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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彪琥鞋業有限公司所設計

的兩款隨卡鞋行走對地作用力參數進行分析，進

而了解這兩款鞋子在相關對地作用力參數上的

差異。本實驗以一名近半年內無下肢運動傷害的

大專男性為受試者(年齡：22 歲，身高：180cm，

體重：90kg)，測試時受試者以自覺最舒適的走路

方式與速度通過 AMTI 測力板 ( 取樣頻率

1000Hz)，兩款鞋子各進行 15 次測試並擷取相關

參數。結果顯示兩款鞋子在最大負荷率有顯著差

異(p<.05)，而且是以鞋跟較厚、楦頭較短的鞋子

避震能力優於鞋跟較薄、楦頭較長的鞋子。在推

蹬力峰值部份，並沒有因為鞋子楦頭設計的不一

樣而造成推蹬力峰值產生差異。在日後的研究

上，可針對運動學進行探討，進而更清楚的了解

這兩款不同鞋跟與楦頭設計的隨卡鞋對於人體

行走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彪琥隨卡鞋、對地作用力、最大負荷率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mainly focused 
to analyze walking ground action force parameters 
of two bike shoes which were designed by PUHU 
Footwear CO., LTD. Then,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se two shoes’ relating parameters of ground 
action force could be known. In methodology, one 
male college student without lower extremity injury 
in a half year served as subject (age: 22 years, 
height: 180cm, weight: 90kg). When testing, the 
subject walked through an AMTI force plate 
(sampling rate: 1000Hz) by the most comfortable 
way and in the easiest speed consciously. To gather 
relating parameters, the subject wore each shoe to 
test 15 times. Result showed: the maximum loading 
rates of these two shoes we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p<.05) and the cushion ability of the shoe 
possessing thicker heel and shorter last was better 
than the shoe possessing thinner heel and longer 
last. In the part of push-off force’s peak, the 
different design of shoe’s last wouldn’t cause the 
variances in the force peaks of these two shows. In 
future study, kinematic analysis would be needed to 
comprehend how the different designs of these two 
bike shoe’s heel and last to effect human walking 
clearly. 

Keywords: PuHu bike shoes, Ground action 
force, Maximum loading rate 
 
二、緣由與目的 

近年由於政府極力推廣全民運動，使得國內

休閒運動風氣上昇，而腳踏車也是一般民眾最常

選擇的休閒運動之一。隨著腳踏車的盛行，市面

上也出現了琳瑯滿目的腳踏車卡鞋。 
彪琥鞋業有限公司為國內著名的製鞋公

司，為了因應民眾騎乘腳踏車進行休閒活動的風

氣，設計出不同款式的隨卡鞋，而其主要訴求除

了便於騎乘腳踏車外，還希望消費者可穿著此雙

鞋子從事散步或者跑步等動作型態的休閒活動。 
邱宏達、楊明恩、相子元(1997)認為不同設

計的運動鞋(如網球鞋、籃球鞋、慢跑鞋及韻律鞋

等)其功能是有所差異的。而彪琥鞋業有限公司在

設計隨卡鞋時，也設計了兩款不同的隨卡鞋(一款

鞋跟較薄，楦頭較長，如圖 1 的 A 鞋；一款鞋跟

較厚，楦頭較短，如圖 2 的 B 鞋)。因此本研究

嘗試針對這兩款隨卡鞋之行走對地作用力進行

分析，進而了解這兩款鞋子在相關對地作用力參

數上的差異，並作為研發與修改鞋款時的依據。 
 

 
圖 1 鞋跟較薄，楦頭較長的 A 鞋 

 

 
圖 2 鞋跟較厚，楦頭較短的 B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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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對地作用力參數的說明 

 
三、實驗方法 
(一)受試者 

以一名大專男性為受試者(年齡 22 歲，身高

180cm，體重 90kg)，該受試者在近半年內無下肢

運動傷害。 
(二)實驗器材 

以 AMTI 測力板(取樣頻率 1000Hz)進行測

試。 
(三)實驗步驟 

以受試者自覺最舒適的走路方式與速度通

過 AMTI 測力板(均用右腳踩過)，兩款鞋子各進

行 15 次測試。 
(四)資料分析 
 歸納出邱宏達、楊明恩、相子元(1997)，莊

訓達、朱峰進、李德仁(1999)及邱宏達(2002)的研

究，發現垂直對地作力峰值、平均最大負荷率及

最大負荷率為評估鞋子避震功能的主要參數(圖
3 僅顯示出垂直對地作用力峰值跟推蹬力峰值，

平均最大負荷率及最大負荷率則參考前述文獻

的定義來進行計算)。而根據王韻涵、翁梓林(2009)
的研究，推蹬力峰值則關係到人體在步態推蹬期

前進的表現。基於如此，本研究便針對這四個參

數進行分析與比較。 
在數據資料的比較上，本研究以 SPSS 統計

分析軟體的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表1為兩款鞋子在行走時對地作用力參數的

比較，由數據結果看來垂直對地作用力峰值、平

均最大負荷率與推蹬力峰值雖然沒有顯著差

異，可是最大負荷率卻有顯著差異(p<.05)。邱宏

達(2002)曾經指出要評估鞋底的避震能力，還是

以最大負荷率較為適當，由此得知 B 鞋的避震能

力優於 A 鞋。若要探究其原因，則可能是 B 鞋鞋

跟較厚所導致。 
在推蹬力峰值部份，雖然 A 鞋的楦頭較長，

而 B 鞋的楦頭較短；但是這樣的造形設計並沒有

造成兩者在推蹬力峰值的部份產生差異。 
 

表 1 兩款隨卡鞋之行走對地作用力參數比較 

    統計量數 

樣本類別 
平均值 t 值 p 值 

A 鞋 1014.45±45.96 垂直對

地作用

力峰值 B 鞋 1017.02±51.92 

-.14 .89 

A 鞋 570.49±77.29 平均最

大負荷

率 B 鞋 517.87±92.35 

1.64 .11 

A 鞋 50378.66±9271.23 
最大 

負荷率 B 鞋
37454.43±5986.87 

4.40  .00* 

A 鞋 209.95±14.18 推蹬力

峰值 
B 鞋 210.01±13.54 

-.01 .99 

*p<.05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彪琥鞋業有限公司所設計的兩

款隨卡鞋行走對地作用力參數進行比較，結果發

現鞋跟較厚、楦頭較短的隨卡鞋避震力優於鞋跟

較薄，楦頭較長的隨卡鞋；但是兩者在推蹬力的

表現上並無差異。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因此在日後的研究上，

可募集更多受試者來進行本實驗，如此資料也會

更具代表性。另外也可針對運動學資料來進行探

討，進而更清楚的釐清這兩款不同楦頭與鞋跟設

計的隨卡鞋對於人體行走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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