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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髕股骨疼痛症候群是常見的膝關節運動傷害之一，好發於年輕的女性運動員。近年來有許多運動員使用肌內

效貼紮來減輕髕股骨疼痛症狀，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肌內效貼紮對於髕股骨疼痛的生物力學效益，受試者

共有 9 位髕股骨疼痛患者，觀察在上階梯時，肌內效貼紮前後的膝關節運動學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經過貼

紮後可有效降低上階梯時膝關節最大屈曲角度，表示肌內效貼紮可有效降低膝關節屈曲角度，使得關節壓力

減輕，避免髕股骨關節磨損及疼痛。 

 

關鍵詞：髕股骨疼痛症候群、肌內效貼紮、膝關節屈曲角度 

 
 

壹、緣由與目的 

  髕股骨疼痛症候群是常見的膝關節運動傷害，約

占了所有膝關節損傷中的四分之一。其中好發於年輕

的女性運動員，女性的發生率為男性的 2 到 3 倍

(Kenneth & David, 1986)。髕股骨疼痛症候群主要指膝

關節前側及周圍疼痛症狀，患者通常會抱怨在上下樓

梯、蹲、跪、跑、跳躍、長時間坐後站起來、攀爬等

日常生活活動時，感到膝關節週遭及前側疼痛。 

  許多學者認為發生機制是由於髕骨與股骨間的移

動軌跡出現異常，導致髕骨在滑動時與股骨接觸面積

減少，使得髕股骨關節面壓力異常提高；而關節面壓

力提高的另一原因是關節作用力增加。髕股骨關節作

用力會隨著膝關節屈曲角度增加而增加，若髕股骨關

節疼痛的運動員作大範圍且重複性的膝屈曲伸直運

動，長期下來膝關節疼痛症狀會更加明顯。Crossley, 

Cowan, Bennell, 與 McConnell (2004) 研究發現髕股

骨疼痛患者在上下階梯時，站立週期的最大膝屈曲角

度都比健康控制組小，這些研究學者認為髕股骨疼痛

患者改變膝關節屈曲角度的原因是為了減少關節反作

用力與降低疼痛所作的步態策略。 

  在 運動競 技場上 ， 除了髕 骨貼紮  (Patella 

taping)，許多運動員也使用肌內效貼紮 (Kinesio taping) 

來治療髕股骨疼痛症候群。相較於髕骨貼紮，肌內效

貼紮彈性較佳，且貼紮設計類似肌膚，可完全服貼皮

膚，不會影響運動員的肢體活動與運動表現。然而，

目前少有研究針對肌內效貼紮對於髕股骨疼痛症候群

患者的運動學影響分析，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髕股

骨疼痛患者在上階梯時，肌內效貼紮是否會影響膝關

節運動學。 

 

貳、材料與方法 

  本實驗對象為 9 位髕股骨疼痛症候群受試者，其

中男性 2 位，女性 7 位，平均身高 163.4±7.7 公分，

平均體重 61.1±11.1 公斤，平均年齡 25.0±5.5 歲，年

齡範圍為 19 到 35 歲，平均疼痛持續時間為 4 年。所

有受試者先經過臨床醫師檢查，再由資深物理治療師

進行受試者篩選。收案標準為：(1) 下列活動(上下階

梯、跪、單腳跳、跑、走斜坡、蹲、長時間坐姿後站

起)其中至少 2 項以上活動出現髕骨前側或周遭疼

痛，且症狀至少持續一個月以上；(2) 給予觸診及阻

力測試時會出現髕股骨關節疼痛。排案標準為：(1) 下

肢骨折或開刀病史、膝關節退化疾病或其他軟組織疾

病；(2) 頭部外傷病史影響平衡協調功能；(3) 對貼紮

過敏或有皮膚疾病、長期服用止痛劑或類固醇者。 

  本實驗利用木製階梯作上階梯測試(階梯高度

20.5 公分)，使用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及 8 台高速攝影

機。受試者身上貼上 14 顆反光標記後，請受試者以每

分鐘 96 步步速，作 5 次的上階梯測試。資料收集分為

無貼紮及肌內效貼紮二種測試，受試者測試順序為隨

機。 

  本研究使用的貼布為肌內效貼布(KinesioTM tex 

tape，日東電工株式会社，日本)，貼紮手法為矯正髕

骨外移貼紮法(Kase, K., Wallis, J., & Kase, T. 2003)，在

髕骨內側中線固定起始端，再將兩條 Y 形分支由髕骨

上下緣分別向外側貼拉，兩條分支終點在髕骨外側形

成交會(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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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肌內效貼紮─矯正髕骨外移貼紮 

  反光標記的運動軌跡經 Vicon Nexus 動作分析系

統作資料輸出，利用尤拉角公式及 Matlab 程式分析膝

關節三維角度變化，分析的變數為上階梯時患側在站

立週期的膝關節最大角度。統計方法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貼紮前後的差異(SPSS, V12.0)，資料以 p

＜0.05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參、結果與討論 

  結果顯示膝關節最大屈曲角度有顯著差異(p＜

0.05，表一)，發現貼紮後的站立週期膝關節最大屈曲

角度小於貼紮前，表示經過矯正髕骨外移貼紮後，上

階梯時膝關節屈曲角度有降低的效果。 

  Herrington, Malloy 與  Richards (2005) 徵 

召 10 位健康受試者，給予髕骨貼紮後發現，在 

下階梯測試時站立週期膝關節最大屈曲角度比貼紮前

降低，Herrington 認為 McConnell 發明的髕骨貼紮，

是用貼紮將髕骨向內拉的方式來固定髕骨位置，而髕

骨位置的改變也會使關節面壓力受到變化，限制膝關

節活動控制以減輕關節磨損。而本研究結果與 

Herrington 研究結果類似，雖然使用的是肌內效貼紮

技術，但貼紮手法與髕骨貼紮類似，這會使肌內效貼

布對髕骨產生一向內的回縮拉力，以固定髕骨位置，

降低關節活動。 

  在膝關節三維運動中，研究結果僅膝關節最大屈

曲角度有顯著差異，在膝關節旋轉與內收亦有角度上

的變化，但卻沒有顯著差異，可能是因為上階梯動作

的行進方向為矢狀面，膝關節冠狀面及橫狀面角度只

有微小的變化。未來研究將可以加入轉身或橫向移動

的動作，來觀察肌內效貼紮對於髕股骨疼痛受試者在

膝關節其他動作平面上的影響與改變。 

表一、比較肌內效貼紮前後膝關節活動最大角度 

 

伍、結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經過矯正髕骨外移貼紮後，可降

低髕股骨疼痛症候群受試者在上階梯時膝關節屈曲角

度，進而降低髕股骨關節壓力，避免髕股骨關節磨損

及疼痛。未來研究將加入轉身活動設計，以進一步探

討肌內效貼紮對膝關節冠狀面和橫狀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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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曲 內收 內轉 外轉 

貼紮前 73.9±5.9 3.7±3.7 5.7±4.4 -3.6±2.9 

貼紮後 72.4±6.5 1.4±3.2 6.4±4.6 -3.7±4.0 

p value 0.01a 0.15 0.25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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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is one of the common sports injuries at knee in female athletes. Many 

athletes have recently used the kinesio taping to relieve patellofemoral pai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kinesio taping on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Nine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knee kinematic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use of 

kinesio tap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knee flex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kinesio taping during stair ascend.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patellofemoral joint pressure could 

be reduced due to decreased knee flexion following kinesio taping. Kinesio taping would be 

beneficial to prevent articular surface wear and pain for the victims of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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