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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觀察目前市面上三種不同運動褲對於運動表現之影響。方法：本研究招募 8 位女性受試者(身高 163.1±5.9

公分；年齡 22.75±2.49 歲；體重 55.76±5.55 公斤)，使用儀器為 Casio EX-F1 高速攝影機擷取垂直跳躍時的關

節角度變化、Kistler 測力板擷取垂直跳躍時的力量變化及紅外線計時器觀察跑步時的速度，進而分析 30 公尺

衝刺跑步速度、執行垂直跳的起跳衝量、起跳爆發力、跳躍高度和落地時的下肢勁度等動作表現進行探討。

並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種不同運動褲對運動表現之影響。結果：穿著一般運動束褲、寬鬆運動褲及

機能運動束褲在 30 公尺衝刺跑步速度、執行垂直跳的起跳衝量、起跳爆發力、跳躍高度及落地時的下肢勁度

表現均無顯著差異(p>.05)。結論：目前市面上機能運動束褲無法提供較佳的運動表現。建議：未來可針對機

能運動束褲加入運動科學的介入，近一步針對運動項目的動作特性及活動的主要肌群，開發一款既可以增進

運動表現又可以防止運動傷害的機能運動束褲。 

 

關鍵字：垂直跳、爆發力、跳躍高度 

 

 

壹、 緒論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穿著運動束褲來參與運動，

而運動束褲剛開始是應用在醫學方面(Sigel, Edelstein, 

Savitch, Hasty, & Felix Jr, 1975)），有研究指出，穿著

運動束褲對延遲性肌肉痠痛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ness, DOMS)患者可以降低在肌肉最大自主收縮時

肌肉疼痛的症狀(Pearce, Kidgell, Grikepelis, & Carlson, 

2009)，而後漸漸被應用在運動上面，一項調查指出，

近年來參加田徑比賽的優秀運動員皆穿著運動束褲

(Doan et al., 2003)，有此可知目前運動束褲已經普及

化，並廣泛運用於實際運動上；早期關於運動束褲的

研究指出，接受手術後的運動員穿著運動束褲後可以

增加靜脈血液的流動；也有學者探討運動束褲對於骨

骼肌肉系統的影響，發現穿著運動束褲可以提昇身體

知覺的靈敏及提昇肌肉的磷酸二酯 (phosphodiester, 

PDE)的密度並有效降低身體中體液酸鹼值 (Trenell, 

Rooney, Sue, & Thompson, 2006)。 

Berry and McMurray (1987) 是最早將運動束褲研

究運用在運動方面，研究指出，穿著運動束褲可增加

血流量及降低血液乳酸 (Berry & McMurray, 1987; 

Doan et al., 2003; Kraemer et al., 1996)，並且，穿著運

動束褲從事運動時可增加反覆跳躍的力量(Kraemer et 

al., 1996)，提昇皮膚溫度及短距離衝刺的運動表現

(Higgins, Naughton, & Burgess, 2009)，也可藉由運動束

褲改善肌肉活動，進而減少運動後骨骼肌肉系統的損

傷(Trenell et al., 2006)，亦有學者指出穿著運動束褲可

以提昇肌肉力量、減少肌肉疲勞及肌肉的顫動，亦可

以改善在運動後肌肉的運動傷害(Kraemer et al., 1996)

及肌肉收縮的方式(Doan et al., 2003)。 

隨者台灣紡織產業的蓬勃發展，對於許多不同材

質的研發也日新月異，近期運動束褲已發展出在束褲

外表面多了一種高強度彈性的材質，並針對膝關節周

圍加以補強。其構想主要藉由外部的高強度彈性的材

質提供使用者外來的支撐功能及反彈性能，以提昇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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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的力量及包覆的性能，而此種機能型運動褲已成為

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運動束褲之一。 

然而，目前許多運動表現的檢測只透過單一的肌

力進行觀察，例如：提昇皮膚溫度 (Higgins et al., 

2009)、增加血流量(Berry & McMurray, 1987; Doan et 

al., 2003; Kraemer et al., 1996)、提昇肌肉力量(Kraemer 

et al., 1996)、改善跳躍力量(Kraemer et al., 1996)、減

少肌肉震動(Kraemer et al., 1996)；但是，在實際的運

動表現上是由多關節相互搭配而構成的，人體在運動

表現時為會因為不同動作策略，改變其運動表現。單

一的檢測不能完全代表人體的實際運動表現(梁日蕾

&邱宏達, 2011)，因此，本研究探討市售的運動束褲

是否可提昇實際運動表現。本研究假設為：1.穿著機

能運動束褲較一般運動束褲可提昇跑步速度；2. 穿著

機能運動束褲較一般運動束褲可提昇跳躍 (肌力) 表

現；3. 穿著機能運動束褲較一般運動束褲可預防運動

傷害。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招募 8 位女性受試者，年齡 22.75±2.49

歲，身高 163.1±5.9 公分，體重 55.76±5.55 公斤，受

試者條件為：（1）在下肢部份無特殊骨骼肌肉的傷害。

（2）無使用任何會影響荷爾蒙的營養品。在接受測試

前，告知實驗流程，並請受試者填寫同意書，在進行

實驗過程中，若有感覺不舒適，隨時可以終止實驗進

行，並將該受試者相關資料一併刪除，以確保個人資

料的保護。 

二、研究器材 

本研究使用高速攝影機(Casio ex-f1, Taiwan,頻率

設為 300 Hz)擷取跳躍時的著地關節角度以提供下肢

勁度的計算，利用 Kistler 測力板  (60 90 cm, 

model:9265, Switzerland, 頻率設為 1000Hz)擷取起跳

過程的力量曲線透過垂直力量計算起跳衝量，離地時

間換算跳躍高度，並透過力量與時間的比值計算爆發

力，再利用紅外線計時器觀察 30公尺的速度變化。 

三、實驗設計 

(一)實驗流程 

主要使用三種不同的運動褲，分別為：寬鬆的運

動褲，並作為對照組；一般運動束褲；機能型運動束

褲；本研究所使用的運動褲大小均為 M號，如下圖一

所示。 

在每位受試者穿著後皆有 10分鐘的適應，若在此

過程覺得不合身或感覺不舒適，即可立即退出實驗，

並將所有已收集的資料進行刪除。 

 

圖一、運動褲種類： 

寬鬆的運動褲(圖左)；一般運動束褲(圖中)；機能型運動褲(圖右)。 

實驗流程：以平衡次序法讓受試者分別穿著三種

不同的運動褲進行實驗，本實驗共分為二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 30 公尺衝刺：利用紅外線計時器，測驗

30公尺衝刺跑的成績再換算成速度。在實驗前請受試

者使用跑步機做 5分鐘的熱身，而後請受試者穿上分

別穿著三種不同的運動褲進行 30公尺衝刺，分別穿著

每種類型褲子進行衝刺 3次，組間休息 5分鐘，在不

同的運動褲測驗時，相距 10分鐘，並於測驗前詢問選

手有無疲勞之情形。 

第二階段為執行垂直跳之動作表現測驗：將反光

球黏貼於受試者，請受試者站在於測力板上，以自己

最大的力量往上跳，在執行蹲踞跳垂直跳時，雙手放

置腰間，聞”跳躍”口令後，立刻執行下蹲後往上跳躍

之動作。動作過程中必須在測力板內進行。分別穿著

每種類型褲子進行最大垂直跳躍 3次，組間休息 5分

鐘，在不同的運動褲測驗時，相距 10分鐘，並於測驗

前詢問選手有無疲勞之情形。第一階段測試與第二階

段測試分別間隔一日。 

 (二)資料分析： 

1. 跑速：觀察受試者在 30 公尺衝刺的速度，起跑時

採半蹲式起跑，當受試者起跑後會啟動第一個紅外線

感測器(t1)，到達 30 公尺處會啟動另一個紅外線感測

器(t2)，將 30公尺兩處的時間差值計算得知速度(V)參

數 (V=30m / t2-t1)。 

2. 衝量：在垂直跳起跳期間，身體所產生的動量，利

用測力板所擷取之垂直力量，先除以該受試者體重進

行標準化(Normalize)，並定義人體在靜止時的加速度

為零，再將其曲線積分後得到速度曲線，當速度為零

時即為下蹲與起跳的轉換點，然而，起跳衝量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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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起跳的轉換點到離地瞬間的力量積分值。 

3. 爆發力：執行垂直跳動作時，起跳瞬間力量與時間

的比值。利用下蹲與起跳的轉換點 (t3, f3) 到最大力量

(t4, f4) 的時間與力量的變化比值 (P= f4-f3 / t4-t3)。 

4. 跳躍高度：利用測力板擷取跳躍時的騰空時間，經

由自由落體公式( )換算出跳躍高度。 

5.下肢勁度：指地面反作用力與膝關節角度之比值位

(BW / Degree)。本研究將地面垂直反作用力除以該受

試者體重進行標準化，並以體重倍數值，單位為 

BW(Body weight)表示。在關節角度部分，則利用攝影

系統擷取影像後再經 silicon coash 分析膝關節角度，

最後，計算出地面反作用力與膝關節角度之比值，此

為本研究定義之下肢勁度。當落地時會產生最大的下

肢勁度(Osu, R., & Gomi, H. ,1999;黃韻靜 et al., 2006

陳家祥，2010)。 

本研究之高速攝影機的頻率只能設定為 30，

300，600，1200 Hz，而取其 300 Hz，將測力板的頻

率設為 1000 Hz，故本研究採用內插方式，將關節角

度及測力板的參數接校正為 3000 Hz 再進行同步計

算。 

(三)統計方法：受試者所有測試的參數皆使用三次施

測之平均數進行表示。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比較三種不同的運動褲對於運動表現之影響，顯

著水準訂為 α= .05，若達顯著水準則進行事後比較。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穿著一般運動束褲、寬鬆運動

褲及機能運動束褲在 30 公尺衝刺跑步速度、執行垂直

跳的起跳衝量、起跳爆發力、跳躍高度及落地時的下

肢勁度表現均無顯著差異(p>.05)。與研究假設不符。

過去相關研究指出穿著機能運動束褲可改善短時間無

氧系統能力(Higgins et al., 2009)，並提供較佳之運動表

現(Doan et al., 2003)。但，在本研究結果指出，穿著機

能運動束褲與一般運動束褲、寬鬆運動褲對運動表現

均無差異。 

然而，透過差異率： 

 

 

 

觀察，可了解運動表現改變的結果(楊雯雯, 劉博豪, 

Smith, &陳婉菁, 2010)，如圖二。 

 

圖二、機能與一般運動束褲對運動表現之差異率 

一、機能運動束褲對跑步速度的影響 

目前有許多研究使用運動束褲及束衣用於運動表

現的研究，穿著運動束褲及束衣可以提昇衝刺表現及

肌力表現，相關研究指出穿著運動束褲可以提昇 20

公尺衝刺的運動表現，相較於控制組(一般運動褲)，

運動束褲提昇了 34% ；但在跳躍表現上沒達到顯著

效果(Higgins et al., 2009)。另外有研究指出，穿著運動

束褲在 10 公尺的衝刺表現較有漸入佳境的趨勢

(Duffield, Cannon, & King, 2010)。上述研究的測驗距

離均較短於本研究的測驗距離。故，本研究探討 30

公尺的跑步速度，結果發現穿著機能運動束褲對衝刺

速度沒有改善，如圖三。 

 

圖三、30 公尺衝刺跑步速度 

二、機能運動束褲對肌力的影響 

機能運動束褲對跑步速度下無顯著差異，但，可

提供快速運動之表現(Higgins et al., 2009)。因此本研究

針對短時間肌力表現進行測驗，並檢驗起跳衝量、起

跳爆發力及跳躍高度對穿著機能運動束褲與一般運動

file:///H:/123/Dropbox/20121121華人運動生物力學/20130410%20陳家祥%20不同的運動褲對於運動表現之影響.docx%23_ENREF_12
file:///H:/123/Dropbox/20121121華人運動生物力學/20130410%20陳家祥%20不同的運動褲對於運動表現之影響.docx%23_ENREF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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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褲、寬鬆運動褲的影響。 

穿著運動束褲可增加血流量，增加肌肉收縮

(Berry & McMurray, 1987; Doan et al., 2003; Kraemer 

et al., 1996)，進而可使肌肉產生更多的活化，並提昇

肌肉表現。相關研究指出穿著運動束衣可以顯著提昇

上肢肌力表現(Lambert & Dongas, 2006)。然而，本研

究探討起跳衝量、起跳爆發力及跳躍高度在穿著機能

運動束褲與一般運動束褲、寬鬆運動褲下均無差異，

如圖四、圖五和圖六。雖然在爆發力之運動表現上，

穿著機能運動束褲較一般運動束褲提昇 20 % (如圖

二)，但，因為受試者間的差異甚大(有進步，也有退

步)，故，無法在統計上的考驗達到顯著差異。 

三、機能運動束褲對運動傷害的預防 

本研究藉由下肢勁度的分析觀察運動傷害的預

防。然而，下肢勁度的表現是神經、肌肉、肌腱、韌

帶等肌肉骨骼系統整合之後的結果，也就是下肢所有

肌肉骨骼構造的勁度總和(Farley, Houdijk, Van Strien, 

& Louie, 1998)。本研究發現，穿著運動束褲從事運動

時，經由高處下落時未能提供膝關節更佳的穩定性，

無法減少落地垂直力量往上傳遞，如圖七。 

 

圖四、起跳衝量

 

圖五、起跳爆發力

 
圖六、跳躍高度 

 

圖七、下肢勁度 

四、综合討論 

許多相關研究均指出，穿著機能運動束褲可以提

昇肌力及運動表現，也有學者指出穿著機能運動束褲

可以減少運動後的肌肉損傷，穿著運動束褲從事運動

是有益的。儘管，目前在材料選用上可提供高彈性的

材質，並成功與運動束褲結合，且強調可增加運動表

現；但本研究針對市面上常見之運動束褲進行比較發

現均未能提供較佳之運動表現，歸納原因如下：其一，

可能機能運動束褲的材料特性無法符合肌肉收縮型

態，材料的選用前必須再針對動作特性進行比較分

析，其材料的彈性系數也必須要依肌力大小做調整，

若肌力較大之運動員，使用彈性強度不高的材料，其

功能作用於運動員上的效果差，進而可能阻礙運動表

現；反之，肌力較小之運動員，使用彈性強度較高的

材料，若本身的肌力不足，可能無法結合其材料的特

性，更可能造成運動傷害。另一方面，目前機能運動

束褲尚未符合人體肌肉走向、運動所需的肌群……等

元素；故未能提供與肌內效貼布相似之功能。 

然而，針對運動服裝加入功能性之設計，儼然成

為現今運動裝備的趨勢；但以機能運動束褲來說，尚

有許多機轉尚未釐清，有待於往後可加入更多的運動

科學，進一步針對運動項目的動作特性及活動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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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群，開發一款既可以增進運動表現又可以防止運動

傷害的機能運動束(衣)褲。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結果指出，目前市面上機能運動束褲未能

提供較佳的運動表現。 

二、建議 

肌內效貼布已廣泛被一般大眾喜愛，但肌內效貼

布價格昂貴，且不可重複使用，為推廣的一大難處。

然而，在機能運動束褲外部高拉力材質的設計，若可

以運動科學結合以人體骨骼系統作為參考，針對在運

動時主要特定肌群的收縮，在運動束褲外部增加高拉

力的材質來幫助肌肉收縮，增加肌肉在運動中有更好

的表現；因此，如何透過運動科學的介入，提供運動

的動作分析，肌肉強度測試及預防運動傷害的機轉，

等運動科學的相關依據，結合機能運動束褲的產品開

發，創造 1 加 1 大於 2 的附加價值，仍然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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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3 different sport garments currently sold on the market on 

sports performance. Methods: This study recruited eight female participants (height: 163.1 ± 5.9 

cm; age: 22.75 ± 2.49 years; body weight: 55.76 ± 5.55 kg). A Casio EX-F1 high-speed camera 

was used to capture the change of knee angle during vertical jump. A Kistler force plat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hange of vertical jump force. An infrared detector was used to record the running 

time. Running speed of 30 m, vertical jump take-off impulse and power, jump height, and landing 

stiffness were analyzed. One-way ANOVA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all 

parameters among the 3 different sport garment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running speed of 30 meter sprint, vertical jump take-off impulse and power, jump 

height, and landing stiffness among the 3 different sport garments (p>.05). Conclusions: Wearing 

the functional compression garment can not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general compression 

garment and loose pants. Applications: The current functional compression garments are not able 

to improve sports performance. Sports science should be applied to invent future functional 

garment for improving sports performance and preventing sports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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