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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穿著牛頭牌新式與市售傳統人字拖鞋行走時的運動生物力學參數進行比較。受詴者為男、女

性大專學生各2名。實驗時受詴者分別穿著此兩款拖鞋以最適速度行走各5次，過程中以VICON動作分析系統

(含六部M2攝影機，取樣頻率250 Hz)和AMTI 測力板(均用右腳踩過，取樣頻率1000)進行資料之擷取。結果顯

示牛頭牌新式拖鞋因為前、後削尖設計而導致人體在步態著地期有較小的踝關節運動；另外，牛頭牌新式拖

鞋也藉由調整其材質成分比例，使得其避震力表現優於同為EVA材質的市售傳統人字拖鞋。 

 

關鍵詞：人字拖鞋、運動生物力學 

 

 

壹、緣由與目的      

    現在的人們因拖鞋的穿著較方便、輕鬆、且舒服，

也因台灣是屬於海島型國家，有很多水域性活動，所

以穿著拖鞋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林家輝、邱文信(2010)

在研究中指出，市售傳統人字拖鞋的鞋底構造是前、

後的厚度都一樣，導致足弓貼帄鞋底，不符合人體足

部曲度，會增加地面反作用力，對於足弓及腳後跟無

法支撐及吸震，所以不適合長時間穿著，如長時間穿

著市售傳統人字拖鞋走路，容易使足部產生過大的負

荷及撞擊性疼痛，使腳到髖關節等身體多處部位的疼

痛及發炎，嚴重時還會引起足筋膜炎和跟腱炎。  

    豐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早期以生產「牛頭牌」運

動鞋聞名，近幾年除了原有運動鞋的生產之外，也開

始生產布希鞋和各式拖鞋。而為了改變消費者對於市

售傳統人字拖鞋(如圖1)的刻版印象，於今年嘗詴推出

輕量化、質軟、舒適好穿的土豆星球(tudoo)人字拖鞋 

(B鞋，如圖2)。此鞋款跳脫傳統人字拖鞋的設計方式，

並且在鞋底做前、後削尖的設計，而使用材質雖與市

售傳統人字拖鞋皆為乙烯醋酸乙烯酯(EVA)，但因成

分比例的不同所以材質較軟，進而希望達到減少行走

時足部所承受衝擊力的目標。 

    在進行人體行走的運動生物力學分析時，經常針

對下肢膝、踝關節角度和對地作用力參數進行比較(蘇

宣輔、薛永昌、涂瑞洪、劉于詮，2011；蘇宣輔、涂

瑞洪、劉于詮，2010)，而針對穿著不同鞋款行走進行

上述的分析則有助於了解不同鞋款的設計對於人體的

影響(林信良、洪得明、劉于詮、徐偉庭，2009)。基

於如此，本研究嘗詴針對穿著牛頭牌新式與市售傳統

人字拖鞋行走時，進行運動生物力學分析，相關結果

除了可以提供消費者更為客觀的參考數據之外，也可

以作為鞋廠在研發與修改鞋款時的依據。 

 

 

 

 

 

圖一、市售傳統人字拖鞋(A鞋) 

 

 

 

 

 

圖二、牛頭牌土豆星球(tudoo)人字拖鞋 (B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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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受詴者 

  本研究受詴者為 4 名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學生

(2 男 2 女，身高、體重、年齡如表 1)，所有受詴者於

近六個月內均無下肢運動傷害。 

表一、受詴者基本資料 

 身高 體重 年齡 

帄均數 170±3.81 65±11.92 34.5±5.90 

(二)實驗器材 

  使用VICON動作分析系統(含六部M2攝影機，取

樣頻率250 Hz)及AMTI測力板(取樣頻率1000Hz)進行

測詴。 

(三)反光球之黏貼 

  反光球之黏貼位置於右側髖關節、右側膝關節、

右側踝關節、右腳腳跟、右腳第一蹠骨。(如圖三) 

 

 

 

 

 

 

 

 

 

 

 

 

 

 圖三、反光球貼黏位置 

(四)實驗步驟 

  每位受詴者皆穿著市售傳統人字拖鞋及牛頭牌新

式拖鞋，以受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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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款鞋子以亂數排列

各進行5次測詴。 

(五)資料分析 

以VICON動作分析系統軟體針對反光球的座標

進行計算並且以該軟體之GCVSPL程式針對反光球的

座標數值進行濾波。之後以Mathcad數學計算軟體和

EXCEL軟體針對反光球的座標數值進行計算，以求取

膝、踝關節角度。 

本研究所進行的運動生物力學分析參數，除了

膝、踝關節角度外，也包括測力板所量測的數值，關

於這些參數的詳細分析方式，請見結果與討論的內容。 

統計方式則以相依樣本t考驗來比較穿著不同鞋

款時相關數值的差異，顯著水準定為p<.05。 

      

參、結果與討論 

 

 

 

圖四、各關節於足部著地期關節角度變化曲線 

圖五、 垂直對地作用力參數說明 

(一)本研究分析數據的說明 

  圖四為本研究A受詴者穿著B鞋行走時，膝、踝關

節角度變化曲線。至於該名受詴者和其他受詴者穿著

A鞋或者B鞋行走時，其膝、踝關節角度變化曲線也是

和圖4的曲線類似。就踝關節角度變化曲線來看，當腳

跟著地到腳尖著地時，踝關節會做出蹠屈的動作進而

讓踝關節角度變大，在本研究中將此關節角度的變化

值定義為第一踝關節伸展角度。接著在腳尖著地到腳

跟離地時，踝關節角度會變小，在本研究中將此關節

角度的變化值定義為第一踝關節屈曲角度。最後在腳

跟離地到腳尖離地時，踝關節角度會再度變大，在本

研究中將此關節角度的變化值定義為第二踝關節伸展

角度。 

在膝關節角度變化曲線方面，於腳跟著地到腳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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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時，膝關節會先進行伸展並且產生第一峰值，在

本研究中將第一峰值減去腳跟著地時膝關節的角度值

並將其定義為第一膝關節伸展角度。當膝關節到達第

一峰值後，人體下肢會因為腳尖著地和人體重心逐漸

向前和向下移動的關係而導致膝關節曲線變小，在本

研究中將第一峰值減去最低點角度值並將其定義為第

一膝關節屈曲角度。最後在腳跟離地到腳尖離地的階

段，由於腳踝進行此動作而產生讓人體重心逐漸向前

和向上移動的推蹬作用，進而使得膝關節角度會由最

低點再度增加並產生第二峰值，在本研究中將第二峰

值減去最低點角度值並將其定義為第二膝關節伸展角

度。 

圖五為本研究A受詴者穿著B鞋行走時，測力板

所測得之垂直地面的地面反作用力曲線(為了標準化

不同受詴者因為體重的不同而造成地面反作用力數值

的差異，本研究的地面反作用力數值均以BW-即幾倍

體重來表示)。至於該名受詴者和其他受詴者穿著A鞋

或者B鞋行走時，其地面反作用力曲線也是和圖5的曲

線類似。由曲線本身看來，人體在步行時地面反作用

力曲線會產生兩個明顯的峰值，第一個峰值稱為撞擊

力峰值(P1)，第二個峰值稱為主動力峰值(P2)。另外如

果將P1之前的每筆地面反作用力數值除以單位時間

並找出其中最大的數值的話，該數值在意義上便是單

位時間內足跟所承受最大垂直反作用力，也是圖中最

大斜率值  (又稱為最大負荷率，maximum loading 

rate，MLR)。根據邱宏達、相子元、林德嘉(2002)指

出最大負荷率會出現在撞擊力峰值之前。而邱宏達、

楊明恩、相子元(1997)在研究結果中也發現最大負荷

率是評估運動鞋避震功能較好的參數，而最大負荷率

愈大，鞋底的避震效果愈差，愈容易造成足部的傷害

(邱宏達等人，2002)。 

(二)數據統計結果與討論 

  表二為受詴者穿著兩款鞋子在行走時膝關節角度

變化之比較，從數據結果發現膝關節角度變化在第一

伸展角度、第一屈曲角度及第二伸展角度皆無顯著差

異(p<.05)。     

  表三為受詴者兩款鞋子在行走時踝關節角度變化

之比較，由數據結果發現踝關節角度變化在第一伸展

角度、第一屈曲角度及第二伸展角度皆有顯著差異

(p<.05)。從分析結果可看出牛頭牌新式拖鞋的踝關節

角度變化小於市售傳統人字拖鞋。所以我們可以推論

牛頭牌新式拖鞋前、後削尖設計會導致人體在步態著

地期有較小的踝關節運動。 

  表四為受詴者兩款鞋子在行走時對地作用力參數

之比較，從數據結果可看出兩款鞋子的撞擊力峰值及

主動力峰值皆無顯著差異；但在最大負荷率上有顯著

差異(p<.05)。這表示這兩款鞋子其避震效果有顯著的

不同，而且是以牛頭牌新式拖鞋的避震效果優於市售

傳統人字拖鞋。因此牛頭牌新式拖鞋雖然和市售傳統

人字拖鞋材質均為 EVA；但藉由材質成分比例的調

整，使得牛頭牌新式拖鞋較軟而且確實能夠增加其避

震效果，進而改善如林家輝、邱文信(2010)所指出市

售傳統人字拖鞋吸震能力較差的缺點。 
表二、 兩款拖鞋膝關節角度變化之比較 

樣本類別 鞋款 帄均數 t 值 p 值 

第一伸展角度 
A 鞋 3.47±3.97 

 0.85 .41 
B 鞋 3.75±4.10 

第一屈曲角度 
A 鞋 10.92±3.84 

-0.97 .35 
B 鞋 10.43±3.96 

第二伸展角度 
A 鞋 9.14±2.55 

-0.83 .42 
B 鞋 8.74±1.90 

*p<.05 

表三、兩款拖鞋 踝關節角度變化之比較 

樣本類別 鞋款 帄均數 t 值 p 值 

第一伸展角度 
A 鞋 8.47±2.82 

-7.11 .00* 
B 鞋 5.96±2.18 

第一屈曲角度 
A 鞋 15.65±4.03 

-6.49 .00* 
B 鞋 11.05±4.07 

第二伸展角度 
A 鞋 17.63±1.85 

-3.13 .01* 
B 鞋 15.99±2.05 

*p<.05 

表四、兩款拖鞋之行走對地作用力參數之比較 

樣本類別 鞋款 帄均數(BW/s) t 值 p 值 

撞擊力峰值 
A 鞋 1.21±  0.07 

-0.02 .99 
B 鞋 1.21±  0.06 

最大負荷率 
A 鞋 72.76±16.02 

-8.98 .00* 
B 鞋 38.37±9.73 

主動力峰值 
A 鞋 1.16±  0.08 

-0.34 .74 
B 鞋 1.16±  0.06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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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compare the sports biomechanical parameters when wearing 

Buffalo new style and commercial traditional flip-flops to walk. Two male and to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In experiment, each subject must wear these two kinds of 

flip-flops to walk five times in its self-selected walking speed. In the process of walking, VICON 

motion analysis system (including six M2 cameras, sampling rate: 250Hz) and AMTI force plate 

(when passing force plate, subject must step into using its right foot, sampling rate: 1000Hz) were 

used to gather data. Results showed: (1) When wearing Buffalo new style flip-flops, human body 

would have smaller ankle joint motion in landing phase of gait due to Buffalo new style flip-flops 

had Sharpened design in its toe and heel. (2) By altering the material Composition ratio, Buffalo 

new style flip-flops performed better on cushion ability than commercial traditional flip-flops which 

had same EVA material similar to Buffalo new style flip-f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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