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鴻利輕量化鞋行走對地作用力參數之個案研究 
A CASE STUDY of HORNG LIH LIGHTWEIGHT SHOES’ 

WALKING GROUND ACTION FORCE PARAMETERS 
吳麗華 Li-Hua Wu1  黃舜明 Shun-Ming Huang 2  吳佳蓉 Jennifer-Judy Wu3  劉于詮 Yu-Chuan Liu4 

134長榮大學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2鴻利鞋業有限公司 Horng Lih Shoe-Making Co., LTD.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鴻利鞋業有限公司所設計

的兩款輕量化鞋行走對地作用力參數進行分

析。實驗以 1 名大專女性為受試者(年齡 22 歲、

身高 160 公分、體重 50 公斤)，該受試者近半年

內無下肢運動傷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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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

橡膠鞋底的輕量化鞋其垂直對地作用力峰值和

平均最大負荷率均顯著小於生膠發泡鞋底的輕

量化鞋(p<.05)；但是兩款鞋子的最大負荷率與推

蹬力峰值則無顯著差異。在日後的研究上，可針

對鞋底的材質與造型進行修改並且募集更多受

試者來進行本實驗，而運動學資料也可進ㄧ步被

探討，進而更進ㄧ步釐清這兩款不同鞋底材質的

輕量化鞋對行走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鴻利輕量化鞋、對地作用力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mainly aimed 
to analyze walking ground action force parameters 
of two lightweight shoes which were designed by 
Horng Lih Shoe-Making Co., LTD. In experiment, 
on female college student was recruited as subject 
(age: 22 years, height: 160cm, weight: 50kg). The 
subject was without any lower extremity injury in a 
half year. When testing, the subject walked through 
an AMTI force plate (sampling rate: 1000Hz) by 
the most comfortable way and in the easiest speed 
consciously. Each shoe was worn to test 15 times 
separately. Result show: rubber sole lightweight 
shoe’s peak value of vertical action force and 
average value of maximum loading rate were 
smaller than bubbled raw rubber sole lightweight 
shoe’s values significantly (p<.05). But the 
maximum loading rate and peak value of push-off 
force of these two shoes weren’t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In the future study,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to walking caused by these two 
lightweight shoes with different sole materials, the 
material and modeling of sloes could be modified, 
subjects could be recruited more when carrying out 
experiment and kimematic data could be 
investigated progressively. 
Keywords: Horng Lih lightweight shoes, Ground 

action force  
 
二、緣由與目的 

自從政府在 2001 年實施周休二日後，人民

除了既定的工作外，休閒活動已經成為民眾生活

上最大重心(潘宏慧、徐淑怡，2009)。 
就女性而言，以走路型態從事逛街、散步或

者到風景區遊覽可說是常見的休閒活動型態。爲

因應此趨勢，鴻利鞋業有限公司開發出兩款輕量

化鞋，產品定位鎖定在輕便、時尚、休閒與運動。 
林寶城(1994)曾經指出運動鞋的設計是結合

無數的科技，並針對各種運動類型之運動系統及

動作模式的負荷，加以設計的。同樣的一般休閒

鞋在設計上，也需考慮到穿著此鞋子進行運動時

人體所承受到的負荷。 
基於如此，本研究嘗試針對鴻利鞋業有限公

司開發出的兩款輕量化鞋(一款鞋底材質為生膠

發泡材質，如圖 1 的 A 鞋；一款鞋底為橡膠材質，

如圖 2 的 B 鞋)進行走路的對地作用力分析，進

而了解兩款鞋子在相關係數的差異，並且作為日

後研發與修改鞋款設計的參考與依據。 
 

 
圖 1 鞋底材質為生膠發泡材質的測試鞋 

 

 
圖 2 鞋底為橡膠材質的測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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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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 1 名大專女性為受試者(年齡 22
歲、身高 160 公分、體重 50 公斤)，該受試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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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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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邱宏達、楊明恩、相子元 (1997)，朱峰進、

莊訓達、李德仁(1999)及邱宏達(2002)的文獻可知

平均最大負荷率、最大負荷率及垂直對地作力峰

值為評估鞋子避震功能的主要參數，圖 3 顯示的

為垂直對地作力峰值和推蹬力峰值，平均最大負

荷率及最大負荷率則以這些文獻的定義來進行

計算。另外根據王韻涵、翁梓林(2009)的研究，

推蹬力峰值主要關係到人體在步行推蹬期中推

蹬人體前進的表現，因此本研究便針對這四個參

數進行分析。 
至於在數據資料的比較上，則是以 SPSS 統

計分析軟體的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考驗。 
 
四、結果與討論 

表1為兩款不同底的鞋子在行走時對地作用

力參數的比較，從數據的結果看來兩款鞋子的垂

直對地作用力峰值和平均最大負荷率有顯著差

異(p<.05)，而且均以 B 鞋的數據較小；但是和鞋

子避震能力最有相關的最大負荷率 (邱宏達，

2002)則無顯著差距。 
根據王韻涵、翁梓林(2009)的研究，推蹬力峰值

關係到人體在步行推蹬期中推蹬人體前進的表

現，由表 1 結果看來 A 鞋與 B 鞋的推蹬力峰值並

無顯著差異，由此可知這兩款鞋的推蹬力表現並

無差異。 
 

表 1 兩款輕量化鞋之行走對地作用力參數比較 
     統計數

量 
樣本類別 

平均值 t 值 p 值 

A 鞋 534.13±15.12 垂直對

地作用

力峰值 B 鞋 518.50±11.09 
3.23 .003* 

A 鞋 235.99±25.02 平均最

大負荷

率 B 鞋 206.11±19.04 
3.68 .001* 

A 鞋 16184.95±4782.82 最大 

負荷率 B 鞋 17707.05±5755.89 
-0.79 .44 

A 鞋 84.29±14.89 推蹬力

峰值 B 鞋 87.74±8.09 
-0.79 .44 

*p<.05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鴻利鞋業有限公司設計的兩款

輕量化鞋進行走路時的對地作用力參數比較，結

果發現橡膠材質鞋底的輕量化鞋其垂直對地作

用力峰值和平均最大負荷率均顯著小於生膠發

泡鞋底的輕量化鞋；但是兩款鞋子的最大負荷率

卻無顯著差異。至於在推蹬力的表現上，兩款鞋

子的推蹬力峰值亦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是以個案所進行的初步研究，在日後

的研究上，可針對鞋底的材質與造型進行修改並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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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探

討，以更進ㄧ步釐清這兩款不同鞋底材質的輕量

化鞋對人體行走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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