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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體感覺是由存在於組織內的受器接收訊

號，傳達到中樞神經系統，反映出關節和肢體在

空中的位置或移動方向的一種知覺，本研究之目

的在探討健康女性膝、踝關節負重與非負重情境

本體感覺之差異。32 位無規律運動習慣之大學

女生（年齡 21.4±1.6 歲，身高 165.3±3.6 公分，

體重 53.1±10.4 公斤）自願參與，以負重（受試

者本身體重）與非負重（坐於椅上）兩種動作模

式，進行三種膝關節復位目標角度（屈曲 20°、

45°和 60°）測試，與三種踝關節復位目標角度

(80°、100°和 110°) 測試，復位誤差角度是以個

體自選角度與測試時目標角度之差值來計算，所

得數據以相依樣本 t考驗比較兩組不同情境復位

誤差角度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定為 p < .05。結

果顯示：1. 在非負重情境各個測試角度中，膝

關節慣用腳與非慣用腳之復位誤差角度無顯著

差異；2. 膝關節各個測試角度中，在負重屈曲

45 度時有顯著較小之復位誤差角度 (2.60° vs. 

4.40°, p < .05)；3. 踝關節在負重與非負重情境之

三種測試角度中，皆無顯著差異。本研究顯示健

康女性膝關節於負重測試屈曲 45 度時會有較小

的復位誤差角度，其機轉應與負重屈膝時需徵召

較多的下肢肌群收縮與活化肌梭活性，而能提供

較佳的本體感覺回饋。 

 

關鍵字：壓力感受器、關節復位知覺、肌梭 

 

Abstract 
 

Proprioception is a kind of perception from 

various mechanoreceptor within the muscle, 
tendon, and skin to sense the relative position and 

movement of body segments and joi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knee/ankle proprioception between 
weight-bearing and non-weight bearing conditions 

in healthy females. Thirty-two female colligate 

students (age: 21.4±1.6 yrs, height: 165.3±3.6 cm, 
weight: 53.1±10.4 kg) without regular exercise 

habits were volunteered as participants. Knee joint 

reposition test (flexion 20°, 45°, and 60°) and 

ankle joint reposition test (dorsiflexion 80°, 

plantarflexion 100° & 110°) were conducted in 

standing (weight-bearing, WB) and sitting 

(non-weight-bearing, NWB) position. Performance 

of joint proprioception was evaluated by the 
absolute errors (AE) between target angle and 

actual angle during the joint reposition test. 

Repeated-measured 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B and NWB condition 

bilater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evel was set at p 

< .05. Results showed that: 1). No significant 

bilatera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t knee reposition 
test during NWB condition; 2). Significant smaller 

reposition AE angle during ankle WB flexion 45° 

than others; 3).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each test angles between WB and 

NWB at ankle joint.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significant better knee proprioception at WB 
flexion 45° in healthy females. More muscle 

activation and muscle spindle recruitment in upper 

legs during WB condition result in improving knee 

joint proprioception might be the reason.  
 

Keywords: Mechanoreseptor, Joint reposition 

sense, Muscle spindle 
 

二、緣由與目的 

 

本體感覺是由存在於組織內的受器接收訊

號，傳達到中樞神經系統，反映出關節和肢體在

空中的位置或移動的方向。本體感覺包括了本體

感覺動態覺、關節位置覺、以及神經肌肉控制（周

琪偉、林吟亮、王子娟，2008）。研究證實規律

運動習慣者比一般坐式生活者，有顯著較佳的主

動與被動本體感覺，因為規律的運動訓練有助於

關節本體感覺功能，可提升肌群、韌帶與關節囊

壓力受器敏感度，與較佳的神經肌肉控制功能

（黎俊彥、林威秀、黃啟煌，2004）。 

現有研究用來評估個體本體感覺功能優劣

之量測變項大多是以姿勢穩定、關節復位誤差角

度與細微動作知覺等三種技術為主，而其中關節

復位誤差角度之測試方法又可細分為主動（個體

需自行移動關節）或被動（應用外部設備移動關

節）兩種，並以計算測試時個體自覺關節角度與

實際關節角度誤差之絕對值，來評估個體本體感

覺功能之量化指標。 



有鑑於先前研究多以非負重情境測試關節

復位誤差角度，而人體實際肢體動作卻皆是以負

重情境為主，特別是在跑步、跳躍與著地動作

時，下肢關節皆需承擔個體重量與衝量之變化，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受試者自身體重來作為負重

有無，並參考 Panics 等 (2008) 之研究報告，來

設計負重與非負重兩種測試動作，和選用三個不

同目標角度，來探討一般健康女性下肢膝踝關節

負重與非負重情境本體感覺之差異。 

 

三、 材料與方法 

 

(一)參與對象：32 位健康大學女生自願參與（年

齡 21.4±1.6 歲，身高 165.3±3.6 公分，體重

53.1±10.4 公斤）。研究前以問卷方式調查受試者

皆在半年內無重大下肢運動傷害，並告知其流程

並填寫受試者頇知與同意書。 

 

(二)儀器：本研究以電子關節角度計 (Flexible 

2D Goniometer) 連接 Noraxon 多功能生理訊號

系統(TeleMyo 2400T G2, Noraxon USA) 來量測

受試者之膝踝關節復位絕對誤差角度，作為評估

個體膝關節本體感覺之優劣。 

 

(三)步驟與方法： 

    以白色 1.5 吋貼布，將電子關節角度計分別

固定於受試者膝關節股骨上外髁為中心，延伸至

大轉子和外髁之直線上（圖 1 左），以及踝關節

的腓骨外髁與外踝之連線上，和與地面平行之跗

股上（圖 1 右）。 

 

(四)測試方法與流程 

a. 膝關節 

負重測試時，請受試者站立與肩同寬，過

程中雙眼閉目，測量角度隨機 20、45、60 度，

每角度測量 3 次。例：下蹲至 20 度時，施測者

用言語回饋讓受測者聽，並給予 5 秒記憶時間，

再讓受試者自行回復原先記憶之角度，並用言語

回饋給施測者記錄角度；非負重測試時，則請受

測者坐在椅上，緊閉雙眼下身騰空讓膝蓋關節無

負重，單腳測量角度隨機 20、45、60 度，每角

度測量 3 次。例：腳往上抬高至 20 度時，施測

者用言語回饋讓受測者聽，並給予 5 秒記憶時

間，再讓受試者回原先姿勢，尋找該角度，並用

言語回饋給施測者記錄角度。 

b. 踝關節   

負重測試時，請受試者站立與肩同寬，過程

中雙眼閉目，測量角度隨機 80 度（下蹲）、100

度（圖 1 左）、110 度（墊腳尖），每角度測量 3

次。例：墊腳尖至 100 度時，施測者用言語回饋

讓受測者聽，並給予 5 秒記憶時間，再讓受試者

自行回復原先記憶之角度，並用言語回饋給施測

者記錄角度；非負重測試時，則請受測者坐在椅

上，緊閉雙眼下身騰空讓踝關節無負重，單腳測

量角度隨機 80（勾腳）、100（圖 1 右）、110 度

（壓腳背），每角度測量 3 次。例：腳背往下壓

至 100 度時，施測者用言語回饋讓受測者聽，並

給予 5 秒記憶時間，再讓受試者回原先姿勢，尋

找該角度，並用言語回饋給施測者記錄角度。 

 
圖 1 踝關節 100 度負重(左)與非負重測試(右) 

 (五)統計處理：以相依樣本 t 考驗比較各關節慣

用腳與非慣用腳，與負重與非負重測試下關節復

位誤差角度之絕對值，本研究統計顯著定為 p 

< .05。 

 

四、 結果與討論 

 

在膝關節非負重情境下，慣用腳與非慣用腳

測試（圖 2），慣用腳在非負重 60 度有較小的誤

差角度，但無顯著差異。 

 
圖 2 慣用腳與非慣用腳非負重測試之差異 

在負重與非負重測試，不同角度比較中，女

大專生膝關節在 45 度有顯著差異（圖 3）。 

 
圖 3 膝關節負重與非負重測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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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負重與非負重測試，不同角度比較中，女

大專生踝關節皆無顯著差異（圖 4）。 

 
圖 4 踝關節負重與非負重測試之比較 

本研究結果顯示女大專生在膝關節在非負

重情境下，慣用腳與非慣用腳無顯著差異，與林

千禾（2001）探討大專網球選手下肢本體感覺，

慣用腳與非慣用腳為中度相關，有相似的實驗結

果。非負重 45 度時為膝蓋活動範圍的中間值，

容易晃動與不穩定，故大腿肌群內肌梭較難記

憶，故誤差角度相較於 20、60 度還要多。 

而在膝關節負重與非負重測試，不同角度比

較中，女大專生在膝關節 45 度有顯著差異，其

原因可能為當負重下蹲時，膝蓋需承受較多的重

量，膝關節內的本體感覺接受器與相關肌群（股

四頭肌、股二頭肌、腓長肌、脛前肌）內的肌梭

活化程度與接受刺激較多，故復位的誤差角度會

比非負重測試較少，後續的研究可以從肌肉之肌

電訊號，探討下肢肌肉活化程度或肌群活化先後

順序。 

此外，在踝關節負重與非負重測試，不同角

度比較中，皆無顯著差異。Carrie(1998)用自製

平台測量踝關節不穩定的年輕人，勾腳

(dorsiflexion)平均誤差角度為 4.6±1.8 度，壓腳背

(plantarflexion)平均誤差度角度為 6.5±4.7 度，與

本研究有健康踝關節之受試者比較，80 度(勾

腳)2.55±2.3 度；100 度(壓腳背) 1.76±1.7 度；110

度(壓腳背) 1.95±2.0 度，其誤差角度均小於膝關

節不穩定患者，故可以提供合理的解釋。而文獻

指出，踝關節本來就不易測量(Higgins & Perrin, 

1997; Andersen, Terwilliger & Denehar, 1995)，因

此在未來可以對踝關節測量方法做更進一步探

討或改進。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女大專生負重屈膝時有較佳的

膝關節復位能力，其原因應與負重屈膝時有較佳

的神經肌肉控制與本體感覺。建議後續研究可進

一步探討不同族群或不同運動訓練介入，對下肢

關節復位誤差角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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