練習時

加入不同的攔網方式，能夠適應不同的著地狀

況，並做出適當的反應動作，以降低再次扭傷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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