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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針對運動員，探討運動貼布對於其下

肢柔軟度、肌力、肌耐力、爆發力、動態平衡等

運動功能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以 37 名大學運動

員，隨機分為三組(肌貼組、白貼組及控制組)，

進行功能性運動表現測試，包括主動踝關節背屈

與蹠屈活動度、垂直跳、肌力、肌耐力、及動態

平衡測試。最後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來比較三組

之間數據的差異，結果顯示在踝關節主動蹠曲角

度上，白貼組相對於控制組有顯著的下降

(P<.05)，肌力部分則是肌貼組相對於白貼組有達

到顯著的上升(P<.05)，其餘各項測試數值沒有達

到顯著差異。 

 

關鍵詞 : 肌內效貼布、功能性運動表現測試、

柔軟度、肌力、動態平衡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Kinesio taping and 
sports taping in lower extremity flexibility, 
muscles strength, muscles endurance, muscles 
power, dynamic balance for athletes. Thirty 
seven college athle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kinesio taping (KT) group, 
Sports taping (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Functional performance testing included the 
active ankle dorsiflexion and plantar flexion, 
vertical jump, muscles strength, muscles 
endurance and dynamic balance test. At last, 
we used the one-way ANCOVA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are displayed in the active plantar flexion of the 
ankle joint angle, ST group relative to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05), 
KT group relative to the ST group achieved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muscle strength (P 
<.05), the rest of the test values didn’t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Keywords ： Kinesio taping, Functional 

performance testing, Flexibility, Muscles 
strength, Dynamic balance 
 

二、 緣由與目的 

  運動比賽中常見運動員使用肌內效貼布(肌

貼)和傳統運動貼布(白貼)，其目的在於保護身體

組織及增進功能性的表現。肌內效貼布是由 Dr. 

Kase (1980)所設計出來的一種彈性貼布，在亞

洲地區受到廣泛的使用。肌貼不同於一般傳統的

彈性貼布，特殊的編排和黏性讓它擁有透氣、防

水的效果，也可減小對皮膚的不適感。肌貼的延

展性極佳，約可達原來長度的 130~140%左右，

可以允許人體動作時的肢體活動。其效用包括身

體矯正、間隔回復、放鬆筋膜、支持韌帶和肌腱、

動作矯正及促進淋巴液的循環。雖然至今這些假

說尚未被證實，但肌貼已廣泛應用於臨床、復

健、骨科及運動員身上 (Kase et al., 1996; Kase 

& Wallis, 2002, 2003) 。白貼沒有彈性且不透

氣，但固定效果佳，可以增加關節穩定性，相對

會限制關節活動度，常用於腳踝貼紮使用。它可

以預防腳踝扭傷，固定受傷的腳踝預防再一次的

傷害，且在復健過程中扮演關節穩定的重要角色 

(Karlsson, Swärd, & Andréasson, 1993) 。 

  肌貼能改善局部區域的血液及淋巴循環，白

貼反而會限制關節活動，產生組織液聚積的情

形。白貼唯一優於肌貼的功能是能夠較有效的矯

正關節的位置。然而，目前比較多研究是針對貼

布對於運動傷害的預防 (Firer, 1990) 、減少發

炎 反 應 及 降 低 疼痛  ( 王 瀅 瑄 等 ， 2008; 

Garcίa-Muro, Rodrίguez-Fernández, 

Herrero-de-Lucas, 2010) 、改善血液與淋巴循

環 (張曉昀、蔚順華、鍾宇政、林志峰、王淳厚，

2005) 以及增進本體感覺功能 (游麗君，2005; 

Robbins, Waked, Rappel, 1995) ，但是在降低

肌肉疲勞程度及痙攣的發生 (游麗君，2005) 與

改善肌肉功能 (Lin, Hung, & Yang, 2011) 上，

並沒有明確的效果，另外只有少數研究著墨於肌

內效貼紮改善關節活動度及柔軟度  (Merino, 

Mayorga, Fernández, Torres-Luque,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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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ng, Hsieh, Lu及Su (2011) 等學者徵召

一般健康男性 19 位及女性 12 位於未貼紮及貼

紮後的情況下進行垂直跳及小腿肌電活性的測

試，其中包含肌貼和假性貼布(placebo tape)。結

果顯示，使用肌貼後垂直跳的地面反作用力會增

加，但垂直跳的高度並不會有所差異；然而，在

使用假性貼布後，垂直跳的高度下降，但垂直跳

的地面反作用力並沒有改變。雖然肌貼組其內側

腓腸肌(medial gastrocnemius)的肌電圖活動有

增加的趨勢，但並沒有觀察到顯著的肌電圖活動

改變於兩組的內側腓腸肌、脛前肌 (tibialis 

anterior)和比目魚肌(soleus)。這個研究得到的結

論是假性貼布對於穩定、保護有較佳的效果，但

相對而言會限制住踝關節的動作；肌貼則對於內

側腓腸肌的肌力及彈跳力有較佳的效果。 

  Briemet al. (2011) 等學者找來 51位健康男

性運動員測試雙踝的穩定性，於突然內翻干擾的

情況下用表面電極記錄腓骨長肌(fibularis 

longus)的肌電圖活動。每一位受測者腳踝有三種

受測狀況：無彈性的運動白貼、肌貼和沒有貼紮

的控制組。相較於控制組，腳踝使用白貼後肌肉

有較大的活動，但肌貼組對於增加肌肉平均或最

大的活動並沒有顯著的效果。研究結論為無彈性

運動貼布會增加動態時腳踝的穩定度，但肌貼卻

不是透過同樣的機制來預防腳踝扭傷，且研究中

它對於腓長肌的活動是沒有影響的。 

  由以上我們發現，對於運動表現部分並未有

相關研究被發表，也較少比較不同貼布對於運動

功能表現之影響。固本研究針對運動員進行測

試，目的在於探討不同貼布的運用是否會影響運

動表現。 

 
三、 材料與方法 

(一) 受試者 

  測試對象為 37 位運動員，平均年齡為 19.86

歲，平均身高 173.49 公分，平均體重 70.57 公

斤，受試者下肢均無發生骨骼肌肉系統傷害否則

將於已排除。37 名受試者用抽籤的方式隨機分配

到三組分別為肌貼組、白貼組、控制組。 

(二) 實驗器材及測試方法 

1. 主動踝關節背屈與蹠屈活動度測試： 

  受測者坐在治療床上雙腳懸空，膝蓋彎曲 90 

度，固定脛骨及腓骨，以一般關節角度量角器測

量慣用腳踝關節背屈及蹠屈的主動關節角度，取

三次之平均數代表踝關節關節活動度 (圖 1) 。 

2. 垂直跳測試： 

  雙腳與肩同寬，用慣用手拿一粉筆於雙腳著

地時將手盡可能的伸直並畫一橫線，在手持續保

持伸直的狀態下垂直往上跳，畫另一橫線，用皮

尺量出距離差，取三次之平均數代表其垂直跳高

度(圖 1)。 

3. 肌力測試： 

    受測者平躺於地上，雙腳伸直，用

microFET3 徒手肌力器 （ Hoggan, Health 

Industrial , UT, U.S.A.）做量測，將儀器貼牆，

將慣用腳放在儀器上做踝關節蹠屈，施力點是在

第一和第二蹠骨間。受測者踝關節的起始角度為

90 度，在測試時需固定受測者的骨盆，取三次

之平均數代表其踝關節蹠屈肌力(圖 2)。 

4. 肌耐力測試： 

    受測者將非慣用腳彎曲抬離地板，慣用腳則

是踏在地板上。請受測者慣用腳做墊腳尖的動

作，注意膝蓋不可彎曲，測試者先看受測者可抬

高之高度(原始高度)，接下來按照此標準來計算

受測者可墊腳尖幾次，當受測者連續三次無法抬

高到原始高度的一半時，表示肌耐力不足，即可

停止測試(圖 3)。 

5. 動態平衡測試： 

  在地板上貼 10 個標示，距離因身高的不同

而有所改變，受者必須按照地板上的標示，跟著

數字單腳跳，測試者計算錯誤次數來判定受測者

的動態平衡能力。錯誤又分為平衡錯誤和著地錯

誤，兩個加起來就是動態平衡錯誤，此錯誤次數

越多代表受測者動態平衡越差(圖 4)。 

  
圖 1、主動踝關節背屈與蹠屈活動度測試(左圖) 

及垂直跳測試(右圖) 

 
圖 2、肌力測試 

 

 

 

 

 

 

 

 

圖 3、肌耐力測試 圖 4、動態平衡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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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分析 

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三組之間的踝關節角

度、垂直跳高度、肌力、肌耐力、動態平衡數據

之關係，將受測者前測資料當作共變因子。 

 

四、 結果與討論 

  經由實驗結果顯示受測者在踝關節主動蹠

曲角度上，白貼組相對於控制組有顯著的下降

(P<.05)，肌力部分則是肌貼組相對於白貼組有達

到顯著的上升(P<.05)，其餘各項測試數值沒有達

到顯著差異。代表白貼能夠有效的限制踝關節做

出蹠曲動作，而肌貼在於肌力的部分能夠有效提

升，但在其他測試項目上，本實驗結果沒有發現

有效改變(表 1)。 

  Bicici, Karatas 及 Baltaci (2012) 等學者做

了六種功能性運動測試，分別為單腳跳測試、單

腳跨越障礙測試、站立墊腳尖測試、垂直跳、星

型平衡測試(SEBT) 、KAT 動作分析儀；於四種

情況下進行，分別為肌內效貼布、傳統彈性貼

布、假性貼紮、沒使用貼布；結果發現在於肌內

效貼布及傳統彈性貼布情況下，單腳跨越障礙測

試相對於其他兩組有較快完成時間；傳統彈性貼

布在站立墊腳尖測試及垂直跳高度的數值相對

於其他三組則會有顯著的下降。 

  綜合之前的研究可見使用肌貼以及白貼能

夠幫助我們穩定踝關節，肌貼是以增加肌力來提

升平衡能力，而白貼是固定及限制關節角度，以

白貼貼於皮膚上給予本體覺增強回饋，使得平衡

能力上升，但白貼相對的會造成我們的關節角度

受到限制，以致於在垂直跳的表現上面受到影

響。 

表 1、功能性運動表現測試數據 

測量變數 肌 貼 組

(n=12) 

白 貼 組

(n=12) 

控 制 組

(n=13) 

背屈角度(deg)  16.34±1.29 14.62±1.33 17.63±1.2

8 

蹠屈角度(deg) 50.55±1.64 45.84±1.65* 54.43±1.5

8* 

垂 直 跳 高 度

(cm) 

48.84±1.10 49.45±1.10 48.92±1.0

6 

肌力(lbs) 97.59±4.52* 83.41±4.51* 84.70±4.3

9 

肌耐力(次數) 47.76±2.72 48.42±2.72 51.06±2.5

9 

動態平衡 ( 分

數) 

22.63±3.36 27.94±3.33 31.63±3.2

0 

*P<.05 

五、 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結果顯示白貼會使關節角度受到

限制，肌貼能夠增加肌力，兩者對於本實驗所進

行的功能性運動表現測試均無顯著的影響，未來

可以針對不同運動項目所需的功能性運動表現

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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