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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配合着時代的潮流，商家推出各式各樣的運動機能褲，宣稱着有增強運動表現的功效，卻鮮

見商家說明穿著運動機能褲對於增進運動表現的相關實證資料。基於這樣的理由，因此，本研究的

目的想探討分別穿著一般運動褲、長壓縮褲、大腿壓縮褲和壓力小腿套對於成人男性靜態與動態平

衡能力、敏捷反應和垂直跳高距離的效果。方法：本研究以 12名有運動習慣之男性為對象，須分別

穿著一般運動褲、長壓縮褲、大腿壓縮褲、壓力小腿套進行測試。測試內容包含評估靜態平衡、動

態平衡、及運動能力(六角型敏捷測試與垂直跳高度)，所得數據資料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事後比較

檢定來分析四種機能運動褲的效果。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在靜態平衡測試，四種運動褲的比較皆無

顯著差異 ( p > .05 )。在動態平衡測試的結果，在非慣用邊，壓力小腿套顯著較一般運動褲佳，特別

在動態平衡測試的左後方及平衡總分 ( p < .05 )。在運動表現部分，在六角型敏捷測試與垂直跳測試

結果，四種運動褲的比較皆無顯著差異 ( p > .05 )。結論：本研究的結論是發現穿著壓力小腿套可改

善動態平衡能力，建議可穿著壓力小腿套在需要動態平衡的運動項目，如體操或籃球項目。 

    

   關鍵詞：壓力褲、姿勢控制、運動表現 

 

壹、緒論 

    近年來由於運動風潮興盛，市面上販售相關的運

動裝備也愈來愈多樣化，其中一類就是運動機能服

裝。這種運動使用的機能型紡織服裝在現今也在市場

上的銷量大增，越來越多運動員或休閒運動者穿著運

動機能服參與運動或競賽，台灣已是全世界主要機能

型紡織品的供應出口國，全球國際知名品牌有七成以

上使用的紡織品都由台灣製作 (孫慶龍，2012)，因

此，相關的運動機能型紡織產品應該具有市場上的潛

力，亦可協助傳統產業廠商往這些產品上發展，並藉

由整合廠商在保健及運動相關產業的特色協助開發機

能型紡織品。運動機能服 (sports kinetic suit) 或是運

動壓縮服 (sports compression garment) 是指給予人體

身體一個外在的壓力，並利用壓力差壓縮身體組織以

及其下之血管，用以改善靜脈的回流、加速血流速度、

提升氧氣輸送至肌肉的能力、並減少周邊水腫 (Ali, 

Caine, & Snow, 2007; Duffield & Portus, 2007; MacRae, 

Cotter, & Laing, 2011; Mayberry, Moneta, DeFrang, & 

Porter, 1991; Michael, Dogramaci, Steel, & Graham, 

2014)。其種類可分為全身性壓縮衣、長壓縮褲、短壓

縮束褲、及局部肢段類型 (如壓縮小腿套、壓縮襪、

壓縮手臂袖套) 等 (曾莉雯、許維君、劉強、王翔星，

2013; 陳福君，2014; 李啟賓、相子元、陳怡君，2015; 

Duffield & Portus, 2007; MacRae, Cotter, & Laing, 2011; 

Priego et al., 2015)。 

    壓力性的機能服裝對於運動的效益說法各異，過

去的研究指出漸進式壓力設計的壓縮小腿套可以提升

血液循環及代謝，設計有助減少肌肉的振動，增加對

肌肉的支撐性和包覆性，從而提高跑步效率和降低疲

勞感覺 (李啟賓、相子元、陳怡君，2015; Beliard et al., 

2015)，另外短褲式的大腿壓縮褲以現有的研究並未能

提出實證去證明穿着大腿壓縮褲在運動表現上有正面

效益。學者 Miyamoto 及 Kawakami (2014) 以回顧性

文獻方式整理 30年內運動壓縮服飾的相關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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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87年至 2014年的 35篇研究，認為適當的壓力值

也可能是提昇運動表現的關鍵，因此學者們以不同的

壓力值做為可變因子，去探討大腿肌群在次大跑步測

試後的身體代謝狀態，研究結果發現當大腿穿着

15-20mm Hg 壓力值的大腿壓縮褲時，可以減低健康

成年人在次大跑步訓練的疲勞發展程度。再來，

Sperlich 等學者 (2010) 針對漸進式壓力紡織的運動

機能衣與沒有緊密包覆皮膚的運動機能衣作比較性的

研究，學者們招納了 15 位受過完整耐力訓練的運動

員，運動員需穿着不同包覆長度的運動機能衣做耐力

的訓練，去探討運動機能衣對於人體在生理上，以及

最大、次大跑步時的變化和影響，研究結果指出漸進

性壓力紡織的運動機能衣在運動表現上沒有影響。

Michael 等學者 (2014) 以 12 位非運動員的健康女性

穿著較合身的長壓縮褲、較鬆的長壓縮褲、及一般長

的運動褲比較單腳站立平衡能力，結果發現受試者穿

著合身的長壓縮褲在閉眼的狀態下可維持較長時間的

站立平衡；張曉昀等學者 (2016) 以 15 位平均年齡

71.5 歲的老年人穿著運動壓縮褲進行連續 20 次坐站

的大腿肌電訊號測試及單腳站立平衡測試，但是結果

發現運動壓縮褲對於老年人的平衡能力無顯著性的影

響。然而過去有關運動壓縮褲的研究顯少對於人體平

衡能力進行測試。 

    由以上的研究可知運動機能服飾多是針對人體生

理效應進行測試，並且比較具備漸進性壓力與無壓力

差的運動機能服飾之差異，然而，並未有不同覆蓋面

積或身體部位的運動機能服飾的差異比較，因此，本

研究以四種不同包覆面積的運動機能褲進行比較。所

以，本研究之目的是比較穿著一般運動褲、長壓縮褲、

大腿壓縮褲和壓力小腿套對於運動員下肢的動、靜態

平衡能力、敏捷性和垂直跳高的影響。 

 

貳、方法 

一、實驗參與者 

    本研究實驗參與者共 12 位有運動習慣的健康男

性，受試者納入條件包括：(一) 每周至少運動兩次且

每次至少超過 30 分鐘，(二) 近六個月下肢並沒有受

過傷害或是慢性損傷，(三) 受試者未曾穿著過運動機

能服飾。其平均身高為172.5 ± 5.4公分，體重67.0 ± 8.1

公斤，年齡 19.4 ± 0.9 歲。 

 

 

 

二、測試服飾 

測試之運動機能褲共四種，分別為一般運動褲、長壓

縮褲、大腿壓縮褲和壓力小腿套 (圖 1)，其材質分別

為如後所敘述，長壓縮褲：82%聚醯胺 (Polyamide)、

18% 氨倫 (Elastane)；大腿壓縮褲：86%聚醯胺、14%

氨綸；壓力小腿套 95%聚醯胺、5%彈性纖維 (Elastic 

fibres)；及一般運動褲：80%尼龍 (Nylon)、20%氨綸。

受試者選配運動機能褲則依照產品尺寸建議之規格進

行選擇，長壓縮褲、大腿壓縮褲、與一般運動褲的尺

寸人數為：7人為 M 尺寸、4 人為 L尺寸、1人為 XL

尺寸；壓力小腿套的尺寸人數為：3 人為 M 尺寸、9

人為 L尺寸，所有受試者之平均腰圍為 30.6 ± 1.9吋、

右大腿圍為 20.7 ± 1.7吋、左大腿圍為 20.1 ± 1.5吋、

右小腿圍為 14.8 ± 0.7吋、左小腿圍為 14.7 ± 0.8吋、

右腳長為 88.7 ± 4.4 公分、左腳長為 88.3 ± 4.6 公分。 

 

(a) (b) 

(c) (d) 
圖 1. 不同包覆面積之運動機能褲，(a) 一般運動褲、(b) 長壓縮褲、

(c) 大腿壓縮褲、(d) 壓力小腿套。 

 

三、測試設備與方法 

    本研究測試項目分為平衡測試與運動能力測試，

平衡測試包括靜態單腳站立測試、及動態 Y 字型測

試，運動能力測試則包括垂直跳測試與六角敏捷性測

試。受試者須分別穿四種不同包覆型式的運動機能褲

來做這四項測驗。由研究者以隨機抽籤分配方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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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子款式，測試前讓受試者先做 3 分鐘伸展暖身再開

始測驗。 

靜態平衡測試使用 Zebris FDM System測力板及

軟體 (zebris Medical GmbH, Germany) 進行 (圖 2)。

受試者被要求以閉眼單腳站立姿勢站於於測力板上，

測試時間長度 30秒，測試同時會戴耳機聽噪音去除前

庭覺的影響，左右兩腳皆會測試，記錄其足壓中心晃

動面積 (sway area of the center of foot pressure) 和晃

動軌跡之路徑長 (sway path length of the center of foot 

pressure)，晃動面積越大，表示平衡能力越差；晃動

軌跡路徑越長，表示下肢神經肌肉控制能力越差。動

態平衡則使用 Y 字型平衡測試 (Y balance test) (圖

3)，請受試者以一腳當作支點，另一腳分別進行前向、

右後方、左後方的最大延伸並做紀錄，左右腳皆要測

試，並計算其三個方向的總和分數 (三個方向總和 / 

腳長 x 3 *100%)。 

運動能力測試則包括垂直跳測試與六角敏捷性測

試，垂直跳測試代表下肢爆發力，測試時請受試者將

自己的慣用側靠牆，在原地蹲下全力向上跳，並在跳

到最高點時用沾了白粉的中指在牆上點一下，紀錄地

面到最高點的距離。總共測試三次，每次中間休息一

分鐘，取最好的成績作為紀錄。六角形敏捷性測試 (圖

4) ：六角形敏捷性測試代表下肢的敏捷能力，研究者

使用貼布在地板上製作一個六角形，六角型的每一邊

長度為 60.5公分，斜角度為 120度，受試者站立於六

角型的中間，研究者按下計時器並喊 ”開始”，受試者

往六角形外面跳，再跳回來，然後再往下一個六角形

的邊線跳出再跳回來，計算其跳完一圈回到原點的時

間。總共測試三次，每次中間休息一分鐘，取最好的

成績作為紀錄。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18.0 (PASW Statistics 18.0.1, IBM, 

New York, USA)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分析，並以重覆量

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Tukey事後分析比較穿著一般

運動褲、長壓縮褲、大腿壓縮褲和壓力小腿套對於平

衡能力、敏捷性和垂直跳測試的差異。顯著性差異訂

為 α = .05。 

 

(a) (b) 
圖 2. 靜態平衡測試：(a) Zebris測力板儀器，(b) 閉眼單腳站立測試 

 

圖 3. 動態平衡 Y字型平衡測試 圖 4. 六角形敏捷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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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在靜態平衡測試中 (表一)，不論是

足壓中心晃動面積還是晃動軌跡，四種運動褲的比較

皆無顯著差異 (p > .05)。在動態平衡測試的結果中 

(表二)，在非慣用邊，壓力小腿套顯著較一般運動褲

佳，特別在動態平衡測試的左後方及平衡總分  (p 

< .05)。在運動表現部分，在六角形敏捷測試與垂直跳

測試結果 (圖 5-6)，四種運動褲的比較皆無顯著差異 

(p > .05)

 

表一、四種運動機能褲在靜態平衡測試之結果 

靜態平衡 一般運動褲 長壓縮褲 大腿壓縮褲 壓力小腿套 F p 

COP area (mm2)      

D   577.02 ± 262.20 75.25 ± 5.02 537.84 ± 238.00 538.71 ± 173.06 .37 .77 

ND   641.42 ± 261.68 76.25 ± 5.94 527.47 ± 153.82 544.00 ± 226.35 .72 .55 

COP-PL(mm)       

D 2037.16 ± 484.06 92.66 ± 6.28 2130.95 ± 762.13 1699.92 ± 231.61 1.60 .20 

ND 2228.45 ± 564.10 93.16 ± 6.04 1929.31 ± 355.97 1870.80 ± 319.30 1.47 .24 

註：COP area：足壓中心晃動面積；COP-PL：足壓中心晃動軌跡路徑；D：慣用邊； ND：非慣用邊 

 

表二、四種運動機能褲在動態平衡測試之結果 

動態平衡 一般運動褲 長壓縮褲 大腿壓縮褲 壓力小腿套 F p 

前向       

D 75.08 ± 6.05 75.25 ± 5.02 75.75 ± 4.76  78.25 ± 5.83 .88 .46 

ND 74.58 ± 7.46 76.25 ± 5.94 76.08 ± 5.59   78.5 ± 6.23 .78 .51 

右後       

D 91.66 ± 6.05 92.66 ± 6.28 93.91 ± 4.94  96.25 ± 7.11 1.24 .31 

ND 91.75 ± 7.04 93.16 ± 6.04 94.66 ± 5.74  98.00 ± 5.73 2.27 .09 

左後       

D 94.91 ± 4.35 96.83 ± 5.30 96.41 ± 5.19  98.58 ± 5.19 1.08 .37 

ND 91.75 ± 6.81A 93.75 ± 6.63 95.16 ± 5.09  99.08 ± 6.70 A 2.86 .05* 

總分       

D 98.46 ± 5.76 99.61 ± 5.69 100.06 ± 3.95 102.75 ± 6.47 1.28 .29 

ND 97.51 ± 5.88A 99.47 ± 5.54 100.48 ± 3.92 104.19 ± 6.16 A 3.18 .03* 

註：D：慣用邊； ND：非慣用邊 

 

圖 5. 四種運動機能褲在六角型敏捷測試之結果 圖 6. 四種運動機能褲在垂直跳測試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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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穿著不同覆蓋部位的運動壓縮

褲並不會改變靜態平衡，但是會影響動態平衡，特別

是壓力小腿套的使用效果較佳，可提升整體動態平衡

能力，然而對於運動表現，運動壓縮褲均未有所差異。 

多 數 的 運 動 機 能 褲 的 開 發 主 要 以 壓 力 緊 縮 

(compressive pressure) 或是壓力差 (pressure grading) 

為主，利用布料的彈性大小或多寡來變化服飾的壓

力，或利用壓力差來加速末端肢體的血液回流及組織

代謝能力 (Ali, Caine, & Snow, 2007; Duffield & Portus, 

2007; MacRae, Cotter, & Laing, 2011; Mayberry, 

Moneta, DeFrang, & Porter, 1991; Michael, Dogramaci, 

Steel, & Graham, 2014)，也有一些研究發現運動機能

褲的包覆性可以減少肌肉的震動 (李啟賓、相子元、

陳怡君，2015; Troynikov et al., 2010)，因此衍生出不

同包覆面積的運動壓縮褲，本研究發現覆蓋面積較多

的長壓縮褲與大腿壓縮褲並未有顯著性的影響，反而

壓力小腿套對於動態平衡能力具有改善的效果。平衡

的能力主要來自於三大系統 (前庭覺、視覺、及本體

感覺 ) 的感覺回饋給與人體大腦的運動皮質與中樞

神經系統作整合，來維持姿勢的穩定 (Nashner, 1993; 

Shumway-Cook & Horak, 1995)，若人體在前庭覺與視

覺未受影響之下，本體感覺的功能特別重要。在過去

的研究中有提到平衡能力主要是來自腳踝及小腿的本

體感覺與神經肌肉控制所影響  (Han, Anson, 

Waddington, Adams, & Liu, 2015)，因此可能穿著壓力

小腿套比起長壓縮褲與大腿壓縮褲對於下肢動態的平

衡影響較大。Michael 等學者 (2014) 以 12 位健康女

性穿著一般長運動褲、較鬆的長壓縮褲、及合身較緊

的長壓縮褲，並進行開眼及閉眼的單腳站立的平衡能

力測試，結果顯示合身較緊的長壓縮褲在閉眼狀態下

可維持較長的站立時間，並且顯著降低姿勢晃動的變

異性 (postural sway variability)，這個結果顯示較合身

的長壓縮褲能夠提供較多的感覺回饋，改善肌肉的協

調性及關節的穩定性  (Doan et al., 2003; Pearce, 

Kidgell, Grikepelis, & Carlson, 2009)。該研究與本研究

之差異在於 Michael 等學者 (2014) 是使用較鬆的長

壓縮褲及合身較緊的長壓縮褲，但並未說明較鬆的長

壓縮褲及合身較緊的長壓縮褲之布料鬆緊的差異，另

外該研究並非直接評估站立平衡的變數，如足壓中心

晃動面積、晃動軌跡、或晃動速度等常見的平衡變數，

而使用晃動的變異性及站立時間的多寡來看。而本研

究提供布料的材質，另外本研究比較的是壓縮褲覆蓋

的部位，如大腿壓縮褲、壓力小腿套，因此可能造成

兩個研究結果上的不同。 

    本研究中靜態及動態平衡的測試均測試慣用腳與

非慣用腳，過去的研究中對於使用慣用腳或非慣用腳

測試平衡能力的結果亦分成兩派，有的認為慣用腳與

非慣用腳的平衡能力並無差異 (蔡佳良、黃啟煌、吳

昇光，2005；黃柏憲、蔡忠昌，2013)，反之有些學者

認為慣用腳的平衡能力比非慣用腳好 (Gstöttner et al., 

2009; Sawle, Freeman, & Marsden, 2017)，本研究慣用

腳與非慣用腳均測試主要的原因是運動項目中有些運

動項目是使用雙腳落地或支撐，像是籃球或排球，有

些運動則是使用單腳落地或支撐，如體操或足球等項

目，另外，本研究中的下肢壓縮服飾如一般運動褲、

長壓縮褲、及大腿壓縮褲多是雙側穿著設計，除了壓

力小腿套可單獨單側穿著之外，因此本研究雙腳均介

入下肢壓縮服飾，並進行雙側的平衡能力測試，本研

究的結果顯示在非慣用側介入壓力小腿套可改善較多

的平衡能力，可能在於非慣用側的部分平衡能力測試

較慣用側差，因此在非慣用腳介入壓力小腿套可改善

部份的平衡能力。 

    本研究中壓力小腿套的材質中只有 5%彈性纖

維，彈性較長壓縮褲 (彈性纖維 20%) 與大腿壓縮褲 

(彈性纖維 14%) 差，布料伸縮能力較差，因此反而可

以提供較緊密的壓力覺神經的感覺回饋，而大腿壓縮

褲或者長壓縮褲的布料伸縮能力較好較有彈性，布料

貼身於肌肉時較不緊實，所以可能造成大腿壓縮褲或

者長壓縮褲提供較多輕觸覺的神經感覺回饋，而不是

提供較緊實的壓力覺神經感覺回饋，從神經傳導速度

上來看，壓力覺的感覺回饋為神經傳遞速度由較快的

神經纖維所傳遞，而輕觸覺的感覺回饋則是較慢的神

經纖維所傳遞 (Houglum & Bertoti, 2012 )，所以本研

究認為因壓力覺所上傳的神經訊息較快，所以穿著壓

力小腿套能讓大腦因此能較快速的產生感覺回饋反

應，進而提升平衡的能力。此研究結果與學者

Miyamoto 及 Kawakami (2014) 的回顧性文獻結論符

合，給與身體或肌肉適當的壓縮或緊束力量也能是提

昇神經感覺得回饋。另外本研究中原本假設不同的運

動壓縮褲覆蓋面積亦會影響感覺神經的回饋，但是結

果並未如預期，長壓縮褲與大腿壓縮褲覆蓋身體的面

積較多，但是並不影響神經的回饋，反而是運動壓縮

褲的布料緊縮程度可能影響較多，但是本研究的設計

並無法直接確認這四種運動機能褲對於人體皮膚或肌

肉的緊縮力道，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未來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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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機能褲與人體皮膚之間放置壓力感測器，並針對

不同的布料壓力緊縮程度再進一步研究。 

    過去的研究指出運動壓縮褲可以改善反覆垂直跳

能力、加速肌肉乳酸代謝、增加有氧能力 (Berry & 

McMurray, 1987; Chatard et al., 2004; Miyamoto & 

Kawakami, 2014)，但是有些研究也發現對於最大投擲

能力、衝刺能力、或長時間跑步並無改善的效果 (Ali, 

Caine, & Snow, 2007; Doan et al., 2003; Duffield, & 

Portus, 2004)，本研究中選用垂直跳測試與六角型敏捷

跳作為運動表現能力，結果發現兩項測試均無差異，

垂直跳測試中，本研究採用向下蹲後在上垂直跳測試

中，過去的研究指出此種方法主要會使用到大腿股四

頭肌和膕旁肌進行此跳躍動作 (洪彰岑、莊榮仁、劉

宇，1997)，所以小腿壓力套因無包覆到大腿而能改善

垂直跳的效果會較有限。另外在六角型敏捷測試中，

主要是以小腿的腓腸肌和比目魚肌作為主要動作肌

群，由研究結果顯示雖然三種運動壓縮褲未達顯著差

異，但是使用壓力小腿套在六角型敏捷測試的計時結

果比另外兩種運動壓縮褲計時的時間有縮短的趨勢，

可能測試人數較少，導致未達顯著差異，除了上述所

提壓力覺的神經傳遞速度較快可能讓六角型敏捷測試

的計時結果有縮短的趨勢有關之外，另一個可能性是

肌肉的收縮能力可能較有經濟效益 (陳韋翰等，2016; 

Troynikov et al., 2010)，因此讓穿著壓力小腿套進行六

角型敏捷測試的計時時間有減少趨勢。過去的研究對

於運動表現的評估均未曾對敏捷性進行測試，本研究

的結果有利於未來運動壓縮褲開發時可使用敏捷性測

試作為運動表現的能力評估方式之一，並進行大樣本

數的測試，以更了解運動壓縮褲對敏捷性測試的效果。 

 

伍、 結論 

    本研究的結論是發現穿著壓力小腿套可改善動態

平衡能力，另外敏捷性測試結果則未達統計顯著，可

再針對敏捷性測試進行大樣本數實驗，以釐清對敏捷

性的效果。建議運動員可穿著壓力小腿套在需要動態

平衡的運動項目，如排球或籃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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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businesses have introduced a wide range of sports pants. They 

claimed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thletes. But rarely see the relevant sports science 

evidence is provided. Based on this reas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balance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among the general sports pants, long compressive pants, thigh 

compressive pants, and pressure sleeve of the calf. Methods: Twenty healthy male adults with 

exercise habits were tested while they wearied the general sports pants, long compressive pants, 

thigh compressive pants, or pressure sleeve of calf. The test contents included the evaluation of 

static balance, dynamic balance, and athletic ability (timed hexagonal agility test and vertical jump 

height). Repeated measurement of one-way ANOVA and post hoc comparis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our different pant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tatic balance test among the four pants (p > .05). In the results of the dynamic balance test, 

on the non-dominate side, the pressure sleeve of the calf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general 

sports pants, especially in the left-rear direct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dynamic balance (p < .05). In 

the athletic performanc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imed hexagonal agility 

test and the distance of vertical jump test (p > .05). Conclusions: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was to 

wearing a pressure sleeve of the calf could improve the dynamic balance. We suggested that the 

pressure sleeve of the calf can be used in sports events that require dynamic balance, like 

gymnastics or basketball. 

 

Key words: pressure garment, postural control, sports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