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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運動貼紮的介入，對足球頭頂球著地動作中，著地階段下肢傷害風險的生物力學影響，

並比較兩種頭頂球動作的傷害風險差異。方法：本研究以 12 名國家優秀女子足球隊選手為研究對

象，實驗介入分為膝關節無貼紮與有貼紮兩種情境，實驗測試分為原地躍起頭頂球及跨步躍起頭頂

球的兩種動作。以一套含八台紅外線攝影機與兩塊測力板的動作捕捉系統擷取資料，並以動作分析

軟體進行運動學、地面反作用力，以及動力學之資料處理。以 2×2 重複量數二因子 (貼紮×動作) 變

異數分析 (two-way ANOVA)，比較各分析參數在不同頭頂球動作及有無貼紮間是否有差異存在，統

計顯著水準訂為α  = 0.05。結果：有貼紮時，觸地瞬間膝關節屈曲角度大於無貼紮時  (p ＜ 

0.05)，且有貼紮時的膝關節最大伸膝力矩顯著小於無貼紮時 (p ＜ 0.05)。跨步躍起頭頂球，著地

期負荷率顯著大於原地躍起頭頂球 (p ＜ 0.05)，且觸地瞬間踝關節的蹠屈較少 (p ＜ 0.05)，而髖

關節及膝關節則較為屈曲 (p ＜ 0.05)，且髖關節及膝關節皆有有較大的觸地角速度 (p ＜ 0.05)。

結論：本研究推論在介入膝關節運動貼紮後，應可協助支撐膝關節之穩定，降低膝關節負荷，進而

減少下肢傷害風險的產生。而相較於原地躍起頭頂球動作，跨步躍起頭頂球會有較大的傷害風險。 

 

關鍵詞：地面反作用力、運動學、力矩、原地躍起頭頂球、跨步躍起頭頂球 

 

壹、緒論

足球運動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然而，

關於足球員傷害發生率的調查指出，足球運動員有高

的受傷發生率，尤其是下肢，且此些傷害多發生在非

身體接觸的情境中，佔全部傷害的 35.9% (Hawkins & 

Fuller, 1999; Leininger, Knox, & Comstock, 2007; 

Wong & Hong, 2005)。而足球運動員一但受傷，無論

運動員是否決定做開刀治療或是非開刀之保守治療，

對於運動員的生涯都有一定的影響，必須根據醫生的

判斷離開運動場上至少 6 個月至 9 個月的時間，而後

續也必須做良好的復健，對於能否重新回到運動場上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存在 (黃昱倫，2001)，此將消

耗大量醫療費用，並導致訓練時間的減少 (Pritchett, 

1981; Yde & Nielsen, 1990)。因此，足球運動員的下肢

傷害風險與預防是應被重視的議題。 

而近年女性參與足球運動風氣逐漸盛行，但女性

足球運動員更高達 80%的下肢傷害發生率，且高於男

性 (Lilley, Gass, & Locke, 2002)，故女性足球運動員下

肢傷害的議題需被重視。相關調查更指出，男性下肢

受傷的部位以腳踝較多，而女性卻是的膝關節較多 

(Wong & Hong, 2005)。此外，此些非接觸性的足球運

動下肢傷害多發生在奔跑、射門、轉向、跳躍等動作

中，而其中，著地便被列為是最常見的傷害機制之一 

(Hawkins & Fuller, 1999; Hawkins et al., 2001)。因此，

女性足球員在進行跳躍後著地，例如：原地躍起頭頂

球，亦甚是助跑跳躍後著地，例如：跨步躍起頭頂球，

此類包含上述傷害高發生率的著地動作成分，其下肢

傷害風險的面向便應被關注。 

上述高傷害發生率的足球動作技術中包含了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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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或急停著地的動作成分，在運動生物力學的研究

中便透過各種包含此些成分的動作，例如：高台著地

反彈跳 (drop jump, DJ)、助跑急停跳躍 (stop-jump)，

來探究著地階段的傷害風險因子與性別差異 (Wang, 

Wang, & Wang, 2015; Yu, Lin, & Garrett, 2006)。過去

研究指出，著地階段的下肢的傷害風險與地面撞擊

力、關節角運動學特性，以及膝關節的力矩與脛骨前

剪力有所關聯，且運動速度與方向的改變是增大傷害

風險的動作因素 (許年瑩、孫苑梅、張木山、王令儀，

2015；Alentorn-Geli et al., 2009; Yu, Lin, & Garrett, 

2006)。而女性著地的策略與男性有所不同，過去研究

發現，女性的觸地姿勢較挺直，著地時伸膝的力矩較

多、膝關節及髖關節緩衝的角度亦較小、股四頭肌與

腿後肌群的神經肌肉功能不足，進而影響了著地負荷

的緩衝，增大膝關節負荷與著地撞擊力  (Chappell, 

Creighton, Giuliani, Yu, ＆ Garrett, 2007; Chappell, Yu, 

Kirkendall, ＆  Garrett, 2002; Yu, Lin, & Garrett, 

2006)。 

除了透過上述的運動生物力學分析了解動作中

傷害的風險與因子外，提供有效的預防措施更具積極

的意義，而貼紮便是運動場域中經常被採用的傷害防

護手段之一，透過運動的貼紮可支撐關節的穩定，以

避免二次傷害的發生，或協助受傷的運動員儘早返回

運動場 (王百川，2007)。運動貼紮 (athletic taping) 與

預防性護膝有相似的目的，主要為限制關節活動角度

以達到保護作用。過去許多研究已證實貼紮與預防性

護膝的支撐功能可增進膝關節的穩定性，對膝關節受

傷的預防與保護有良好的效用，因此建議，在進行高

衝擊且伴隨轉身的動作時可透過貼紮於以輔助 (張怡

雯、張世緯、陳超平、吳鴻文，2014；Aktas & Baltaci, 

2011; Deppen & Landfried, 1994; Gulling, Lephart, 

Stone, Irrgang, & Pincivero, 1996)。因此，在急停動作

的研究中便指出，運動貼紮可對於膝關節給予相當的

支撐性，協助限制前十字韌帶向前位移 (張博涵、翁

梓林、林羿君，2013)。因此，若於膝關節處介入具固

定支撐功能之輔具應可增大膝關節之穩定，達到傷害

防護的功效。 

過去研究並未針對女性足球選手專項動作的著

地負荷進行探究，尤其是跳躍頭頂球後之著地動作，

此類專項動作包含了跳躍與著地，甚至結合了跨步之

助跑動作，著地時速度、運動方向急速改變，具備了

前述下肢，尤其膝關節處，高傷害發生率的動作成分。

亦鮮少研究以運動貼紮為介入，而國內女子足球選手

於場上大多都是使用運動貼紮方式去保護膝關節，故

本研究欲透過膝關節運動貼紮的介入，探究其對女性

足球選手在進行跳躍頭頂球之專項動作中，著地階段

的下肢負荷的影響，並以原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

頭頂球兩動作進行分析。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12名曾入選U18國家女子足球隊選手，

且現任台灣半職業足球聯賽之女子足球隊成員為研究

對象 (年齡：20.33 ± 4.68歲，身高：160.83 ± 6.78

公分，體重：52.17 ± 4.34公斤)，慣用腳皆為右腳，

受試者在比賽中皆有接受運動貼紮的經驗，在過去六

個月內無下肢受傷情況，且無任何下肢開刀的紀錄，

在參與本實驗前，受試者皆會被告知實驗流程及內

容、流程及注意事項，在瞭解後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18

以下之受試者還需取得其法定監護人之簽名同意)，並

符合人體實驗倫理之規範。 

二、實驗流程 

在正式實驗前，會先請受試者於實驗場地空間中

練習施測之兩項跳躍動作，1. 原地躍起頭頂球：受試

者雙腳分別站立於兩塊測力板上，雙腳下蹲後跳起，

用額頭頂球，雙腳再同時落於兩塊測力板上，圖1；2. 

跨步躍起頭頂球：受試者以慣用腳 (蔡佳良、黃啟煌、

吳昇光，2005) 向前跨出一步後單腳跳起，做頭部頂

球的動作，雙腳再同時落於兩塊測力板上，圖2。 

 

 

圖1 原地躍起頭頂球 

 

 
 

圖2 跨步躍起頭頂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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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正式實驗當日，所有受試者均穿著緊身褲與

統一的實驗用鞋 (廠牌：ADIDAS，型號：Q34089) 進

行測試。接著開始統一的熱身活動：於跑步機上慢跑 5 

分鐘，速度每小時 8公里。隨後，由同一位物理治療

師在受試者身上參照  Helen Hayes 之標記設置 

(Helen Hayes marker set) 黏貼 21個反光球，並以解剖

姿勢做靜態姿勢之拍攝，接著把內側4顆反光球移除，

隨後進行本研究測試動作。每位受試者都必須在有運

動貼紮及無運動貼紮的情況下，執行原地躍起頭頂球

及跨步躍起頭頂球的動作，以上四項測驗均會分別進

行三次施測，並以平衡次序法安排測試順序。配合貼

紮之作業時間，四項測驗間統一間隔8分鐘，三次測試

之間則是休息 1分鐘。受試者每次都需以最大努力進

行跳躍，並銜接自然落地動作。該次動作測試腳有完

整踩入測力板，躍起後頭有頂到球，落地後穩定站立

便視為成功。 

本研究採以雙腳均貼紮的方式，且皆是由同一位

具有十年資歷之運動傷害防護員執行前十字韌帶的運

動貼紮 (王百川，2007)，首先以皮膚保護膜覆蓋於大

腿中段及小腿中段，並以白色運動貼布完成大腿中段

及小腿中段兩端之固定位置貼紮，以三吋重型彈性貼

布完成兩道螺旋型貼紮及內外側米字型貼紮，再以三

吋重型彈性貼布完成髕骨固定貼紮，隨後以輕型彈性

貼布由小腿端往大腿端覆蓋貼布，最後以白色運動貼

布固定貼紮兩端 (圖3)。 

 

圖3 運動貼紮方式 

 

三、 場地佈置與資料收集 

實驗場地佈置與器材擺放如圖4 所示，以一套含

有 8台光學攝影機 (型號：Oqus100) 與 2塊測力板 

(型號AMTI 6886 & 9017; 60 cm×90 cm, Watertown, 

MA, USA) 之 Qualisys Track Manager (QTM) 擷取系

統，擷取動作過程中之反光球空間軌跡及地面反作用

力資料。並於測力板上方懸掛一顆足球，作為動作目

標，懸掛之高度是以該位受試者雙手擺臂垂直跳的最

大高度為依據。 

 

 

 

 

 

 

 

 

 

 

圖4 實驗場地佈置示意圖 

四、資料處理 

擷取之資料以The MontionMonitor (TMM) 動作

分析軟體進行躍起後著地階段慣用腳的運動學、地面

反作用力，以及動力學之資料處理。本研究定義受試

者落地時雙腳足掌接觸測力板之瞬間為觸地瞬間，並

以地面反作用力大於10牛頓做為判斷之依據。著地階

段定義為觸地瞬間至薦骨最低時。本研究將著地期所

產生的最大地面反作用力定義為最大撞擊力，以及，

將最大撞擊力除以其發生的時間，此斜率稱之為負荷

率 (loading rate)。角位移為觸地瞬間至關節最大屈曲

之差值。跳躍高度是以薦骨最大高度為依據。而著地

期髖關節、膝關節、踝關節最大伸肌力矩 (net muscle 

joint moment) 是以動力學逆過程 (inverse dynamic) 

求得。力量參數以體重 (body weight, BW) 進行標準

化，單位為BW。跳躍高度以身高 (body height, BH) 進

行標準化，單位為BH。 

 

五、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4.0 版套裝軟體

進行統計分析。以 2×2重複量數二因子 (貼紮×動作) 

變異數分析 (two-way ANOVA)，比較各參數在不同頭

頂球動作及有無貼紮間是否有差異存在，若交互作用

達顯著，則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若交互作

用未達顯著，則進行主要效果分析。統計顯著水準訂

為 α  = 0.05。描述統計之結果皆以平均數±標準差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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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 

本研究所得之跳躍高度 (表1)，交互作用未達顯

著 (F = 0.109；p = 0.748)，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

頭頂球的跳躍高度顯著高於跨步躍起頭頂球  (F = 

100.366；p < 0.001)，而無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著 (F 

= 0.016；p = 0.809)。而著地期地面反作用力參數顯示 

(表1)，最大撞擊力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2.549；p 

= 0.139)，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

頭頂球間未達顯著 (F = 1.342；p = 0.650)，無貼紮與

有貼紮間亦未達顯著 (F = 0.218；p = 0.271)；撞擊力

峰值出現時間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1.121；p = 

0.312)，主要效果顯示，跨步躍起頭頂球 (0.06 ± 0.01

秒) 顯著早於 (F = 19.556；p = 0.001) 原地躍起頭頂

球 (0.10 ± 0.01秒)，而無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著 

(F = 0.193；p = 0.669)；負荷率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0.163；p = 0.695)，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 

(42.14 ± 8.67 BW/秒) 顯著小於 (F = 14.177；p = 

0.003) 跨步躍起頭頂球 (73.10 ± 11.29 BW/秒)，而無

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著 (F = 2.202；p = 0.166)。 

表2 為本研究所得之著地期關節角運動學參數。

觸地瞬間關節屈曲角度之結果顯示，髖關節之交互作

用未達顯著 (F = 3.884；p = 0.074)，主要效果顯示，

原地躍起頭頂球  (8.05 ± 1.83度 ) 顯著小於  (F = 

50.146；p < 0.001) 跨步躍起頭頂球 (15.93 ± 1.51

度)，而無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著 (F = 0.018；p = 

0.897)；膝關節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0.266；p = 

0.616)，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10.80 ± 1.29

度) 顯著小於 (F = 22.974；p = 0.001) 跨步躍起頭頂

球 (15.23 ± 1.10度)，且無貼紮 (11.90 ± 1.28度) 顯

著小於 (F = 8.319；p = 0.015) 有貼紮 (14.13 ± 1.06

度)；踝關節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0.080；p = 

0.783)，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 (-39.50 ± 

2.36度) 顯著大於 (F = 11.709；p = 0.006) 跨步躍起頭

頂球 (-24.30 ± 5.74度)，而無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

著 (F = 2.482；p = 0.143)。 

著地期關節屈曲角位移方面，髖關節之交互作用

未達顯著 (F = 0.000；p = 0.997)，主要效果顯示，原

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頭頂間未達顯著  (F = 

0.033；p = 0.860)，而無貼紮 (16.52 ± 1.63度) 顯著

大於 (F = 6.499；p = 0.027) 有貼紮 (15.41 ± 1.74

度) ；膝關節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1.596；p = 

0.233)，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

頭頂球間未達顯著 (F = 2.967；p = 0.113)，無貼紮與

有貼紮間亦未達顯著 (F = 2.4820.001；p = 0.974) ；

踝關節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0.698；p = 0.421)，

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 (45.21 ± 2.65度) 顯

著大於 (F = 17.561；p = 0.002) 跨步躍起頭頂球 

(26.12 ± 5.56度)，而無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著 (F = 

3.497；p = 0.088)。觸地瞬間關節角速度方面，髖關節

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0.051；p = 0.826)，主要效

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 (-53.02 ± 15.31度/秒) 顯著

小於  (F = 14.572；p = 0.003) 跨步躍起頭頂球 

(-132.51 ± 19.89度/秒)，而無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

著 (F = 1.572；p = 0.236)；膝關節之交互作用未達顯

著 (F = 0.244；p = 0.631)，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

頭頂球 (307.51 ±  16.55 度 / 秒 ) 顯著小於  (F = 

12.060；p = 0.005) 跨步躍起頭頂球 (360.03 ± 8.52度

/秒)，而無貼紮與有貼紮間未達顯著 (F = 0.050；p = 

0.826)；踝關節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0.441；p = 

0.520)，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 (-445.30 ± 

24.88度/秒) 顯著大於 (F = 18.020；p = 0.001) 跨步躍

起頭頂球 (-87.10 ± 94.37度/秒)，而無貼紮與有貼紮

間未達顯著 (F = 2.888；p = 0.117)。 

表3 為本研究所得之著地期膝關節最大伸膝力

矩，結果顯示，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 = 0.823；p = 

0.384)，主要效果顯示，原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

頭頂球間未達顯著差異 (F = 0.726；p = 0. 412)，而無

貼紮顯著大於有貼紮 (F = 8.001；p = 0.016)。

 

表 l 跳躍高度與著地階段地面反作用力參數 

 
原地躍起頭頂球 跨步躍起頭頂球 

無貼紮 有貼紮 無貼紮 有貼紮 

跳躍高度 (BH) * 0.81± 0.03 0.81± 0.05 0.76± 0.04 0.76± 0.04 

最大撞擊力 (BW) 3.26±0.89 3.30±0.75 3.21±0.84 3.43±0.76 

峰值出現時間 (秒) * 0.10±0.03 0.10±0.03 0.06±0.03 0.07±0.05 

負荷率 (BW/秒) * 39.12± 25.74 45.16± 35.48 72.01± 44.87 74.19± 36.00 

註：*表示原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頭頂球間達顯著差異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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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著地期關節角運動學參數 

 
原地躍起頭頂球 跨步躍起頭頂球 

無貼紮 有貼紮 無貼紮 有貼紮 

觸地瞬間關節屈曲角度     

髖關節 (度) * 8.70± 5.45 7.41± 7.59 15.42± 5.95 16.45± 5.34 

膝關節 (度) * † 9.78± 5.13 11.82± 4.39 14.02± 4.17 16.44± 3.89 

踝關節 (度) * -40.72 ±8.29 -38.28 ±8.56 -25.20 ±20.88 -23.41 ±19.62 

著地期間關節角位移     

髖關節 (度) † 16.62± 7.15 15.51± 6.23 16.43± 5.19 15.31± 6.11 

膝關節 (度) 43.38± 5.28 41.54± 6.55 44.69± 9.29 46.43± 8.37 

踝關節 (度) * 47.26± 7.90 43.15± 11.51 27.03± 21.21 25.21± 17.84 

觸地瞬間關節角速度     

髖關節 (度/秒) * -67.49 ±77.30 -38.55 ±41.21 -142.84 ±112.28 -122.18 ±59.81 

膝關節 (度/秒) * -311.26±62.83 -303.76±63.70 -360.00±43.30 -360.07±49.31 

踝關節 (度/秒) * -424.37 ±105.95  -466.22 ±81.65  -76.35± 319.16  -97.85 ±340.35  

註：*表示原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頭頂球間達顯著差異  (p<0.05)。†表示無貼紮與有貼紮間達顯著差異 

(p<0.05)。踝關節角度負值表示蹠屈。角速度負值表示髖關節、膝關節屈曲，踝關節背屈。 

 

表 3 著地期最大伸膝力矩 

 
原地躍起頭頂球 跨步躍起頭頂球 

無貼紮 有貼紮 無貼紮 有貼紮 

膝關節 (BW*BH) † 0.13± 0.03 0.12± 0.03 0.14± 0.04 0.12± 0.04 

註：†表示有貼紮與無貼紮間達顯著差異 (p<0.05)。 

肆、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女性足球運動員，在膝關節有、

無介入膝關運動節貼紮的情況下，進行躍起頭頂球動

作，對著地階段的下肢傷害風險影響，並以原地躍起

頭頂球及跨步躍起頭頂球兩種動作進行分析與比較。

本研究發現，在有介入膝關節貼紮的情況下，進行躍

起頭頂球動作，著地階段的膝關節最大伸膝力矩會顯

著降低，具有降低下肢傷害風險之可能，而跨步躍起

頭頂球動作於著地階段會形成較大的撞擊負荷率，應

會有較大的下肢傷害風險。 

運動中人體主要是透過腿部進行著地動作形成緩

衝，故此階段地面反作用力所形成的撞擊將作用於下

肢的骨骼肌肉系統中形成負荷，因此，下肢傷害經常

發生在著地期間，當此撞擊力值越大、越早出現，皆

會增大著地的負荷率，提高下肢傷害的風險 (Bates, 

Ford, Myer, & Hewett, 2013; Chen, Peng, Siao, Hou, & 

Wang, 2016; Schmitz, Kulas, Perrin, Riemann & Shultz, 

2007; Wang & Peng, 2014 )。換言之，著地期地面反作

用力峰值時間及負荷率是影響下肢傷害的重要因子。

本研究結果顯示，膝關節介入運動貼紮後，並沒有改

變足球躍起頭頂球動作著地時的撞擊力峰值、峰值出

現的時間，以及負荷率。以此結果推論，在女性足球

員躍起頭頂球動作中，以穩定關節形成保護為主要功

能的膝關節運動貼紮的輔助，並無法降低著地階段地

面撞擊力的負荷，然此貼紮對關節活動的限制，亦未

導致著地撞擊力的增大。 

此外，著地期間最大膝關節伸肌力矩與前十字韌

帶的傷害風險極具關聯，過去研究指出，著地階段較

大的膝關節伸肌力矩，會增大膝關節脛骨前剪力 

(shear force) 進而增大十字韌帶的張力，對膝關節形

成傷害威脅 (Alentorn-Geli et al., 2009; Hewett, Myer, 

Ford et al., 2005; Wang, Gu, Chen, & Chang, 2010; Yu, 

Lin, & Garrett, 2006)。本研究結果發現，藉由膝關節

運動貼紮，可有效的降低著地階段的膝關節伸肌力

矩，故可以推論，在進行足球躍起之頭頂球動作時，

輔以膝關節運動貼紮，應可降低著地階段膝關節的負

荷與傷害風險。 

此外，著地階段下肢的運動學特性亦與著地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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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緩衝有所關聯，觸地時膝關節若較為挺直，可能使

得著地撞擊力增大 (王思宜、許年瑩，2017; Wang, 

Wang, & Wang, 2015; Yu, Lin, & Garrett, 2006)。而過去

研究發現，若在急停跳動作中介入膝關節運動貼紮，

可增大著地之膝關節屈曲角度，由此可知，介入貼紮

後應可協助穩定膝關節 (張博涵、翁梓林、林羿君，

2013)。而本研究亦發現，在躍起頭頂球之著地動作

中，膝關節運動貼紮的介入，可使觸地瞬間膝關節有

較大的屈曲角度，與過去的研究符合，亦即，貼紮後

能協助穩定膝關節支撐及保護，促使受試者能採用較

大的膝關節屈曲進行著地。 

本研究發現，跨步躍起頭頂球其最大撞擊力出現

的時間會顯著早於原地躍起頭頂球時，故形成了較大

的負荷率，亦即對下肢形成較大的傷害威脅。由過去

研究可知，下落高度是影響著地撞擊的因素之一，從

越高的高度落地時所產生的撞擊力與負荷率便會越大 

(Wang & Peng, 2014)，但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跨步躍

起頭頂球動作因是單腳蹬地躍起的動作型態， 故跳躍

高度明顯小於雙腳蹬地的原地躍起頭頂球動作，因

此，並不是下落高度造成其撞擊力的增大。而王思宜

與許年瑩 (2017) 的研究指出，有較大水平制動的高

台著地垂直跳動作，會形成比高台著地水平跳動作時

大的垂直撞擊力峰值。本研究的跨步躍起頭頂球動作

比原地躍起頭頂球動作多了一個助跑所產生的水平速

度的成分，使其在著地時會有較大的水平制動，此或

許是著地撞擊增大的因素。 

此外，本研究從關節角運動學的參數發現有、無

跨步躍起後著地會形成不同的著地動作。戴偉勳與彭

賢德 (2014) 亦指出，著地階段水平速度因子的介

入，會形成與原地垂直跳不同的著地動作。跨步躍起

頭頂球觸地瞬間的踝關節蹠屈角度較小，有較小著地

期角位移，且有較小的觸地瞬間角速度，此或許是為

了形成水平制動所產生的動作調節。而過去研究指

出，觸地瞬間較大的踝關節蹠屈與角速度有助於動作

過程中踝關節角位移的增大，此特性可延緩著地階段

撞擊力峰值出現的時間與負荷率，然而，此踝關節負

荷調節的改變，卻相對的會增大髖、膝關節的緩衝機

制 (Decker, Torry, Noona, Riviere, & Sterett, 2002)。此

發現與本研究相呼應，亦即，相較於原地躍起頭頂球，

跨步躍起頭頂球其撞擊力峰值較早出現、負荷率較

大，應與其著地時踝關節動作的改變有所關聯，且導

致以增大髖、膝關節觸地瞬間角速度的策略以增進緩

衝。過去研究便指出，觸地瞬間較大的髖、膝關節角

速度有助於著地撞擊力的緩衝 (Yu, Lin, & Garrett, 

2016)。故推論，跨步躍起頭頂球於著地時因觸地瞬間

踝關節的角度與角速度較小，形成較小的角位移，增

大了著地撞擊力與髖、膝關節的緩衝負荷。 

而在原地躍起頭頂球與跨步躍起頭頂球兩種動作

間，著地期間最大膝關節伸肌力矩並沒有差異存在。

過去探究著地後不同跳躍方向的研究發現，相較於高

台著地後朝前跳，高台著地後垂直跳於著地階段會產

生較大的水平制動，進而形成較大的膝關節伸膝力矩 

(王思宜、許年瑩，2017)。此與本研究結果不同，但

本研究是從不同方向下落著地：頭頂球後原地垂直落

下與頭頂球後朝前方落下，著地後皆未再現銜接跳躍

動作，故著地階段的制動與負荷皆較著地反彈跳動類

的急停跳 (stop jump) 動作小，故此差異並沒有對膝

關節力矩形成影響。 

本研究有下列限制存在，僅以膝關節前十字韌帶

的運動貼紮為探究，並無法推論於其它貼紮方式與輔

具之效益，且僅探究女性足球運動員的兩種躍起頭頂

球動作，故男性足球員以及其它急停跳躍動作，未來

可進一步探究以釐清，此外，實驗室動作的測試與實

際比賽之情境與足球場地有所差別。本研究亦僅以矢

狀面之運動學與動力學參數為觀察，未來研究可進一

步探究其他解剖面向與肌電訊號，以獲得更多面向之

訊息。 

 

伍、結論 

綜合上述之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推論，優秀女子

足球運動員介入膝關節運動貼紮後，可以協助支撐膝

關節之穩定，並降低膝關節力矩，應可有效降低著地

階段膝關節的負荷。而相較於原地躍起頭頂球，跨步

躍起頭頂球之跳躍表現較低，且會形成較大的著地負

荷，增大傷害風險。而未來可進一步探究足球運動中，

各類不同的著地動作與方向等，以及，探究不同貼紮

方式之效益，以對足球運動之傷害預防輔助提供更多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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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current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biomechanical effects of athletic knee 

taping on the risk of the lower extremity injuries associated with landing after soccer heading. Two 

types of commonly-used landings were selected in the current study. Methods: Twelve elite athletes 

(players) from the U18 National Women’s Soccer Team were chosen and asked to perform two 

types of landings: landing after two-footed-takeoff heading and landing after one-footed-takeoff 

heading, with and without athletic knee taping in each condi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eight 

Qualisys infrared cameras and the QTM action capture system with two AMTI triaxial sensors and 

then further processed through the Motion Monitor Software to gather ground reaction force and 

kinematic data.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repeated measure two-way ANOVA 

(taping * landing) with a significance level α =.05. Results: Our analyses indicate that in taping 

condition, knee joint flexion angles at initial contact are statistically greater than without taping (p < 

0.05) and also the maximum knee extension moment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without taping (p 

< 0.05). Landing after one-footed-takeoff heading, as expected,  causes more strain than landing 

after two-footed-takeoff heading (p < 0.05), which conforms with previous researches. In addition, 

landing after one-footed-takeoff heading  has less ankle flexion angle (p < 0.05) at the initial 

contact  and more hip and knee flexion angle with significantly larger angular speed at initial 

contact (p < 0.05).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traditional taping increases knee stability, 

reduces loading, and, consequently, leads to lower risk of lower extremity injuries. Furthermore, 

landing after one-footed-takeoff heading shows a higher risk of lower extremity injuries compared 

to landing after two-footed-takeoff 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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