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第 14卷第 2期，22-29頁 (2017年 12月) 

22 

 

 

新式腳踝護具對腳踝扭傷運動員之平衡表現與疼痛的影響 

 

1,2張曉昀,* 、2江宛臻 

1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2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室 

 

投稿日期：2017年 12月；通過日期：2017年 12月 

 

摘要 

目的：本研究之目的是利用一個倒 L型的墊子固定在腳踝護具內裡、並用外部綁帶綁定遠端腓骨頭

做為固定，以及使用這個新式的腳踝護具，針對腳踝曾經扭傷的運動員進行靜態、動態平衡及腳踝

疼痛評估。方法：以 24名大學業餘運動員 (12名男性、12名女性) 作為受測者，測試項目包括靜

態、動態平衡測試及疼痛評估，先使用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控制組與護具組第一次測試的數據；再

以相依樣本 t考驗分析護具組介入新式護具穿著之前後兩次的數據的差異。結果：結果發現護具組

在穿著新式護具後在開眼狀態的靜態平衡晃動面積明顯較未穿著時大，但是晃動軌跡並未有明顯改

變；然而在動態平衡的平衡誤差在穿著新式護具後顯著小於未穿著新式護具時，因此也導致整體性

的總動態平衡誤差變少，另外在動態活動時的疼痛指數在有無穿著新式護具之間並無差別。結論：

穿著新式護具可改善腳踝扭傷運動員整體動態平衡的能力，但是對於維持靜態姿勢的平衡並未有明

顯改變，且對於動態活動時的疼痛指數並無改善之效果。 

 

關鍵字：腳踝傷害、姿勢控制、護具 

 

壹、緒論

根據國內研究統計數據顯示，腳踝扭傷是最常見

的運動傷害之一，特別是在許多需要急停  (sudden 

stop)、切入 (turn over) 及跳躍 (landing-jump) 的動作

形態下最常發生 (鄭世賢，2009)。從先前文獻回顧中

指出，腳踝扭傷約佔了所有運動傷害的 10~28%，最常

見的是足部突然內翻導致前距腓韌帶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ATFL) 損傷，約佔 80% (Faraji, 

Daneshmandi, Atri, Onvani, & Namjoo, 2012)；這些韌

帶的拉傷或撕裂傷會導致踝關節的穩定性下降，且平

衡反應控制能力變差，進而增加再度受傷的機率，甚

至有 40~75%的人會成為習慣性腳踝扭傷的患者 

(Faraji et al., 2012)。 

在運動場邊，運動員常使用貼紮和腳踝護具來

保護腳踝或是受傷過的腳踝，目前腳踝護具可分為套

筒式、可調式、綁帶式、及半軟硬式 (semirigid) 護具

等，每一種各有不同的功能 (Epler, 1997; Kaminski, et 

al., 2013)。套筒式可直接穿戴，但是使用久了，彈性較

易鬆弛；可調式可以提供踝關節完整的保護，使腳踝

更能維持穩定；綁帶式可以限制腳踝內翻 (inversion)、

外翻 (eversion)；而半軟硬式護具可以幫助減少腫脹，

且也可以限制腳踝內、外翻，專為運動員或是要從急

性踝關節扭傷恢復的人使用 (Epler, 1997; Kaminski, et 

al., 2013)。學者 Kemler等人 (2015) 介入四週腳踝貼

紮及綁帶式腳踝護具，並且追蹤 157位發生腳踝扭傷

患者一年內腳踝再受傷的發生率及受傷後的殘餘症狀，

如水腫、角度受限、關節穩定性、單腳平衡、及動態

活動時的疼痛情形等，結果發現穿著護具者發生腳踝

再次扭傷的發生率約為 17%，使用腳踝貼紮者發生腳

踝再次扭傷的發生率約為 14%，受傷後的殘餘症狀兩

組間則無差異，研究者認為使用腳踝貼紮或綁帶式腳

踝護具在踝關節再度受傷發生率及受傷後的殘餘症狀

並無差異；Janssen, van Mechelen, 及 Verhagen (2014) 

評 估 單 獨 使 用 腳 踝 護 具 、 神 經 肌 肉 訓 練 

(neuromuscular training)、及合併腳踝護具及神經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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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對於 384位發生一次腳踝扭傷運動員在一年的腳

踝扭傷再發生率，結果發現神經肌肉訓練組發生再次

扭傷的比率為 27%，單獨使用腳踝護具組為 15%，合

併使用組為 19%，研究者認為腳踝護具對於降低腳踝

再次扭傷的比率優於神經肌肉訓練。這些研究人員也

建議可選用半軟硬式 (semi-rigid brace) 的腳踝護具，

像是兩側有護條的或者是綁帶式的護具效果較佳，例

如 Aircast Sports Stirrup (Kaminski, et al., 2013; Kemler, 

et al., 2015; Janssen, et al., 2014)。除此之外，如果從經

濟面的考量，使用腳踝的護具比起貼紮也可減少預算

及費用的支出 (Kemler, et al., 2015)，因此腳踝護具對

於曾經扭傷腳踝的運動員應是既經濟且有效的預防方

式。 

現階段的腳踝護具的功能主要以保護韌帶、提供

本體感覺功能回饋、限制腳環的關節活動度為主，並

無治療的效用，然而，過去的研究中發現慢性腳踝不

穩定患者 (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 常伴隨有距骨及

遠端腓骨頭向前錯位 (Anterior talar and distal fibular 

positional fault) 的狀況，亦會影響距下關節 (subtalar 

joint) 及踝關節的骨骼排列結構上的改變 (Hubbard, 

Olmsted, Hertel, & Sherbondy, 2005; Hubbard, Hertel, & 

Sherbondy, 2006; Hubbard & Hertel, 2008, Kavanagh, 

1999; Wikstrom & Hubbard, 2010)。此種骨骼排列結構

性的變化會造成腳踝在神經肌肉動作控制上的改變、

動態平衡能力變差、及本體感覺功能下降 (Wikstrom, 

Tillman, & Borsa, 2005; Wikstrom, Tillman, 

Chmielewski, Cauraugh, & Borsa, 2007; Wikstrom et al., 

2010)，這都會連帶影響運動員的運動表現及殘餘的疼

痛與關節角度受限的問題 (Brown, Bowser, & Simpson, 

2011; Hertel, 2002)。因此為了解決腳踝扭傷後的距骨

及遠端腓骨頭向前錯位問題，可將距骨及遠端腓骨頭

位置矯正 (correct) 及復位 (re-position)；因此本研究

並非設計新型的鞋墊，而是依據過去的相關研究資料

設計一個新式的踝關節護具，研究目的是利用一個倒

L 型 (reverse L style) 的墊子 (pad) 固定在腳踝護具

內裡、位置位於遠端腓骨頭前方，在同個位置的腳踝

護具外部，並設計一個綁帶，可在綁定遠端腓骨頭後

做為固定之用，並使用這個新式的腳踝護具對腳踝曾

經扭傷之運動員進行靜態、動態平衡及疼痛評估。 

 

貳、方法 

受試者 

本研究以 24 名大學業餘運動員 (12 名男性、12

名女性) 作為受測者，本研究案之受試者並未經由 X-

ray 檢察，受試者收案條件遵照 Wikstrom & Hubbard 

(2010) 發現遠端腓骨頭向前錯位的研究中之受試者

收案條件進行收取，收案條件為：(1) 收案前一年內曾

發生同一隻腳踝扭傷 2 次以上、(2) 具有扭傷後的併

發症 (如走路或跑步會疼痛、有動作時會軟腳的情形)、

(3) 下肢未曾發生骨折或其他嚴重之運動傷害、(4) 無

前庭問題 (vestibular disorder)、小腦傷害問題、或是腦

震盪等問題。並以隨機抽籤方式分為控制組及護具組

各 12名，受試者之基本資料如表一。本研究之受試者

在實驗前均瞭解實驗流程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控制

組只進行一次測試，護具組則進行護具穿著前後各 1

次的測試。 

 

研究用護具 

    本研究之護具是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其外觀及設

計如圖 1所示，此護具是在護具內襯腳踝遠端腓骨頭

前方放置一個倒 L型 (reverse L style) 墊子 (pad)，用

意是踝關節在外側扭傷時造成韌帶鬆弛或撕裂，導致

連接距骨 (talus) 與腓骨之間的韌帶鬆弛或斷裂，使

得距下關節 (talar joint) 不穩定及遠端腓骨頭往前移/

錯位，因此造成距下關節及踝關節的排列不良與錯位，

導致踝關節活動時的疼痛或撞擊，所以可利用本研究

設計之倒 L型墊子固定遠端腓骨頭，保持腓骨頭及距

下關節位置  (專利編號：中華民國新型專利第

M451951號)。 

 

圖 1 踝關節護具。左圖為穿著後之外觀，右圖為護具

內裡之倒 L型墊子。 

 

測試項目 

    測試項目包括靜態、動態平衡測試及疼痛評估。

在測試前請受試者先進行熱身 10分鐘，包含伸展及慢

跑。靜態平衡評估使用 Zebris FDM system (Zebris 

Medical GmbH, Germany) (圖 2)，測試時使用 10秒開

眼及閉眼單腳站立平衡測試方式，受測者的測試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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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站立於測力板上，戴上放有噪音之耳機，以干擾前

庭影響，並且請受試者雙手插腰，非測試腳離開地面，

往後膝蓋彎曲 45-90度，先以開眼方式站立 10秒，測

試三次，取三次之平均值，經過五分鐘休息之後再換

成閉眼站立 10秒，測試三次，取三次之平均值。靜態

平衡是使用測力板量測站立時之足壓中心 (人體重心)

的偏移情形，先使用測力板得出每次測試時間之足壓

中心 X及 Y軸座標，並計算 X軸與 Y軸與原點之距

離，再求出新座標軸位置，測力板取樣時間為 100 Hz，

將各點取樣之足壓中心座標軸連結起來，算出連結點

的總長度即為足壓中心晃動軌跡，以晃動軌跡離原點

的最大直徑畫一圓圈，圓圈大小即為足壓中心晃動面

積，晃動面積越大代表總靜態平衡能力越差，晃動軌

跡代表下肢神經肌肉的收縮微調，軌跡越長代表下肢

神經肌肉的收縮微調越多、控制能力越差、平衡越不

穩定 (林威秀、黎俊彥，2003)。本研究中分析之數據

包含足壓中心 (center of foot pressure) 之晃動面積及

晃動軌跡。 

 

    動態平衡測試採用動態單腳多重跳躍穩定測試 

(dynamic single leg multiple jump stabilization test) (圖 2) 

(Reiman & Robert, 2009)，先在地板上貼 11個 2.5*2.5 

cm2的正方形標記，並從 0編號至 10，其間距依照受

試者身高高度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越高者間距越大，

請受測者將非測試腳膝蓋往後彎曲，測試腳先單腳站

立於編號 0的標記上，雙手插腰，受試者眼睛直視前

方，依照標記點 0至 10的順序進行單腳跳躍，每跳到

一個標記點需停留 5秒，跳躍落地後受試者身體及腳

踝需維持平衡，測試過程中會有一位研究者觀察受試

者的身體及腳踝動作，身體及腳踝動作區分為著地誤

差 (landing error) 與平衡誤差 (balance error)，著地誤

差包括測試腳是否有將標記點踩到、測試腳著地時絆

到腳、測試腳腳尖沒朝向正前方、測試腳腳踝產生內

翻或外翻動作大於 10度、以及手離開腰部；平衡誤差

包括非測試腳著地、非測試腳觸碰到測試腳、非測試

腳有向前/向後/向側邊的移動動作、及手離開腰部。最

後研究者將著地錯誤次數與平衡錯誤次數分別記錄，

將著地錯誤次數*10 與平衡錯誤次數*3，再相加即為

整體動態平衡錯誤分數，分數越低，代表動態平衡能

力越好 (張曉昀、吳國輝、吳明哲，2013；Reiman & 

Robert, 2009; Eechaute, Vaes, & Duquet, 2009)。動態平

衡測試之再測信度量測是在正式實驗前由另一批受試

者者進行，並由同一位研究者分別觀察 2次的測試，

2 次的測試之間相隔一週，動態平衡之再測信度結果

為 0.868。 

 

 

圖 2 平衡測試，左圖為靜態平衡測試，右圖為動態平

衡測試。 

 

動作時的疼痛評估使用視覺疼痛量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測試動作分別為走路 10分鐘、

爬 3層樓梯、垂直跳 10下、及執行動態平衡測試動作

等四項動作之下腳踝關節疼痛狀況，在每次測試動作

執行完畢後畫一次視覺疼痛量表，視覺疼痛量表有最

低為 0分，最高為 10分，請受測者自行畫記，再由研

究者量測量表距離，分數越高代表越疼痛。 

 

統計分析 

    以 SPSS 18.0 for Windows (SPSS Inc, Chicago, IL)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分析，先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

控制組與護具組第一次測試的靜態平衡測試、動態平

衡測試、疼痛分數等數據；再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

護具組介入新式護具穿著之前後兩次的靜態平衡測試、

動態平衡測試、疼痛分數等數據的差異，所有數據以

平均數±標準差呈現，p 值小於等於.05 代表有顯著性

差異。 

 

参、結果 

受試者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控制組與護具組均

為12人，兩組除了年齡有顯著差異之外，身高、體重、

及扭傷次數均無顯著差異。研究結果如表二及表三所

示，結果顯示控制組與護具組在尚未穿著新式護具之

前，在動態平衡、靜態平衡、及疼痛指數均無顯著差

異 ( p > .05) (表二)；護具組在穿著新式護具後在閉眼

狀況的靜態平衡及疼痛指數也無顯著差異 (p > .05) 

(表三)，但是在開眼狀態的靜態平衡及動態平衡有顯

著差異( p < .05) (表三)，護具組在有穿著新式護具時，

開眼狀態靜態平衡的晃動面積顯著大於未穿著新式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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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時 (穿著新式護具：195.0 ± 95.2 mm2；未穿著新式

護具：104.8 ± 26.7 mm2; p = .006) (表三)； 另外，護

具組在有穿著新式護具時 (平衡誤差：49.8 ± 14.4；平

衡誤差：103.1 ± 18.7)，動態平衡中的平衡誤差與總動

態平衡誤差顯著小於未穿著新式護具時 (平衡誤差：

12.4 ± 5.6；平衡誤差：56.9 ± 13.9) (平衡誤差 p = .000; 

總動態平衡誤差 p = .000) (圖3)。 

 

表1 控制組與護具組之受試者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控制組 護具組 F(1, 22) p 

人數 12      12   

性別 (男：女) 12 : 0     7 : 5        

年齡, 歲 20.8 ± 1.1 19.8 ± 0.9 2.222 .026* 

身高, 公分 166.1 ± 6.6 172.4 ± 9.5 2.358 .073 

體重, 公斤 60.5 ± 9.5 65.9 ± 9.8 0.418 .184 

扭傷次數, 次 3.4 ± 1.2 3.3 ± 1.4 0.449 .877 

*p < .05 

 

表2 控制組與護具組未穿著新式護具前之靜態/動態平衡測試及疼痛分數結果 

 控制組 護具組 F(1, 22) p 

動態平衡     

 落地誤差  57.2 ± 13.9  53.3 ± 11.0 0.173 .454 

 平衡誤差  46.0 ± 18.1  49.8 ± 14.4 1.657 .579 

 總動態平衡誤差 103.2 ± 16.7 103.1 ± 18.7 0.271 .984 

靜態平衡 (開眼)     

 晃動面積, mm2  94.0 ± 17.0 104.8 ± 26.7 0.189 .252 

 晃動軌跡, mm 358.8 ± 101.5 390.0 ± 110.6 0.037 .478 

靜態平衡 (閉眼)     

 晃動面積, mm2 785.0 ± 487.3 588.3 ± 226.9 5.706 .218 

 晃動軌跡, mm 894.1 ± 283.4 763.1 ± 169.5 3.823 .183 

疼痛指數     

 走路   1.6 ± 1.5   1.4 ± 1.5 0.008 .661 

 爬樓梯   1.0 ± 1.6   0.6 ± 1.2 2.016 .562 

 垂直跳躍   0.6 ± 1.3   0.3 ± 0.6 3.229 .458 

 動態平衡測試   0.8 ± 1.1   0.8 ± 0.9 0.877 .984 

*p < .05 

 

表3 護具組有無穿著新式護具之靜態平衡測試及疼痛分數結果 

 未穿著新式護具 有穿著新式護具 F(1, 11) p 

靜態平衡 (開眼)     

 晃動面積, mm2 104.8 ± 26.7 195.0 ± 95.2 -3.356 .006* 

 晃動軌跡, mm 390.0 ± 110.6 358.0 ± 145.3 0.642 .534 

靜態平衡 (閉眼)     

 晃動面積, mm2 588.3 ± 226.9 831.2 ± 531.4 -1.357 .202 

 晃動軌跡, mm 763.1 ± 169.5 867.9 ± 298.7 -0.952 .362 

疼痛指數     

 走路   1.4 ± 1.5   2.1 ± 1.9 -1.005 .336 

 爬樓梯   0.6 ± 1.2   0.9 ± 1.2 -0.427 .678 

 垂直跳躍   0.3 ± 0.6   0.8 ± 1.4 -1.143 .277 

 動態平衡測試   0.8 ± 0.9   0.6 ± 1.0 0.408 .69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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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護具組有無穿著新式護具之動態平衡測試結果 

(*p < .05) 

 

肆、討論 

    在運動場邊，運動員常使用貼紮和腳踝護具，貼

紮和護具會做為預防性的保護方式，來預防發生第一

次或是再復發性的腳踝扭傷，學者Silter等 (1994) 追

蹤1601位軍校學生參與籃球校隊兩年，運動時數共

13430小時，一半的運動員沒穿腳踝護具，另一半的運

動員穿著腳踝護具，兩年後發現穿著腳踝護具的運動

員腳踝扭傷的發生率低於沒穿腳踝護具的人，腳踝扭

傷的發生率大約每1000個運動時數發生1.6次比上5.2

次；另外學者Tropp, Askling, 與 Gillquist (1985) 追蹤

足球隊選手有穿腳踝護具的發生腳踝扭傷只有3%，然

而沒穿腳踝護具的球員則高達17%發生腳踝扭傷，這

些研究人員也建議可選用半軟硬式 (semi-rigid brace) 

的腳踝護具，像是兩側有護條的或者是綁帶式的護具。

除此之外，如果拿貼紮與護具相比較，過去的研究結

果指出，在減低腳踝扭傷發生率上，腳踝護具相對於

貼紮有比較好的的效果，另外，從經濟面的考量，使

用腳踝的護具也可減少費用的支出 (McGuine, Brooks, 

& Hetzel, 2011; Mickel et al., 2006; Surve, Schwellnus, 

Noakes, & Lombard, 1994; Sharpe, Knapik, & Jones, 

1997)。然而近幾年來，雖然傳統護具可減少踝關節扭

傷的發生率，但是傳統護具是以模擬運動貼紮方式固

定、保護腳踝，併預防扭傷的動作機轉發生，並未考

量扭傷後造成的腳踝關節及足部骨頭排列的改變 (距

骨 /腓骨頭的錯位及距下關節骨頭排列失能 ) 

(Wikstrom et al.,2010) ， 以 及 關 節 內 運 動 學 

(arthokinematics) 的變化，進而造成整體下肢動作的

神經肌肉控制失調與動態平衡能力變差 (Wikstrom et 

al., 2005; Wikstrom et al., 2007; Wikstrom et al.,2010)，

因此可再開發新式的踝關節護具，並著重於改善扭傷

後的腳踝關節及足部骨頭排列，但是傳統的腳踝關節

護具並未有針對運動員受傷後的腳踝問題設計的踝關

節護具，因此本研究的最重要部分是設計出一個新式

的腳踝護具，並利用倒L型軟式內墊固定扭傷後產生

錯位的距骨/腓骨頭，並使用綁帶矯正距下關節骨頭排

列失能的狀況，來測試穿著新式的腳踝護具對腳踝扭

傷患者的平衡能力改善狀況。 

    研究結果發現護具組在穿著新式護具後在開眼狀

態的靜態平衡晃動面積顯著較未穿著時大，但是晃動

軌跡並未有明顯改變；然而在動態平衡的平衡誤差在

穿著新式護具後顯著小於未穿著新式護具時，因此也

導致整體性的總動態平衡誤差變少，另外在動態活動

時的疼痛指數在有無穿著新式護具之間並無差別。護

具組雖然在穿著新式護具後在開眼狀態的靜態平衡晃

動面積明顯較未穿著時大，但是晃動軌跡並未有明顯

改變，這可能的原因是在未穿著新式護具之前，扭傷

的腳踝可能因為受傷而造成距骨/腓骨頭及距下關節

骨頭的不正常排列，扭傷的腳踝因此使用不正常排列

的方式來穩定受傷的關節，當使用新式護具後，矯正

了不正常排列，使得身體的立即性的靜態平衡狀態改

變，導致靜態平衡晃動面積明顯產生較大的晃動，這

可能是下肢未能及時適應骨頭與關節排列位置被改變

的狀況，並且關節的本體感覺受器本身是屬於適應性

較慢的機械受器 (張曉昀、蔚順華，1999；王進華、張

曉昀、蔚順華，2000)，因此讓靜態平衡晃動面積晃動

增加。但是代表下肢神經肌肉控制的晃動軌跡並未有

明顯改變，且有變小的趨勢，表示下肢肌肉的神經肌

肉控制變比較好。 

    另外，運動員在活動的過程中多是屬於動態性活

動，不論是跑、跳、落地等動作，不良的落地動作的

方式及策略常造成運動員下肢或腳踝的傷害，所以動

態平衡的評估也是重要的一環。人體在維持姿勢控制

所產生的動作可稱為動作策略 (motor strategy)，動作

策略可分為踝策略  (Ankle strategy)、髖策略  (Hip 

strategy)、及跨步策略 (Stepping strategy) (Eechaute et 

al., 2017)，當運動員直行落地動作時應該會遵照踝策

略、髖策略和跨步策略依序發生，然而如果末端肢體

或關節受到傷害時則會改變動作的策略發生的順序，

就會影響到運動員的動態平衡控制能力 (Doherty et 

al., 2015)。本研究中亦發現腳踝扭傷的運動員在動態

平衡測試中穿著新式護具後明顯優於未穿著新式護具

時，整體性的總動態平衡誤差變少，其中以平衡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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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少有明顯的改善，表示測試動作落地時腳踝有能

力穩住關節，使用踝策略，減少平衡的誤差。 

    本研究中踝關節扭傷後的疼痛問題較小，不論是

控制組或是護具組在走路、爬樓梯、垂直跳、及執行

動態平衡測試動作等四項動作之下腳踝關節疼痛狀況

約在0.3~3.8分之間，並非是有嚴重疼痛的問題，另外，

可能訓練或是比賽時的動作量較多且強度較強，本研

究在測試時的動作次數較少且強度較低，因此研究結

果並未能顯示新式踝關節護具對改善疼痛具有明顯效

用， 未來可招募急性踝關節扭傷後的運動員來評估使

用新式護具的疼痛改善，並且採用模擬比賽或訓練的

動作強度進行護具的測試。 

    本研究中有幾個限制，首先受試者是招募腳踝扭

傷一段時間之運動員，不是急性傷害的選手，可能會

造成腳踝疼痛問題較小，因而影響新式護具對疼痛的

改善效果；第二，本研究並未使用貼紮或是其他種類

護具進行比較，未來可選取其他種護具與新式護具進

行測試；第三，本研究由受試者立即性穿著護具前後

進行測試，受試者並非長時間穿著或是穿著一段時間

後再進行測試，因此本研究之推論只限於立即性的效

果，未來可讓受試者在長期穿著新式護具之後進行踝

扭傷發生率或是其他變數之研究。 

 

伍、結論 

    研究顯示穿著新式護具可改善腳踝扭傷運動員整

體動態平衡的能力，但是對於維持靜態姿勢的平衡並

未有明顯改變，且對於動態活動時的疼痛指數並無改

善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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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a reverse L pad at inside lining of a novel ankle 

brace with an outside elastic belt to fibular head fixed an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a novel ankle 

brace on static and dynamic balance and pain while movements. Methods: Twenty- four amateur 

collegiate athletes (12 Males and 12 female)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this study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brace group. The measured outcomes were static and dynamic balance and pain condition 

while movements. The independed 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values of the measured outcomes 

variables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brace group firstly. Then, the paired-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values of the measured outcomes variables between the with-wearing and without wearing for brace 

group secondly. Results: The results was found that the sway area in open eye condition of the static 

balance with wearing a novel ankle brace significantly more wide than without wearing brace, but 

the sway path length have no significantly changed. Also, there were showed the decreased in the 

dynamic balance error with wearing a novel ankle brace of the brace groups than without wearing 

bra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dynamic balance scores decreased when wearing a novel 

ankle brace of the brace groups. The pain scale while movements had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wearing or non-wearing a novel brace in brace group. Conclusions: Wearing a novel ankle 

brace can enhance the dynamic balance for athletes with ankles sprain history. However, it cannot 

alter the static balance and pain condition while dynamic movements.  

 

Keywords: ankle injury, posture control, br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