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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研究目的：著重於運動領域中肌內效貼布對運動

員改善肌肉疲勞的影響。方法：以六位之男性運

動員為實驗參與者(平均年齡：211.3 歲、平均身

高：1722.5 公分、平均體重：653.2 公斤)。以

等速肌力測試訓練儀測試受試者膝伸肌之肌力

表現後，進行等速肌力疲勞測試，在施予肌內效

貼布之介入(控制組無貼布介入)。以共變數統計

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經疲勞測試後的平均力量、

最大力量及股四頭肌之肌電活化，顯著水準定為

α =.05。結果：經疲勞測試後的平均力量，實驗

組顯著大於控制組(p<.05)；最大力量，實驗組顯

著大於控制組(p<.05)。結論：本研究顯示，其肌

內效貼布可有效提升運動員在疲勞後的平均力

量及最大力量之運動表現。 

 

關鍵詞：等長肌力、動力學、肌電圖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elastic medical taping on the isometric 

strength and surface electromyographic singal 

change of quadriceps muscle after isokinetic fatigue 

exercise in athletes. 

Methods: Six male athletes with regular 

exercise were studied. The tests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counter balance method under two conditions 

of taping and no taping. Elastic medical taping on 

quadriceps muscle after isokinetic fatigue exercise 

immediately. Maximal isometric strength and 

surface electromyographic singal of vastus medialis 

obliqus, vastus lateralis and rectus femoris muscles 

were collected simultaneously before and after 

quadriceps isokinetic fatigue exercise.  

Results: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SPSS 13.0 with ANCOVA method and  

revealed after isokinetic fatigues exercise, the 

isometric torque of taping condition is higher than 

no taping condition.(p<.05) and the isometric peak 

torque of taping condition is higher than no taping 

condition.(p<.05).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results 

suggests that using elastic medical taping can 

immediate improve athletes muscle strength and 

performance after fatigue condition  

 

Keywords: isometric strength、kinetics、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二、緣由與目的 

 

    目前肌內效貼布相關的研究，主要分為運動

及醫療兩大領域，若以貼布的功能分類，其整理

成以下三大類(1)支持保護肌肉：研究證實彈性醫

療貼紮可提升運動員股四頭肌的肌力表現和肌

耐力表現，藉此延遲急性肌肉疲勞的發生[1]。(2)

改善瘀血現象：使用貼布時，可提高受貼紮的皮

膚，使之與肌膜或肌肉間產生空隙，增加局部血

液與淋巴循環[2]。(3)活化內在止痛系統、減輕疼

痛：肌內效貼布本身具有伸縮性，貼在皮膚上，

當肌肉活動時，皮膚及肌肉同時被剌激而達到減

輕疼痛的效果[3]。 

    肌內效貼布主要應用的領域為運動及醫療，

而本研究目的著重於運動領域中肌內效貼布對

運動員改善肌肉疲勞的影響。以了解肌內效貼布

在實際貼紮應用於疲勞運動員時的作用機轉。 

 

三、材料與方法 

 

(一) 受試者選擇標準（Patient eligibility） 

    本研究之受試者為有規律運動（平均每週三

次每次大約 2 小時），並自願參與實驗之 6 位

男性運動員。所有受試者於實驗前均由醫師確認



無心血管疾病或重大疾病、一年內皆無下肢肌肉

骨骼系統之受傷。 

(二) 研究設計與流程： 

1.實驗分組 

    本實驗以同一群受試者重覆接受不同實驗

處理，其實驗過程為了減少前一個實驗處理所產

生學習效果與疲勞效果帶至下一個實驗處理的

「累進誤差」，故採用平衡次序法(Counter balance)

進行實驗分組。其為了防範各組接受實驗處理次

序而產生解釋問題，利用輪換方式，將每種實驗

處理讓每一組研究對象進行，且組數與處理數須

相等，藉以制衡每組之間的實驗誤差。屬於準實

驗設計。 

2.肌力測試  

    本研究以 Biodex system 3 pro (Biodex 

Medical System Inc, Shirley, NY)等速肌力測試訓

練儀並搭配內建 Biodex System 3 軟體來測試受

試者膝伸肌(Quadriceps group)之肌力表現。本機

台包含附有軌道與力矩主軸呈T字形狀的座椅與

力矩主軸兩大部分，可利用電腦自動設定操作控

制啟動。熱身後，令受試者坐於 Biodex 等速肌力

測量儀座椅，固定軀幹及右腳後調整座椅和動力

計之相對位置，使膝關節旋轉點(股骨外側髁)對

準測量儀之旋轉軸心，經膝關節活動度設定

(ROM，Range of Motion)與小腿重心校正後開始

測驗。 

    最大等長肌力測試：將收縮模式設為等長收

縮(Isometric)模式，膝關節角度固定於 60 度，聽

施測者口令開始後受試者分別盡最大自主收縮

作膝伸直(Quadriceps)持續 5 秒並測試 2 次，每次

測試之間有 30 秒的休息時間，測試過程中給予

口頭激勵以盡最大力量。 

    等速肌力疲勞測試：測試等速肌力之儀器將

收縮模式設定為等速向心 /等速離心(isokinetic 

concentric/ eccentric) 收縮模式，角速度設為

180°/s , ROM 設定在 20-80 度；受試者需盡最大

努力以角速度 180°/s 實施膝關節屈曲/伸展之運

動，動作至疲勞 (以最大等長肌力測試所測得

之 Peak Torque 的一半力量為目標力矩)為止，

同時紀錄股直肌、股內側肌、股外側肌之肌電圖

訊號，觀察動態收縮疲勞前後的差異。 

3.肌電訊號 

    本實驗使用 Biopac 公司製造具有前置放大器

的雙極表面電極(bipolar surface electrodes)。先利

用刮刀與酒精棉去除需黏貼肌電儀貼片位置的

毛髮與角質，然而將兩片肌電貼片(直徑 0.3 公分)

黏貼在股直肌(recutus femoris muscle)的肌腹上

(髂前下棘至髕骨上緣之中點)，兩電極極心間距

2.5 公分，接地電極貼於脛骨粗隆。於受試者接

受 Biodex 等速肌力儀的測試時，同步以 Biopac

多功能訊號處理系統(MP150,U.S.A.)及訊號擷取

軟體 FleXense 收集膝關節最大等長、等速肌力與

肌肉控制之表面肌電訊號，並將 Biodex 等速肌力

儀所測得的力矩值(Torque)透過轉接盒將訊號傳

送至 Biopac 及 FleXense 軟體記錄之，擷取頻率

設為 1000Hz。 

◎本文定義之股四頭肌為股直肌、股內側肌及股

外側肌的綜合表現： 

(一)股直頭肌：前上髂脊至臏骨中點之肌腹  

(二)股內側肌：股骨粗隆內緣至髕骨內側中點之

肌腹 

(三)股外側肌：股骨粗隆外緣至髕骨外緣中點之

肌腹 

4.實驗步驟 

先請受測者熱身十分鐘。標記肌電圖墊片位

置及肌內效黏貼長度。準備就緒後進行最大等長

肌力測試(MVC): 受試者坐在等速肌力測定儀

(Biodex)之座椅，股四頭肌（即伸膝動作）實施

100％MVC 最大等長收縮動作持續 5秒，兩次(中

間休息 30 秒)。對運動員貼紮，以 Biodex 進行等

速肌力測試，受試者坐在 Biodex 上以角速度 180

度/秒作膝關節伸直/屈曲之等速動作，盡最大努

力動作至疲勞為止(定義:峰值下降至 Peak Torque 

之 50%時為疲勞狀態)，同時紀錄股直肌、股

內側肌、股外側肌之肌電訊號。執行肌內效

貼紮，三分鐘內完成。再次進行最大等長肌

力測試，觀察貼紮後的立即性效益。 

5.資料分析與統計 

資料之蒐集處理評估及統計分析方法，肌肉



力量方面，將 Biodex 等速肌力儀所測得之各項的

最大力矩 Peak Torque (Nm)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

肌電訊號方面，先將原始的肌電訊號以 10-500Hz 

進行通帶濾波處理，再進行翻正以及均方根肌電

振幅(root mean square EMG，簡稱 EMGrms)。 

統計分析方法使用 SPSS 13.0 進行共變數統

計分析，顯著水準定為 α =.05。  

 

四、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本實驗以共變數統計分析，平均力量、最大

力量及股四頭肌肌電，於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均未達顯著，接受虛無假設，符合共變數分析的

假設。 

1.平均力量 

    平均力量之共變數分析，由表一得知結果

(F=5.502；p<.05)，經共變數統計分析後，實驗組

(調整後平均數等於 286)顯著大於控制組(調整後

平均數等於 252)。 

 

圖一、平均力量(isometric torque)比較 

 

2.最大力量 

    最大力量之共變數分析，由表二得知結果

(F=6.712；p<.05)，經共變數統計分析後，實驗組

(調整後平均數等於 296)顯著大於控制組(調整後

平均數等於 265)。 

 

圖二、 最大力量(isometric peak torque)比較 

 

3.股四頭肌 

    股四頭肌肌電活化之共變數分析，由表三得

知結果(F=0.547；p≧.05)，經共變數統計分析後，

實驗組(調整後平均數等於 0.169)小於控制組(調

整後平均數等於 0.151)。 

 

圖三、股四頭肌肌電活化比較 

 

(二)討論 

    在經過疲勞測試後，最大肌力測試後發現，

在疲勞後有肌內效貼布之介入，可改善等長收縮

時平均力量及最大力量的產生，其相關研究指出

肌內效貼布具有支持保護肌肉的功能，若在運動

過程中增加肌內效貼紮後，可提升運動員股四頭

肌的肌力表現和肌耐力表現，藉此延遲急性肌肉

疲勞的發生[1]，其結果與本研究相一致。 

    在肌電表現上，經過疲勞測試後，最大肌力

測試後發現，在股四頭肌上經肌內效貼步介入後，

肌電活化情形有小於控制組之趨勢，表示在疲勞

測試後，經肌內效貼布之介入後，可減少肌電活

化情形。當肌肉產生疲勞後，為了維持動作的進

行，此時需要徵招更多的肌肉單元，但經過肌內

效貼布之介入後，可產生較少的肌電活化，以維

持肌肉之長期作功。 

(三)結論 

    本研究證實，其肌內效貼布可有效提升

運動員在疲勞後的平均力量及最大力量之運

動表現。且肌電活化，有減少之趨勢。 

(四)建議 

    若於比賽中場休息時，可利用肌內效貼布固

定於較疲勞之肌肉上，可減少肌肉產生較大活化

的趨勢，並可以提昇短暫的平均力量及最大力量

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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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平均力量之共變數分析 

Source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 12364.01  1  12364.01  20.072   

組間 3388.88  1 3388.88  5.502*  貼紮組>無貼紮組 

Error 5543.90  9 615.98    

 

表二 最大力量之共變數分析 

Source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 10876.755  1 10876.755  24.707   

組間 2954.818  1 2954.818  6.712*  貼紮組>無貼紮組 

Error 3962.038  9 440.226    

 

表三 股四頭肌肌電活化之共變數分析 

Source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 0.033  1 0.033  17.709   

組間 0.001  1 0.001  0.547   

Error 0.017  9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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