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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教育部為實質提升我國運動水準並迎頭趕

上歐美先進國家，近年來逐年投入龐大經費全面

改善學校運動設施，藉以提升學生體能及體適能

等水準。但完工後跑道是否具適度之物性，以避

免學子長期在標準不足的鋪面上運動致累積成

運動傷害，相關檢驗之研究甚為缺乏所以本研究

主要目的為：1.實地檢測台灣區中學 PU 跑道力

量衰減（FR）差異之分析，並比較其與 IAAF 標

準之差異。2.實地檢測中學PU跑道垂直變形（VD）

差異之分析，並比較其與 IAAF 標準之差異。結

果北中南三區檢測數值顯示，越往南部 PU 跑道

有越軟的趨勢。結論如何尋求更多學校同意與支

持，以增加受測學校及檢測樣本數，使研究更具

實用之效益。 

 
關鍵詞：徳國柏林人造運動員、PU 跑道面層、 

力量吸收、垂直形變。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motes our 
country sports standard for the essence and tries to 
catch up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advanced 
countries；in recent years, putting in the huge funds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school sports facilities 
year by year, so as to promote the student physical 
ability and the body suitable .However, after 
finishing, whether the track has the moderate nature, 
to avoid the students accumulating the sport injury 
on the track of the standard insufficiency, the 
relative research was really lacks.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re: 1. to examine 
Taiwan area high schools PU track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force reduction (FR),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with IAAF standard. 2.to 
examine Taiwan area high schools PU track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force reduction (FR),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with IAAF standard. 
2.to examine Taiwan area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PU track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vertical deformation (VD),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with IAAF standard. The results show 
south area examination values has the softer 

tendency. Conclusion：how to seek more school 
agreements and the supports to increase testing 
schools and the examination sample numbers. This 
can make the research more practical .  
 
Keywords: Berlin Artificial Athlete –BAA、 
PU Sports surface、Vertical Deformation、Force 
Reduction. 
 
二、緣由與目的 
 
     教育部為實質提升我國運動水準並迎頭趕

上歐美先進國家，近年來逐年投入龐大經費全面

改善學校運動設施，藉以提升學生體能及體適能

等水準，並收德智體群並重之效果。其中，整建

學校田徑場人造跑道即為政府重要施政計畫之

一。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從民國九十五年至九十

八年，各級學校鋪設人造跑道（含PU、PP及合成

橡膠等）比例明顯成長。國小從62.65%增加到

68.24%、國中66.96%提升至70.98%、高中職

68.65%提升至71.94%、以及大專從82.84%提高到

85.52%（95-98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近年來，國

內針對各重要比賽均力求遵守IAAF標準國際規

則 之 規 定 國 際 田 徑 總 會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e Federation - IAAF）

規則規定，所有國際比賽必須在符合IAAF標準的

跑道上比賽，其成績才會被採認（2006田徑設施

手冊）。如表一所示。 

表一 IAAF PU跑道物性檢測規範 

 

以協助優秀運動員成績獲得採認，如：全國運、

大專運及全中運…等。因此，前述比賽場館及大



專院校，甚至一部份之高中學校，他們在新建或

整建人造跑道時，均以IAAF標準為制定施工規範

之要件（2006田徑設施手冊）。然而，國中及高

中在新建或整修PU跑道時，並未以IAAF標準為主

要考量，原因是國人一直以來均將田徑場視為休

閒及活動之場所，加以校園社區化之推動，迫使

學校必須提供運動場設施，包括學校PU跑道供社

區居民使用，更加深學校忽略PU跑道應具物理特

性之重要性。因此學校更應瞭解及重視完工後跑

道是否具適度之物性，以避免學子長期在標準不

足的鋪面上運動致累積成運動傷害，便成為值得

研究及探討之課題。由於國內針對人造跑道力量

衰減（FR）及垂直變形（VD）物理特性相關議題

之研究甚為缺乏，加上中小學在修建跑道時所訂

之規範並無一致且厚度不一，尤其國中及高中跑

道本就非做為比賽之用。因此，跑道的力量衰減

（FR）及垂直變形（VD）物性勢將存在很大之差

異。本研究主要目的為：1.實地檢測台灣區國中

及高中PU跑道力量衰減（FR）差異之分析，並比

較其與IAAF標準之差異。2.實地檢測國中及高中

PU跑道垂直變形（VD）差異之分析，並比較其與

IAAF標準之差異。 

聚氨脂彈性面層（PU）為高分子合成材料，由於

組織成分的多樣性，可依硬度的比例做調整，使

其性能具備橡膠的彈性兼顧塑膠的硬度，跑道的

硬度高或低，將會影響運動員的表現及運動員的

安全。跑道硬度高，有利於發揮運動員的爆發

力，提升運動表現和成績，但長時間在高硬度、

力量縮減度低的跑道上運動，對運動員會造成傷

害；相反地，在跑道硬度過低的面層運動或比

賽，雖有利於減少運動傷害，但不利於提升運動

表現。 

(1)力量縮減計算公式： 

力量吸收﹙％﹚＝﹙1－Fs/Fc﹚×100 

Fs＝在跑道面層上測得最大力量 

Fc＝在水泥地測得最大力量  

 

（2）垂直變形計算公式： 

垂直變形= max（D total（t）- D spring（t） - 
D drop） 
D spring（t）= F（t）/ C spring, Dynamic 

 VD 為撞擊軸上舖面的垂直變形 

二、材料與方法 D total（t）全部的質量移位量 
 

D spring（t）彈簧的最大變形量     實驗地點：以使用中一至二年之台灣區國中

及高中PU跑道為受試對象，包括：北部（台北縣

市）3所、中部（台中市）2所、南部（高雄縣）

4所之國中及高中共9所。 

D drop 落下的高度 

F（t）撞擊時的最大力量（最高值） 

(單位為牛頓 N） 
實驗儀器：國際上針對合成跑道鋪面之，力

量縮減FR及垂直變形VD物性之檢測儀器，普

遍採用如圖一所示柏林人造運動員（Berlin 

Artificial Athlete -BAA）來進行測試。在

做運動表面試驗時， 力量縮減FR試驗放大器

取用率須在0-1000Hz進行，濾波器需使用9

階Butter-worth與120Hz之-3db之低通濾波

器，進行濾波。使用垂直變形VD試驗時，則

要求：放大器取用率須在0-1000Hz進行，濾

波器需使用9階Butter-worth與120Hz之-3db

之低通濾波器，進行濾波。運動員與鋪面間的

動態互動對運動員的成績及安全關係密切，

因此鋪面在負荷下的變形性能（Properties 

of deformation）非常重要。如果變形過大

將使運動員著力不穩而影響安全，但如果缺

乏有效變形，將因衝擊力無法適度吸收而使

運動員受傷。因此，為降低運動傷害並增加

運動表現，最佳的運動表面就應具備適度的

變形能力。 

 
圖一 柏林人造運動員操作示意圖 

 

 
   

圖二 柏林人造運動員實地場測示意圖 



 表二 受試學校PU跑道FR和VD物性檢測結果 
實驗步驟：開始組裝儀器及校正，同時進行測試

點位置標幟佈置，如圖二 柏林人造運動員操作

示意圖所示。 

 

 

1. 依計畫：第一循環施作力量衰減（FR）測試，

第二循環進行垂直變形（VD）檢測。 

2. 開始進行力量衰減（FR）測試並做記錄；完

成後，再進行垂直變形（VD）之測試， 

3.全部完成後，應仔細核對及確認，是否有遺漏

或失誤之處。 

4.確認無誤後，拆解儀器妥善裝箱及運送，準備

下一站。 

 
 國中及高中 PU 跑道測試位置說明：由於本

研究檢測對象為國中及高中 PU 跑道，因其跑道

規模及跑道數皆與 IAAF 標準有差距，因此，本

研究擇取與 IAAF 標準規定較為重要之點做檢

測。本研究將所有受測學校以英文字母為代號表

示，並按國中及高中之排序為之。北區 3所國中

及高中代號為 a、b、c；中部 2 所國中及高中即

以 d和 e 表示；南部學校則以 f、g、h和 i表示。

每一學校之跑道均檢測四點為本研究之規劃目

標，即：如跑道為 6 道時，A點為主直道靠中央

之任一點；B 點為後直道中央之任一點。C 點在

右半徑三道中央任一點；D點為左半徑四道中間

任一點，如圖三所示。 

從表二得知，北、中、南三區檢測結果，可以發

現台灣區國中及高中 PU 跑道物理特性，北區 3

所學校的 FR 值全部低於 IAAF 標準 35%的低標，

而 VD 值全都達到 IAAF 標準，中區 2所學校的 FR

值有 1 所低於 IAAF 標準 35%的低標，而 VD 值有

1 所高於 IAAF 標準 2.5mm 的高標，南區 2所學校

的 FR 值有 1所低於 IAAF 標準 35%的低標，而 VD

值全高於 IAAF 標準 2.5mm 的高標，北中南三區

檢測數值顯示， 

 

表三 北、中、南區學校之個別不合格率分析 

 

 

 

 

再進一步分析，以個別不合格率來分析北、

中、南區 9所學校在力量衰減（FR）及垂直變形

（VD）之檢測結果，其 FR 和 VD 二項檢檢測值之

個別不合格率均為北區 4（不合格）/8（供檢測

8 點） =50%、中區 6 =37.5%、7 =25%、南區 11 =4

（不合格）/8（供檢測 8點）=50%、12 = 4/8 =50%、

13 =3/8 =37.5%、14 =3/8 =37.5%如表三所示，

中、南部力量衰減（FR）及垂直變形（VD）檢測

個別不合格率，相較於北部低。由本研究發現越

往南部 PU 跑道越軟的趨勢，可能是台灣屬海島

型氣候，天氣潮濕且炎熱，北部地區多雨且雨季

較長，南部則曝曬在炎熱的陽光照射下，確實和

溫帶及內陸國家有著極大之不同，本實驗進行

時，現場溫濕度也有所不同，所以對於跑道面層

也會有不同的，物理特性發生，這也可能造成實

驗結果，南、北差異極大的不同，北、中、南區

檢測施作時天候紀錄表如表四所示。 

圖三  PU 跑道 FR 和 VD 測試位置示意圖 

 

三、結果與討論 
 
    測試結果如表二所示每一點必須測試 FR 和

VD 二項物性，每一 FR 和 VD 必須重複檢測三次。

再將第二及第三次之檢測值加總平均，即為該點

之結果。再將所得之力量衰減（FR）和垂直變形

（VD）結果數值，以 Excel 作業軟體加以計算，

並與 IAAF 標準作比較統計，再將比較分析之差

異製成圖表，提供分析及探討。 

 



[3]. BS EN standard (2005) 14809 control test, vertical 
deformation. 

表四 北、中、南區檢測施作時天候紀錄表 

 

[4]. 劉怡青（2008）。合成橡膠跑道面層硬度效應之特

性分析。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碩士論文。 
[5]. 田徑設施手冊（2006）。國際田徑總會。 
 
 

 

此外厚度對於檢測數據也如同 2008 年學者

劉怡青依 IAAF 標準試驗法作現場測試時所發

現，面層的 FR 值均有可能造成改變。跑道面層

對力量衰減（FR）之效應為：厚度愈厚其 FR 值

愈高。同時也發現：上厚度、下厚度都對 FR 值

有不同程度之影響，其中以下厚度為主要影響 FR

值結果之因素，另外，在合成跑道鋪面上所測

得的 FR 值，極有可能會因為合成鋪面下方底

部所使用的基材不同而有不同。 

 
四、結論 

  

本研究進行國中及高中 PU 跑道現場測試之實

施，包括北、中、南區各為 9所學校，因此今後

類似本研究性質之檢測，首要任務即：如何尋求

更多學校同意與支持，以增加受測學校及檢測樣

本數，使研究結論更客觀並具實用之效益，以避

免學子長期在標準不足的鋪面上運動致累積成

運動傷害。並建議為確實深入研究及評估那一種

人造跑道之材質較優、耐久性較佳、工程費用符

合學校期待，以及跑道各項條件均符合社會認同

的計畫，例：以三年為一期進行對受試對象定期

測試及觀察，進而獲得具體客觀及被大家所認同

的有效研究，實地檢測人造跑道力量衰減（FR）

物理特性，並分析每半年之差異；實地檢測人造

跑道垂直變形（VD）物理特性，並分析每半年之

差異；交叉比較個別（或不同材質）學校跑道之

差異。所有研究及檢測應具備條件，依照 IAAF

標準規定實施，如此進行深入研究跑道面層特

性，可確實為跑道使用者盡到工程品質把關，特

別是國際級比賽專用場地，更需要確實執行跑道

面層檢測，以防止運動傷害發生，以及維持比賽

場地之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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