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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健康組 (healthy)、潛在組 (copers)、不穩定組 (CAI) 三種不同踝關節型態運動員從 50 公

分高台著地反跳對踝關節運動學與動力學的影響。方法：尋找 29 名大專運動員區分為 healthy、copers

與 CAI，進行 50 公分高台著地反跳測驗，利用十台 Vicon 紅外線攝影機 (200 Hz) 與兩塊 Kistler 測

力板 (1000 Hz) 同步收集下肢生物力學參數；統計方法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間有

無差異。結果：CAI 在著地瞬間踝關節背屈力矩小於 healthy (p < .05)，healthy 在下蹲期膝關節屈曲

力矩顯著大於 CAI 與 copers (p < .05)，CAI 在下蹲期的踝關節外翻角度高於 healthy (p < .05)， copers

在離地瞬間踝關節外翻力矩大於 CAI (p < .05)。結論：CAI 踝關節著地階段的外翻動作可能為預防再

次扭傷代償動作，有穩定關節與降低踝關節內翻風險之作用，copers 在動作過程中確實會表現出與其

他兩不同的動作模式，三組間確實存在依序變化的趨勢和特徵。 

 

關鍵詞：不同踝關節型態、踝關節扭傷、運動傷害 

 

壹、 緒論  

腳踝外側扭傷是常見的運動傷害之一，其中有

85%為內翻扭傷且造成腳踝外側的傷害  (Garrick, 

1977)，而腳踝扭傷後有 40%的人會發生再受傷的情形 

(Gerber, Williams, Scoville, Arciero, & Taylor, 1998)。這

些患者經歷重複腳踝扭傷後，患者可能因為結構上韌

帶的鬆弛導致正常的關節生理活動度範圍有軟腳或難

以控制 (giving way) 的不穩定現象，可能形成慢性腳

踝不穩定  (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 CAI) (Hughes & 

Rochester, 2008)。在扭傷的族群裡，有部分患者只發生

過一次腳踝內翻扭傷的傷害，當這些患者再回到運動

場上進行高強度運動時，不會因有過扭傷病史影響其

運動場上之表現，這可能是其使用了不同的踝關節動

作機制 (Brown, Padua, & Marshall, 2008)，使其運動表

現與 healthy 相似，這些人稱為腳踝扭傷潛在組群 

(copers)，先前研究使用了不同的面向切入探討 healthy、

copers 與 CAI 三組間的差異，針對踝關節構造的相關

研究中，透過儀器測量發現 CAI 比 copers 在關節活動

度上會有較大的踝關節前位移與內翻 (Hubbard, 2008)。

又有研究發現在踝關節鬆弛度的比較上，CAI、copers

與 healthy 並無顯著差異 (Gutierrez et al., 2012)。 

著地相關的研究中，Bates、Ford、Myer 與 Hewett 

(2013) 使用 31 cm 的高臺進行雙腳著地反跳測試，發

現 CAI 在第二次著地瞬間時，髖關節和膝關節角度均

較小，而 Doherty 等人 (2014) 針對 CAI 進行 40 cm 高

臺著地反跳測試，其結果發現 CAI 腳踝蹠屈角度較

healthy 少，且傷側髖關節會較多屈髖關節角度產生，

另一研究使用 30 cm、50 cm 側向跳測試，肌電圖發現

CAI 脛前肌和腓骨腸肌的預先收縮比 healthy 小 

(Gutierrez et al., 2012)，在這三個實驗中，可以看出跳

躍著地的測試中 CAI 和 health 在運動學和肌肉收縮確

實會有差異存在，但這些實驗中均未加入 copers 也較

少探討關節動力學的部分。 

綜合上述研究，目前針對不同踝關節型態的診斷

與測試還沒有一個制式的標準化模式，無論是從關節

構造、神經肌肉控制能力、功能性測試、分析參數的變

化來探討，目前仍未有一致性的定論，也發現執行著地

相關研究中 healthy 與 CAI 兩組會在著地策略中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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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肢關節角度和肌肉收縮，在著地反跳測試研究中

大部分是將 healthy 與 CAI 兩組之間做比較，並未將

copers 納入其中，所以本研究加入 copers 作為探討組

別，加上實驗參與者皆是尋找甲組項目運動員 (籃球、

排球…)，這些運動員在運動時是需要做大量著地反跳

的動作，在著地高度的選擇接近其平常運動表現中的

著地高度，所以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healthy、copers、CAI

三種不同踝關節型態運動員從 50 公分高台著地反跳對

踝關節運動學與動力學的影響，但在姿勢控制的相關

研究中，傳統的單腳靜態平衡研究，分析其足底壓力中

心 (center of pressure) 移動範圍發現，只有少數研究可

以證明 CAI 的確比 copers 族群與 healthy 有較大移動

範圍，代表其在姿勢控制上 CAI 和 copers 是否有差異

仍不明確，(Wikstrom, Fournier, & McKeon, 2010)，所以

希望藉由本研究找到一個有效的踝關節功能評估來區

分 healthy、copers、CAI。  

 

貳、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招募29位實驗參與者，實驗參與者必須

在一年內沒有頭部及下肢傷害的病史，亦無軀幹脊椎

或上肢方面的傷害，並且在實驗前三個月內，沒有發生

急性的下肢傷害，才符合參與實驗資格。所有實驗參與

者須填寫坎伯蘭踝關節不穩定問卷  (Cumberland 

Ankle InstabilityTool, CAIT) ，CAIT問卷是近期能有效

量化CAI 症狀的工具之一 (Hiller, Refshauge, Bundy, 

Herbert, & Kilbreath, 2006)，其內容結合不同動作與運

動表面的不穩定程度，並以頻率及動作難度來區分嚴

重程度，再測信度高達0.96，在效度方面自我覺察不穩

定程度的10公分視覺量表 (10-cm visual analog scale) 

的相關性高達0.84 (Hiller et al., 2006)，問卷總分為30 

分，其定義標準為當低於27.5分則為罹患CAI之標準，

本實驗分組定義為問卷分數大於28分為healthy且未曾

發生踝關節扭傷、曾經有1次扭傷經驗且問卷分數介於

25~28分為copers、有多次的踝關節扭傷並伴隨無力感

且問卷分數小於24分為CAI，本實驗受試者皆為該項目

甲組運動員，其體育背景包含籃球、排球、田徑、足球、

網球、跆拳道、桌球，在招募這些受測者時，會先在各

運動隊伍中發放填寫第一次CAIT問卷，接下來將問卷

分數紀錄篩選合適的對象，並邀請至實驗室，詳細詢問

其腳踝病史和說明問卷問題和內容，請他填寫第二次

的CAIT問卷，運動傷害防護員會把做完第二次CAIT問

卷且符合實驗分組標準的運動員前抽拉測試 (anterior 

drawer test) 及內翻測試 (inversion test)，在測試過程中

會以運動員腳踝傷測和健側比較，兩腳內翻相差10度

以上或前拉測試相差3mm以上為標準，但此兩種方法

需要x光影像判讀，礙於設備不足，會以運動傷害防護

員主觀的判定其是否符合，但主要仍以 CAIT問卷問卷

作為主要分組標準，理學測試為做為參考，總計CAI (10

人)、healthy (9人) 與copers (10人)。正式實驗前，實驗

參與者會填寫受試者同意書及基本資料表並了解整個

實驗的流程，實驗參與者資料如表1所示，且實驗參與

者資料均無顯著差異 (p < .05)。 

 

表1、實驗參與者基本資料 (平均 ± 標準差) 

 Healthy Copers CAI 

年齡 (歲)  20.50 ± 3.56  20.33 ± 1.75  20.13 ± 1.36 

身高 (公分) 175.33 ± 7.84 179.50 ± 10.52 176.88 ± 8.36 

體重 (公斤)  67.13 ± 12.8  66.50 ± 10.52  68.53 ± 8.24 

 

二、研究工具 

本實驗使用十台紅外線攝影機  (Vicon,Oxford, 

UK)，以擷取頻率 200 Hz 來收集黏貼於身體特定關節

處的反光球 (直徑：1.27 cm)，為取得各肢段在空間中

的位置，本研究使用自建反光球模型使用 70 顆 (44 顆

markers + 10 片 tracking marker)，定義出 13 個肢段，

包含頭部、左右上臂、左右前臂 (含手掌)、軀幹、骨盆、

左右大腿、左右小腿及左右足部，本研究亦使用兩塊測

力板 (Kistler9821, Germany) 來收集著地後的地面反

作用力，其擷取頻率設為 1000 Hz。實驗中，所有資料

的收集皆透過 Vicon Nexus 1.4.套裝分析軟體來同步擷

取反光球三度空間資料與測力板地面反作用力參數。 

 

三、研究流程 

參與者須先填寫個人基本資料，實驗開始前進行

暖身，由一位合格運動防護員進行解標記點定位並同

時黏貼反光標記，每個反光標記點皆須強化固定且預

先執行著地反跳動作，確定不會造成參與者動作上限

制或產生標記脫落的狀況，實驗開始時，先收集所有參

與者靜態解剖站姿之運動學資料，並同時測量力板上

安靜體重。靜態測驗後，測量最大垂直跳高度，參與者

開始進行 50 公分高台著地反跳，聞開始口令，垂直落

下雙腳著地，並在著地後立即進行垂直跳，在起跳後以

慣用手碰觸目標物 (高度為站立時雙手的伸展高度加

上 50%的最大垂直跳高度) (Wikstrom, Tillman, & Bo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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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著地後以患側 (affected) 腳著地，眼睛直視前

方平衡五秒 (模擬運動員之運動情境)。受試者會在充

分練習後再開始進行正式實驗，實驗全程皆以赤腳的

方式進行。若發生著地時失去平衡、用對側腳著地、多

了額外的小跳步，或是在著地時上半身或對側腳的擺

盪過大皆算失敗，若上述情形發生皆須重新進行躍起

著地的動作，直到成功 5 次即算完成，最後將 5 次成

功資料的平均值進行統計分析，下圖為著地反跳動作

示意圖，本研究皆為著鞋進行實驗，過去研究指出 

(Chiu, 2002)，跑者在赤腳跑時著地策略的調整，應是在

降低足底的壓力，及降低撞擊的能量以減小撞擊負荷，

因鞋子會有避震效果，造成兩者在著地時有所差異，赤

腳為本實驗研究限制之一 

 

 

 

 

 

圖 1、著地反跳動作示意圖 

 

四、資料處理 

    反光球的軌跡以及測力板的原始資料皆以 8 Hz 的

低通濾波來進行雜訊的處理，並搭配利用 Visual 3D (C-

Motion, Rockville, MD, USA) 來處理分析運動學與動

力學的參數，所有資料的取得和分析皆來自於觸地瞬

間到膝關節最大彎曲瞬間，其分期定義從受試者支撐

腳著地瞬間開始至著地後達到最大地面反作用力 (下

蹲期) 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從下蹲期到離地瞬間 (起

跳期) 結束。關節運動學的資料包括膝、踝關節在著地

後的角度變化，採用關節座標系統  (joint coordinate 

system) 進行運算 (Grood & Suntay, 1983)。測力板的資

料則分析著地後到患側腳離地瞬間， (前後、左右以及

垂直方向)，再將其除以體重 (body weight, BW) 以進

行標準化。關節內力矩則是將反光球 (關節角度和角速

度) 和測力板 (地面反作用力、測力板力矩) 的原始資

料匯入 Visual 3D，並輸入人體肢段參數 (身高、體重、

肢段質量、轉動慣量和肢段質心位置)，以逆動力學的

方式來進行計算。 

 

五、統計分析 

    用不同踝關節型態 (healthy、copers、CAI) 進行 50

公分高度著地反跳，比較下肢關節運動學與動力學差

異。以 SPSS for Windows 21.0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利用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independent)，來比較著地瞬間、最大地面反作用力出

現、離地瞬間三個時間點不同組別關節運動學、動力學

差異，各項統計考驗的顯著水準為 α = .05，如達顯著

差異則以 Scheffe’s 進行事後比較。 

 

參、結果 

    本研究的下肢運動學參數經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後，關節運動學結果顯示，下蹲期的 CAI 踝關

節外翻角度顯著高於 healthy (p < .05)；copers 的踝關節

內旋角度顯著低於 CAI (p < .05)。在關節動力學部份，

結果顯示，著地瞬間 CAI 的踝關節背屈力矩顯著小於

healthy (p < .05)；下蹲期 healthy 的膝關節屈曲力矩顯

著高於 CAI 與 copers (p < .05)，離地瞬間 copers 族群

踝關節外翻力矩顯著高於 CAI 族群 (p < .05)。 

 

 
圖 2、踝關節矢狀面、橫狀面、橫切面著地瞬間角度 

 

 
圖 3、膝關節矢狀面、橫狀面、橫切面著地瞬間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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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踝關節矢狀面、橫狀面、橫切面下蹲期角度 

*p < .05 

 

 
圖 5、踝關節矢狀面、橫狀面、橫切面著地瞬間力矩 

*p < .05 

 

 
圖 6、膝關節矢狀面、橫狀面、橫切面下蹲期力矩 

*p < .05 

 

 
圖 7、踝關節矢狀面、橫狀面、橫切面離地瞬間力矩 

*p < .05 

 

表 2、下蹲期膝關節運動學資料 

 healthy  copers  CAI  

膝關節下蹲期角度

(degrees) 

      

伸直(+)/屈曲(-) -70.52 (9.19) -59.99 (3.64) -64.64 (7.09) 

外翻(+)/內翻(-)   -.46 (6.39)   1.48 (7.39)   1.17 (3.28) 

內旋(+)/外旋(-)   4.58 (4.63)   1.05 (4.62)   1.22 (6.11) 

 

肆、 討論 

一、著地瞬間關節運動學 

    本實驗發現healthy、copers、CAI三組在著地瞬間

的相關關節角度資料上會呈現healthy-copers-CAI由小

至大或由大至小的依序排列的特徵，從結果得知三組

雖然在三軸面皆無顯著差異，但在踝關節額狀面、橫狀

面、膝關節額狀面，皆呈現healthy-copers-CAI依序排列

之特徵，然而healthy與copers在踝關節額狀面與橫狀面

呈現相似的關節角度，在相關研究中有提到擁有copers

踝關型態之運動員回到運動場上進行高強度運動時，

可能使用了有別於健康人的腳踝運動模式 (Brown et 

al., 2008)，使他能夠在運動場上表現出與健康人相近的

動作機轉，另一篇功能性測試研究結果發現copers族群

的測試結果常常剛好介於healthy與CAI之間，但在表現

能力上與healthy有許多重疊之處，所以往往看不出差

異性 (Wikstrom & Hass, 2012)，從本研究發現healthy與

copers在進行著地反跳動作著地瞬間時，踝關節額狀面

與橫狀面會出現相似之運動學特徵，與先前研究所提

到copers的特徵有相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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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蹲期的關節運動學 

本研究結果顯示，下蹲期CAI踝關節額狀面外翻角

度顯著大於healthy，此階段是由著地瞬間接續下蹲期，

三組踝關節額狀面動作皆是從外翻往腳踝正中位置靠

近，其中又以CAI族群外翻角度最大，copers次之，有

趣的是，有過扭傷經驗的CAI、copers族群仍然呈現踝

關節外翻，healthy則是呈現趨近於正中位置，在橫狀面

CAI內旋角度顯著大於copers，先前研究指出運動中跳

躍著地動作時，踝部若呈現蹠屈和內旋動作，這將會使

踝部關節穩定度下降 (王顯智，1998)，本實驗結果顯

示CAI族群雖然在著地瞬間踝關節矢狀面和橫狀面雖

然呈現不穩定姿勢，但在額狀面會出現較多的踝關節

外翻角度，相關研究中指出功能性踝關節不穩定產生

的原因與部分肌肉肌腱的神經反應變慢有關 (Raugust, 

2006)，此時若限制內翻角度的腓骨肌群無力或反應延

遲，易造成踝部外側前、後距腓韌帶與跟腓韌帶的受傷，

因此腓骨長肌需更加活化去調控踝關節 (錢思佑、吳忠

政、張怡雯，2012)，其中與踝外翻調控有關的腓骨長

肌有可能是為了避免過多內翻動作而產生神經肌肉控

制改變的代償動作之一 (Hopkins, Coglianese, Glasgow, 

Reese, & Seeley, 2012)，本研究中CAI所做出較多的踝

關節外翻動作中可能是為了避免扭傷所產生的代償動

作。 

從踝關節矢狀面來看，CAI族群和copers族群皆產

生較小的踝關節背屈特徵，踝關節為主要接受地面衝

擊力的關節，其關節角度變化會間接影響到膝關節，較

少的踝關節背屈動作會使人體動作無法有效執行下蹲

動作，對照膝下蹲期動力學，CAI族群和copers族群在

膝關節屈曲力矩皆顯著小於健康族群，CAI族群和

copers族群皆可能因較小的伸膝力矩而產生比較伸直

的膝關節角度，而踝、膝較伸直的動作在下蹲期呈現比

較直膝的動作模式。研究發現，直膝型態著地時，主要

靠踝關節吸收 (Devita & Skelly, 1992)，但又因為CAI族

群和Copers族群都擁有腳踝扭傷病史，導致其未能有效

控制踝部肌群，踝關節周邊肌群未能有效緩衝地面反

作用力，如上述得知，CAI族群和copers族群可能因為

受傷導致踝關節無法有效完整執行背屈動作進而影響

膝關節產生硬質動作，使傷害容易再次發生。 

 

三、著地瞬間的關節動力學 

    從著地瞬間踝、膝關節動力學資料發現healthy踝

關節背屈力矩顯著大於CAI族群，對照運動學結果發現，

CAI族群在踝關節矢狀面角度呈現最多的蹠屈角度，顯

示CAI族群經歷了多次踝關節扭傷後，在著地動作背屈

肌群無法有效控制，造成較多踝關節蹠屈角度，因此，

根據上述討論中，執行著地反跳動作時，踝關節矢狀面

動力學和運動學可能會影響著地身體姿勢的穩定，CAI

族群因無法有效控制踝關節背屈力矩導致其在著地瞬

間會呈現較蹠屈的動作產生。 

 

四、下蹲期及離地瞬間關節動力學 

    本研究發現下蹲期CAI族群和copers族群產生較小

膝關節屈曲力矩的著地策略，先前Ahmad與Chappell 

(2007) 的研究中透過EMG的分析指出，急停跳著地期

間若有較大的股四頭肌力量的參與有助於提升膝關節

伸肌力矩，從上述研究中得知，在緩衝地面反作用力時，

CAI和copers使用較多膝伸直力矩著地策略可能代表著

這兩組在下蹲期較多股四頭肌的參與，而股四頭肌會

讓膝關節產生伸直的動作，再進一步對照運動學下蹲

期資料發現CAI族群和copers族群確實呈現膝關節較伸

直的狀態，代表CAI族群和copers族群使用了較僵直的

著地動作，Coventry等人 (2006) 亦指出著地後的衝擊

力會受到著地瞬間關節角度的影響。Lafortune、Lake與

Henning (1996) 也指出，著地時的衝擊力會受到身體姿

勢的影響，特別是在衝擊力轉移 (shock transmission) 

的時期，通常會透過下肢關節角度的改變來調整肌肉

骨骼系統的負荷，在本實驗的研究數據中CAI族群和

copers兩組踝關節背屈角度皆是比healthy小，這可以合

理說明下蹲期運動學中提到因為踝關節無法有效背屈

間接影響膝關節角度較伸直，導致CAI族群和copers族

群在下蹲期運用了較多伸膝力矩進而產生較膝關節較

伸直的動作，但在踝關節矢狀面動力學中，並無看到明

顯差異。統整得知CAI族群和copers族群在下蹲期會產

生較少的膝關節屈曲力矩著地策略，進而產生較硬質

的著地策略，在較僵硬的著地動作，踝關節的蹠屈肌群

會吸收較多的衝擊力，CAI族群和copers族群因為踝關

節扭傷導致期踝關節神經肌肉改變，導致踝關節蹠屈

肌群無法有效的緩衝，容易造成再次地踝關節傷害。從

離地瞬間踝、膝、關節動力學資料中，copers族群踝關

節外翻力矩顯著高於CAI族群，在先前研究中因較少分

析著地反跳離地期之研究數據，但如果從踝關節力矩

三軸面向來看，copers族群所產生力矩值皆比CAI族群

來的大的特徵，執行離地動作時主要為三關節矢狀面

執行力量釋放，額狀面及橫狀面負責動作平衡與控制，

copers族群產生較多的外翻力矩可能為其在動作控制

上為了離地動作和避免受傷所做的代償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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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綜合以上，不同組別在執行50 cm高度著地反跳時，

會因為踝關節的情況身體會利用不同的關節運動學和

動力學來產生不同的著地策略，在著地瞬間時踝關節

額狀面、橫狀面、膝關節額狀面、皆呈現healthy-copers- 

CAI的依序排列，且healthy族群與copers族群在相關參

數中有相似情形，與先前研究呼應，說明了在執行高台

著地反跳的不同時期還是可是看出三組間的關聯性，

且CAI族群因為多次扭傷造成其在關節運動學、動力學

表現上與兩組不同，包括無法有效控制踝關節背屈力

矩、下蹲期產生較多踝關節外翻角度，而CAI族群和

Copers族群會產生較少的膝關節屈曲力矩著地策略，進

而產生較硬質的著地，造成踝關節的蹠屈肌群需要吸

收較多的衝擊力。 

本研究另一個重點則是嘗試找出copers族群與其

他兩組的差異，從著地瞬間三組依序排列符合其他相

關研究，在下蹲期踝關節內旋角度和膝關節矢狀面力

矩與離地瞬間踝關節外翻力矩確實和CAI族群、healthy

族群有顯著差異，表示copers族群在執行50 cm高度著

地反跳時確實運用了有別於其他兩組不同的動作模式，

在腳踝扭傷的患者中，我們常忽略了copers族群的存在，

這也意味著在幫踝關扭傷患者進行復健訓練時，須將

copers族群考慮進去。除此之外，建議未來的研究能加

入肌電圖的分析，以瞭解著地反跳對下肢肌肉收縮的

效益；並進一步分析造成下肢關節傷害的相關因子 (如：

踝關節的能量吸收或足底壓力中心等)，以提供更多有

關傷害風險的訊息，並進一步探討出較佳的下肢傷害

預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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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Healthy, copers and CAI three groups to perform a 50 cm high depth jump test to find out 

their kinematics and kinetics difference. Method: Include 29 college athletes into healthy, copers and 

CAI three groups to perform a 50 cm high depth jump test. Use of 10 infrared cameras (Vicon, 200Hz) 

and 2 pressure plates (Kistler, 1000 Hz) to collect synchronized biomechanical data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An independent sample, one-way ANOVA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During squat phase CAI group ankle eversion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healthy group (p < 0.5), the dorsiflexion moment arm at the point of contact with the ground of the 

CAI group is less than the healthy group, healthy group knee flexion moment arm during squat phase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CAI group and copers group, the ankle joint eversion force at the 

point of leaving the ground of the copers group is greater than the CAI group. Conclusion: During 

landing the phase the CAI group exhibit ankle eversion, which stabilizes and decrease the inversion 

risk of the ankle joint, this may be a compensatory movement in prevention of recurrent ankle sprains. 

Copers group exhibits a different movement pattern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e CAI group exhibits a different movement strategy when performing the depth jump, it is also 

noted there exis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gressiv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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