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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與慢跑鞋，走路時足部壓力差異。方法：以自願參與之 4 位男性健

康受試者 (均年齡 20 ± 1歲，身高 179.7 ± 2.8 公分，體重：72 ± 2.8 公斤)。分別穿著慢跑鞋與排球

專項運動鞋於足底壓力跑步機 (FDM-TLR ZEBRLS Germany, 60 Hz)，以 4.3 m/h速度行走，並於矢狀

面架設內建高速攝影機 (120 Hz)，同步擷取慣用腳與非慣用腳之前足、中足與足跟足底壓力。透過

IBM SPSS 23.0版統計軟體，以成對樣本 t檢定考驗 (Paired sample t-test)，比較穿著慢跑鞋與排球專

項運動鞋之組間與組內，三足區足底壓力差異，統計水準訂為 α = .05。結果：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

之中足區足底壓力顯著低於慢跑鞋，其餘足區則未達顯著差異，此外不論穿著排球專項運動或慢跑

鞋，前足區足底壓力皆顯著大於中足與足跟區。故在從事排球運動時，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可較低足

底壓力，以預防傷害的產生。結論：排球專項運動鞋與慢跑鞋，於設計上皆著重前足區與足跟區之緩

衝，然而排球專項運動鞋，相較於慢跑鞋在中足區部分可提共更多的緩衝，以降低足底壓力的產生。

故消費者可隨自身需求，選擇適合該運動的運動鞋。 

 

關鍵詞：地面反作用力、壓力分佈、步態週期 

 

壹、緒論

現今的排球運動已朝向更高、更快、更多變的趨

勢發展，因此選手需要良好的跳躍能力來完成每項動

作，舉凡跳躍發球、跳躍扣球與攔網等動作，在排球

運動的跳躍技術，又因起跳期動作的差異可區分為踏

併跳 (step-close jump) 與併腿跳 (hop jump)，隨著球

員跳躍高度的增加，使選手在完成每項動作時，下肢

負荷亦隨之增加。在一場排球比賽，不論是進攻或防

守，選手大約呈現 200 次以上的跳躍著地動，因此下

肢需承受大量的衝擊力，若能瞭解專項運動鞋對選手

足部的影響，便可針對需求選擇適合自身的排球專項

運動鞋，來增進運動表現，並降低傷害的產生 (辜瀞

儀、王令儀、張木山，2010；葉煌典，2000)。 

排球運動傷害，經常發生於攔網與扣球等跳躍

動作著地之際，在主動的進攻動作  (扣球) 上的受傷

比例又高於防守動作(攔網)，其中因為著地而受傷的

比例高達 73% (Ferretti, Papandrea, Conteduca, & 

Mariani, 1992)。此外在比賽過程中，亦有許多橫移與

動跨步動作，而女性比男性有較高的非接觸性前十字

韌帶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受傷機率，受傷的機

率是男性的 6 至 8 倍 (Agel, Palmieri-Smith, Dick, 

Wojtys, & Marshall, 2007)。探究其原因，排球運動中

在進行攔網與扣球等跳躍動作時，可能因落地的姿勢、

選手習慣與動作形式的不同，導致落地時地面反作用

力有所差異，此外在作橫移與動跨步動作時，下肢也

會產生較大的衝擊力。因此除了以正確的姿勢落地外，

如何降低地面反作用力帶給足部的負擔，亦是主要考

量的重點 (謝耀毅、陳柏潔、黃長福，2015)。 

過去研究探討排球運動員，自然站立時的足底壓

力差異，發現運動員在自然站立時，足底壓力多半集

中於前腳掌，推測排球運動員於長期訓練下，而導致

身體壓力中心 (center of pressure) 呈現向前的現象，

以至於足底壓力多半集中於前腳掌，由此可知若要降

低排球選手之足底壓力，則需著重於前足區。此外過

去針對不同種類專項運動鞋的研究認為，慢跑時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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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慢跑鞋，所產生之足底壓力與地面反作用力

皆不同，此外也會因為性別之腳掌形狀不同，而導致

緩衝效益有所差異 (Queen, Abbey, Wiegerinck, Yoder, 

& Nunley, 2010)。另研究認為不論穿著排球專項運動

鞋、網球、慢跑或羽球鞋等，於垂直起跳落地時之前

足區足底壓力最大、其次為足跟，最小則為足中區，

然而相較於赤腳則有較少的足底壓力產生。推測其原

因可能為，專項運動鞋於設計時，會針對不同的運動

項目，加強足底部位的保護，因此相較於赤腳能阻擋

部分的地面反作用力，以降低足底的壓力 (莊訓達、

朱峰進、李德仁，1999)。 

慢跑鞋部分，過去探討慢跑對於足部地面反作用

力的影響中，認為運動時足部與地面接觸會產生強烈

的反作用力，此時足部與腿部皆會承受大量的衝擊力，

長久從事下可能導致運動傷害的產生 (van der Worp, 

Vrielink, & Bredeweg, 2016)。此外過去針對專業慢跑

選手，探討慢跑時足底壓力的差異，得知慢跑時的足

底壓力多半集中於前足區，其次為足跟區，最小則為

中足區 (Bergstra et al., 2015)。此外研究探討穿著運動

鞋與赤腳對慢跑時之足底壓力的分布，得知穿著運動

鞋慢跑，相較於赤足於前足區、中足區與足跟區之足

底壓力小，表示穿著運動鞋可降低足底壓力的產生，

以達到減震緩衝的效果(Szulc et al., 2016)。綜合上述，

不論穿著任何形式之運動鞋從事慢跑或垂直起跳動作，

足底壓力最大為前足區，其次為足跟區，最低則為中

足區，且相較於赤足可降低足底壓力的產生，達到減

震緩衝的效果。由於過去已有諸多研究探討穿著各型

式運動鞋，相較於赤足在慢跑或垂直起跳時之足底壓

力差異，結果皆認為運動鞋能有效的降低衝擊力與足

底壓力的產生。而在排球運動中，亦有許多橫移與跨

步動作，但過去多半針對赤腳與穿著不同鞋類進行垂

直跳與慢跑動作，評估不同形式運動鞋之緩衝效益。

對於排球專項運動鞋於跨步時之功能特性的差異則待

釐清。故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慢跑鞋與排球專項運

動鞋於慢跑過程中足底壓力的差異，藉此瞭解兩種不

同形式之運動鞋功能特性的差異。 

 

貳、方法 

一、受試者 

招募自願參與之 4位男性健康受試者，半年內無

重大上、下肢運動傷害，慣用腳皆為左腳，且皆為正

常腳型，平均年齡 20 ± 1歲，身高 179.7 ± 2.8公分，

體重：72 ± 2.8公斤，受試者在參加實驗前，已被充分

告知研究目的、實驗流程及可能發生的危險，且保有

說明研究結果，與中途放棄的權利，同意後登記各自

鞋號，並簽署實驗同意書。 

 

二、步態分期定義 

步行時相同腳之腳跟連續兩次著地，所經歷的時

間稱為步態週期，於整體動作過程分為站立期 (Stance 

Phase)、支撐期  (Single Support phase) 與擺盪期 

(Swing Phase)。站立期之動作過程主要為，步行時，相

同腳之腳跟著地至腳尖離地；支撐期為，於支撐期中

單腳著地至下一隻腳著地時，擺盪期為步行時，相同

腳之腳尖離地至腳跟著地 (柯柏任、黃長福、許太彥、

張博涵、楊子享，2016；梁日蕾、邱宏達，2011；Nene, 

Mayagoitia, & Veltink, 1999)。本研究擷取步態週期之

站立期、支撐期與擺盪期之雙腳足底壓力，作為本研

究足底壓力之參考據。 

 

三、足底壓力分區的定義 

根據過去研究中認為，足底壓力的分區最多則可

分為10區，並無一定的規定，主要以研究目的作為分

區之依據 (黃彥慈、邱文信，2008；黃彥慈、邱文信，

2009)。故本研究將足底壓力之區域分為足前區、足中

與足跟區，共三個區域，並擷取步態週期之站立期、

支撐期與擺盪期之雙腳足底壓力，作為本研究足底壓

力之參考據。 

 

四、研究控制 

過去研究探討不同速度慢跑著地期，與地面反作

用力的影響，認為不同速下跑步會導致地面反作用力

有所差異 (馮道正，2007)。故本研究統一將慢跑時

的速度定義為4.3 m/h，作為本研究控制。 

 

五、排球專項運動鞋與慢跑鞋 

本研究所使用M牌排球專項運動鞋與N牌慢跑鞋

進行測試 (圖1)，兩雙鞋雖為不同品牌，然而影響緩衝

之主要因素為鞋底材質，而此兩鞋底材質皆為乙烯 

(Ethylene) 與乙烯基醋酸鹽 (Viny Acetate) 組成，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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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EVA。此材料為最常被用於製作運動鞋鞋底之材

質。其優點為輕便、高緩衝性、著色性佳、不易折損

與高耐用性。然而缺點為易吸水、不易腐蝕與不利環

保 (Wang, Hong, & Li, 2012)。由於此兩鞋底材質皆為

EVA材質，因此以此兩鞋款作為本研究慢跑鞋與排球

鞋之實驗用鞋。 

 

 

 

 

 

 

 

圖1、左為M牌排球專項運動鞋，右為N牌慢跑鞋 

 

六、實驗流程 

本研究於實驗開始前，統一由同一位研究員說明

實驗流程，並帶領受試者進行15分鐘的動態熱身，而

後於休息區等候。場地布置方面，於實驗場地放置足

底壓力跑步機 (FDM-TLR ZEBRLS Germany, 60 Hz) 

(圖2)，並於跑步機矢狀面架設內建高速攝影機 (120 

Hz) 並進行測試，確定攝影機鏡頭能順利拍攝到下肢

跑步的動作，與跑步機是否能正常運作。實驗開始時，

分別請受試者穿著全新的慢跑鞋與排球專項運動鞋，

以最自然的方式於足底壓力跑步機上行走，前30秒讓

受試者調整並達到穩定，施測1分鐘自然走路，速度設

定為4.3 m/h速度，收取雙腳之足底壓力差異，一個人

各3次，完成本研究。 

 

 

圖2、FDM-TLR ZEBRLS Germany 跑步機 

 

七、資料分析與統計方式 

將 收 取 來 的 3 筆 雙 腳 足 底 壓 力 值 利 用 

AcqKnowledge 381 軟體，將區域分佈分為前足、中足

與足跟三個區域，並轉換為EXCEL 2013檔，統計出各

足區最大峰值，並與各受試者體重進行標準化 (BW)。

再透過IBM SPSS 23.0版統計軟體以成對樣本t檢定考

驗 (Paired sample t-test)，比較穿著慢跑鞋與排球專項

運動鞋，組間與組內之三足區足底壓力差異，統計水

準訂為α = .05。 

 

参、結果 

一、穿著慢跑鞋與排球專項運動鞋組間足底壓力差異 

經成對樣本 t 檢定後由表 1 得知，受試者穿著慢

跑鞋與排球專項運動鞋行走時，不論是慣用腳或非慣

用腳，僅有中足區達顯著差異 (p < .05)，而前足區與

足跟區未達顯著差異。趨勢方面由圖 3與圖 4可得知，

不論是慣用腳或非慣用腳，皆為前足區足底壓力為最

大，其次則為足跟區，最低則為中足區。可見不論是

慣用腳或非慣用腳，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相較於慢

跑鞋可降低運動時的中足區之足底壓力。 

 

表 1、穿著慢跑鞋與排球專項運動鞋組間差異 

  慢跑鞋 
排球專項

運動鞋 
t值 p值 

 前足區 1.12±0.41 1.01±0.11 2.629 .078 

慣用腳 (左) 中足區 0.54±0.12 0.42±0.07 4.214 .024* 

 足跟區 0.55±0.08 0.51±0.16 1.732 .182 

 前足區 1.04±0.21 1.03±0.11 2.611 .08 

非慣用腳 (右) 中足區 0.62±0.11 0.51±0.05 5.656 .011* 

 足跟區 0.64±0.07 0.61±0.04 2.158 .12 

註：p < .05*，單位為倍體重 

 

 

圖 3、慣用腳之足底壓力趨勢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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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足區 中足區 足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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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鞋 排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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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非慣用腳之足底壓力趨勢 

 

二、穿著慢跑鞋與排球專項運動鞋組內足底壓力差異 

    經成對樣本 t檢定後由表 1得知，受試者穿著慢

跑鞋行走時，不論慣用腳或非慣用腳前足區皆顯著大

於中足與足跟區(p < .05)。此外，穿著排球專項運動

鞋行走時，不論慣用腳或非慣用腳前足區皆顯著大於

中足與足跟區(p < .05)。趨勢方面由圖 5與圖 6可得

知，不論慣用腳或者非慣用腳，皆為前足區足底壓力

最大，其次則為足跟區，最小則為中足區。可見不論

是慣用腳或非慣用腳，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相較於

慢跑鞋可降低運動時的中足區之足底壓力。 

 

 

圖 5、慣用腳三足區之足底壓力趨勢 

 

 

圖 6、非慣用腳三足區之足底壓力趨勢 

 

肆、討論 

在一場排球比賽中，不論是進攻或防守，選手大

約會呈現200次以上的跳躍著地動作，因此下肢需承受

大量的衝擊力，長久從事下可能導致前十字韌帶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等下肢傷害的產生(Arendt 

& Dick, 1995；辜瀞儀等，2010；葉煌典，2000)。故針

對自身需求選擇適合自身的專項排球鞋，來增進運動

表現，不但能增進運動表現外，也能降低傷害的產生

(蔣至傑，2000)。 

    過去探討慢跑對於足部地面反作用力的影響中，

認為運動時足部與地面接觸會產生強烈的反作用力，

此時足部與腿部皆會承受大量的衝擊力，長久從事下

可能導致運動傷害的產生(van der Worp et al., 2016)。

在從事慢跑運動時，由於每個人的肢段長度、關節活

動度與骨骼形狀不同，因此會因為不同足部類型而導

致足底壓力有所差異外，穿著不同種類的運動鞋跑步

時，亦會導致足底壓力有所不同。由於慢跑與跳躍動

作皆須以下肢進行推蹬，帶動核心肌群與上肢來完成，

此時下肢需承受極大的衝擊力，以至於足底壓力增加，

其中前足區為最大，其次為足跟區，最低則為中足區

(Chuckpaiwong, Nunley, Mall, & Queen, 2008)。 

研究探討穿著運動鞋與赤腳對慢跑時之足底壓力的分

布，得知穿著運動鞋慢跑，相較於赤足於前足區、中

足區與足跟區之足底壓力小，表示穿著運動鞋可降低

足底壓力的產生，以達到減震緩衝的效果(Szulc et al., 

2016)。過去探討赤足與穿著不同種類運動鞋對足底壓

力的影響中，穿著排球鞋相較於慢跑鞋有較低的足底

壓力，推測由於排球鞋鞋底材質與慢跑鞋不同，以至

於穿著排球鞋所產生的足底壓力小於穿著慢跑鞋

(Schlee, Sterzing, & Milani, 2009)。此外，研究認為不

論穿著專項排球鞋、網球、慢跑或羽球鞋等，於垂直

起跳落地時之前足區足底壓力最大、其次為足跟，最

小則為足中區，然而相較於赤腳則有較少的足底壓力

產生，探究其原因，專項運動鞋於設計時，會針對該

運動項目之動作形式增加鞋底厚度、支撐性與避震性，

以提升該部位的保護，藉此降低運動傷害的產生

(Kong, Lam, Ng, Aziz, & Leong, 2017)，上述研究結果

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由於每位受試者之下肢肢段長度不同，於跑步機

上行走時，會因為步幅的差異，導致足底壓力有所不

同，進而影響研究結果，故下肢肢段長度等因素不在

本研究討論範圍內。本研究結果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

相較於慢跑鞋，於慢跑時有較低的足底壓力，此外不

0

0.5

1

1.5

前足區 中足區 足跟區

單位：倍體重

慢跑鞋 排球鞋

0

1

2

慢跑鞋 排球鞋

單位：倍體重

前足區 中足區 足跟區

0

0.5

1

1.5

慢跑鞋 排球鞋

單位：倍體重

前足區 中足區 足跟區



施惠方  邱文信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5(2),25-31 

  DOI：10.3966/207332672018121502004 

29 

 

論是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或慢跑鞋，在慢跑時前足區

壓力最大，其次為足跟區，最小則為中足區。由此可

知，排球專項運動鞋相較於慢跑鞋可帶給選手更多的

保護，以降低運動傷害的產生。 

 

伍、結論 

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相較於慢跑鞋於走路時，

可降低中足區之足底壓力，故在從事排球運動時，可

考慮穿著排球專項運動鞋，來降低足底壓力的產生，

以預防運動傷害，並提升運動表現。未來可透過排球

之扣球、攔網相關動作，或針對不同材質之專項運動

鞋，探討各足區足底壓力的差異，藉此瞭解專項排球

鞋之功能特性。以提供選手或排球運動愛好者，購買

專項排球鞋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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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foot pressure when wearing the volleyball sneakers and jogging 

shoes walking. Method: four healthy male volunteer to be the subjects (The average age is 20 ± 1 

years old, the height is 179.7 ± 2.8 cm, and the weight is 72 ± 2.8 kg.). Wearing jogging shoes and 

volleyball sneakers walking on the foot pressure treadmill (FDM-TLR ZEBRLS Germany, 60 Hz) 

and the walking speed at 4.3 m/h. The high-speed camera (120 Hz) is set at the sagittal plane to 

simultaneously capture the forefoot, midfoot and heel sole pressures of the conventional and non-

dominant feet. The IBM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version 23.0)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test by 

the Paired sample t-test, comparing the foot pressure of the three plantar area when wearing jogging 

shoes and volleyball sneakers and the different foot pressure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ports 

shoes, the statistical level is set at α = .05. Result: the foot pressure of the midfoot area when wearing 

volleyball sneakers were significant lower than wearing jogging shoes and the other foot areas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urthermore, whether wearing volleyball sneakers or jogging shoes, 

the foot pressure of the forefoot were higher than the midfoot and heel area. Conclusion: Volleyball 

sports shoes and running shoes are designed to focus on the cushioning of the forefoot area and the 

heel area. However, volleyball sports shoes can provide more cushioning in the midfoot area than the 

running shoes to reduce the soles. The generation of pressure. Therefore, consumers can choose sports 

shoes suitable for the sport according to needs. 

 

Keywords: ground reaction force, plantar pressure distribution, gait cy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