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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背景：我們近期研究發現，生育光線 (GR) 照射對人體單側肘屈肌
進行離心運動引起延遲性肌肉酸痛的消除效果有幫助；但是，目前
不清楚GR對足球員參加比賽引起疲勞恢復的效果為何。目的：探討
生育光線介入對臺灣優秀女子足球員足球模擬比賽疲勞恢復效果的
影響。方法：招募12名臺灣現役大專一級以上女子足球選手做為參
與者，並設計以雙盲交叉平衡次序及重複量數方式進行。所有參與
者在間隔6個月前後，各進行一場90分鐘羅浮堡間歇折返跑測驗
(LIST) 模擬足球比賽引起疲勞的運動。在進行第一場LIST時，是以
隨機分派的方式分為二組 (n=6/組)，各接受為期四天每天60分鐘的
生育光線 (GR) 和偽 (Sham) 照燈處理。在第1場LIST後第6個月時
，進行第2場LIST，參與者接受GR與Sham處理與第1場LIST對調過來
。膝伸 (KE) 和屈肌群 (KF) 最大等長肌力 (MVC-KE, MVC-KF) 及
肌肉痠痛 (SOR-KE, SOR-KF)、血液肌酸激酶 (CK) 活性、下蹲跳
(CMJ)、30公尺衝刺、T型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及Yo-Yo間歇耐力
測驗，統一安排在每場LIST前、LIST後第1、24、48、72、96、
120小時各測驗一次；照燈介入的時間點，則安排在LIST後第2、
25、49、73、97小時，各進行一次60分鐘。每項測驗結果以二因子
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結果：女子足球選手在LIST引起疲
勞期間，對其KE及KF給予連續四天的生育光線照射時，可以使MVC、
SOR、CMJ、CK、30公尺衝刺、T字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和Yo-
Yo變化程度明顯（p<0.05）比偽處理照射來得小或者恢復速度明顯
著比偽處理照射來得快。結論：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女子足球員進
行足球模擬比賽引起疲勞期間，給予連續四天的GR照射，對引起疲
勞及運動表現下降的恢復具有正面效益。因此，GR可能可以做為未
來女子足球選手參加比賽引起疲勞恢復的有效方法之一。

中文關鍵詞： 體能、運動表現、羅浮堡間歇折返跑測驗、敏捷、肌力

英 文 摘 要 ： Background: Our recent study reported that growth ray (GR)
irradiation was useful for alleviating 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 from eccentric exercise-induced muscle damage of
unilateral elbow flexors in female individuals. It is
currently not known whether GR treatment could enhance
fatigue recovery of soccer players after a soccer match.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R intervention on
the fatigue recovery of Taiwan’s elite female soccer
players after a soccer simulated match. Methods: Twelve
Taiwan’s elite female soccer players performed 2 soccer
simulated matches using 90-min Loughborough intermittent
shuttle test (LIST) separated by 6 months, and received the
60-min GR or sham treatment on the knee extensors (KE) and
flexors (KF) at 2, 25, 49, 73 and 97 hours after each
soccer simulated match using a counterbalanced and
randomized double-blind cross-over design. Changes in
maximal voluntary isometric contraction (MVC-KE, MVC-KF)
torque and muscle soreness (SOR-KE, SOR-KF) of KE and KF,
plasma creatine kinase (CK) activity,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30-m dash, T-Shape agility, 6 x 10-m shuttle run,



and Yo-Yo intermittent recovery test level 1 (Yo-Yo r1)
were measured before, immediately after, 24, 48, 72, 96 and
120 hours post-exercise, an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reatments by a two-way ANOVA. Results: The recovery rates
of MVC, SOR, CK, CMJ, 30-m dash, T-shape, 6 x 10-m shuttle
run, and Yo-Yo r1 were faster (p<0.05) for the GR than for
the Sham treatment, during the 60-min GR treatment daily
for 4 days after LIST-induced fatigue.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4 consecutive days of GR treatment
could effectively facilitated the recovery of fatigue and
performance markers following a LIST-induced fatigue and
impaired performance. Thus, GR treatment may be potentially
provided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modalities after a soccer
match for female soccer players.

英文關鍵詞： conditioning, performance, Loughborough intermittent
shuttle test (LIST), agility,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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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背 景 

陽光、空氣和水是構成地球上包含人類等生命個體的三個基本要素，而在這三者中只有陽光必須

仰賴位於地球大氣層之外太陽之供給，可見其重要性。陽光是由多種不同波長的可見光與不可見光所

組成，而不同波長的光對人體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某些特定波長的光會產生良好的生物效應，如遠

紅外線可促進血液循環、緩解疼痛、降低發炎指數與抗氧化作用等 (Vatansever & Hamblin, 2012)；某

些射線則會產生有害的效應，如過度暴露於紫外線下可能會導致皮膚曬傷與皮膚癌等 (Davies et al., 

2002)。遠紅外線為紅外線波長範圍的非電離輻射短電磁 (Lin et al., 2007)，其波長為 3~1000 μm (國際

照明委員會之定義)，是屬於不可見光。許多研究人員認為，遠紅外線產生對人體生物效應的最好波

長範圍為 4~14μm，此與細胞生長發育相關，故此波段的電磁波又被稱為生育光線 (growth ray, GR) 

(Hamada et al., 2003)。 

先前研究證實，應用 GR的介入方式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抗氧化、緩解疼痛等效益。Yu et al. (2006) 

的研究發現，GR會抑制血管內皮型中一氧化氮合成酶抑製劑 (N
G
-nitro-L-arginine methyl ester)，增加

血液中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濃度，而促進皮膚的微循環。Leung et al. (2011b) 指出，GR照射後的

小鼠巨噬細胞 (RAW264.7) 清除過氧化氫自由基活性的效果可增加 10.26%，而且也可能會阻斷 RO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介導的細胞毒性。Leung et al. (2011a) 以 6~14μm的波段在小鼠肌肉母細

胞 (C2C12) 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其可能具有抗氧化的效果，並可降低 LDH (Lactate Dehydrogenase) 的

檢驗數值。Lopatina et al. (2012) 研究指出，GR可能直接影響痛覺神經；在動物研究方面結果顯示，

GR會改變神經細胞上的鈉鉀幫浦 (Sodium-potassium adenosine triphosphatase) 活性，抑制軸突傳遞信

號，達到抑制痛覺的目的。而 Lai et al. (2014) 更推測此波段可透過熱刺激增加微循環來改變氧氣或

者 ATP的供應，進而緩解肌肉僵硬。在人體試驗方面的研究，Wong et al. (2012) 針對 41 位全膝關節

置換手術 (total knee arthroplasty)，在術後的第三天至第八天，以 GR (15分鐘/天) 介入於上巨虛、條

口、下巨虛及豐隆共四處穴位點；結果顯示 GR 具有緩解疼痛的效果並可以降低血液中的 IL-6 

(interleukin-6) 和 ET-1 (endothelin-1) 的濃度。Kim et al. (2013) 針對 34 位不同病徵的患者進行人體

試驗，研究結果顯示，其可提升表面溫度並可緩解疼痛。Hausswirth et al. (2011) 針對 9位運動員，

以 5階段 (3分鐘/階段) 總和 15分鐘的下坡跑進行誘發肌肉損傷，並比較三種不同恢復模式 (全身冷

凍療法 vs. 遠紅線照射 vs. 自然恢復) 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波長 4~14μm，每天 30分鐘介入的恢

復模式，其 CK (creatine kinase, CK) 檢驗數值是三種恢復模式中最低的，且疼痛指數也比自然恢復模

式低。我們近期研究發現，GR照射對人體單側肘屈肌進行離心運動引起延遲性肌肉酸痛的消除效果

有幫助 (周台英 et al., 2020)。生育光線的確切作用機制尚未完全被了解，但是應用生育光線在促進

肌肉健康方面，似乎能有正面的效益。 

自 1991 年首次舉辦了女足世界盃以來，女足的受歡迎程度顯著增加，2011 年有 2900 萬人參與

盛會，與 2000 年相比增加了 34％ (Davies, 2014)。雖然目前對於優秀男性選手的研究與日俱增，但

是在優秀女性選手方面的研究卻有所缺乏 (Vescovi, 2012)。足球運動是一種高強度、間歇性的激烈運

動，一般而言，優秀足球選手在每場球賽平均移動距離為 10~11公里。Davis與 Brewwe (1993) 的研

究指出女子足球選手在每場比賽的平均移動總距離為 8.47±2.2 km，平均衝刺距離為 14.9±5.6 m (此研

究未定義衝刺的速度區間)，但在近期的研究發現其平均移動總距離增加約為 10km (Andersson et al., 

2010)，顯示平均移動總距離有增加的趨勢。Karlsson (1979) 指出，運動時間在 15至 60分疲勞時，

會出現肌溫上升、低 PH值、肌肝醣明顯下降等生化特點；而在運動時間在 1至 6小時疲勞時，則會

出現肌肝醣耗盡、低血糖、脫水、體內電解質混亂等生化特點。所以在一場 90分鐘的足球比賽後，

選手會因水分代謝、電解質失衡、血液滲透壓改變、肌肉肝醣耗竭等原因而導致運動疲勞。林正常 

(1995) 認為運動疲勞是指運動的結果造成運動能力的下降。一般而言，疲勞可分為神經疲勞 (中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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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 與肌肉疲勞，其恢復時間約為四天或甚至更久的時間，且現今足球聯賽賽程幾乎是每周皆有一

場比賽，若選手無法充分利用這段期間使疲勞恢復且又進行接下來的訓練計畫，則疲勞會不斷累積，

進而會產生過度訓練的影響。因此，若能盡快消除運動疲勞，則可以讓選手提早恢復到正常的生理狀

態，進而提升或維持選手在下場比賽的運動表現。 

    運動選手在競技場上精湛的表現是國力在國際競爭中的最佳呈現；現代足球運動全球參與人數不

斷增長，其影響力甚大，亦受到歐美各國的重視。再者，選手在比賽或訓練時產生的運動疲勞會影響

運動表現，然而目前卻沒有可以加速運動疲勞恢復的有效方法。基於上述文獻的探討，對於特定波段

生育光線的研究，似乎能為選手運動疲勞恢復帶來新契機。我們近期研究發現，生育光線 (GR) 照射

對女子人體單側肘屈肌進行離心運動引起延遲性肌肉酸痛的消除效果有幫助 (周台英 et al., 2020）。

但是，目前不清楚 GR對足球員參加比賽引起下肢肌肉疲勞恢復的效果為何。因此，本計畫的目的在

於針對「生育光線介入對臺灣優秀女子足球員進行模擬足球比賽引起疲勞恢復之影響」，期望本研究

計畫的結果可以成為一種立即且有效的運動疲勞恢復之對策，並對選手的運動表現下降的恢復能有所

助益。 

 

二、方 法 

(一) 參與者來源 

本計畫於足球比賽季後期，招募 12位自願參與的我國現役大專一級以上之女子足球選手做為本

計畫參與者，為避免本研究之結果受到受者體能之影響，將予以排除不能接受訓練者。此外，在實驗

前，每位參與者者皆須接受健康情況的問卷調查，確認每位參與者均沒有出血傾向或出血性疾病 (包

括還在出血的開放性傷口、內出血、咳血、血友病或胃出血等等)、細菌感染傷口、發燒、心臟功能

不全、惡性腫瘤、活動性 (開放性) 肺結核、皮膚知覺不好、局部溫熱感覺障礙、障礙性動脈血流 (如：

瘢痕區)等。此外，參與者必須詳細閱讀參與者須知，了解本實驗的目的、過程、參與者權利和可能

發生的風險，並在參與者須知與參與實驗同意書上簽名。本研究計畫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

審查委員會審核，並遵循《赫爾辛基宣言》進行之。 

 

(二) 實驗方法與程序 

1. 實驗設計 

(1) 在正式實驗開始前 12天，所有參與者開始至實驗室進行熟悉期，並分別於正式實驗開始前 8天、

6天進行前測。本研究是以 Loughborough間歇折返測驗 (Loughborough intermittent shuttle test, LIST) 

(全程配戴 Polar M430 進行監控) 模擬出實際足球比賽後的運動疲勞狀況 (Nicholas et al., 2000) 。所

有參與者在進行第一場 LIST 時，是以隨機分派的方式分為二組 (n=6/組)，各接受為期四天每天 60

分鐘的生育光線 (GR) 和偽 (Sham) 照燈處理。在第 1場 LIST後第 6個月時，進行第 2場 LIST，參

與者接受 GR與 Sham處理與第 1場 LIST對調過來。MVC-KE、MVC-KF、SOR-KE、SOR-KF、CK、

CMJ、30公尺衝刺、T型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及 Yo-Yo間歇耐力測驗，統一安排在每場 LIST前、

LIST 後第 1、24、48、72、96、120 小時各測驗一次；照燈介入的時間點，則安排在 LIST 後第 2、

25、49、73、97小時，各進行一次 60分鐘。每項測驗結果以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

本實驗流程圖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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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實驗處理流程圖 

 

(2) Loughborough間歇折返跑 (Loughborough intermittent shuttle test, LIST)：根據 Nicholas et al. (2000) 

的實驗結果顯示，LIST 活動模式的生理及代謝反應，可以模擬出實際足球比賽後的運動疲勞狀況。

因此，本研究中的參與者將採用 LIST間歇折返測驗，以模擬出實際比賽後的生理及代謝反應。本測

驗總時間約為 90分鐘，內容是由 Part A與 Part B所組成。Part A是由 5個循環所組成，每個循環包

括，3×20 公尺走路、1×20 公尺衝刺、55%V
‧

O2max 慢跑 3×20 公尺、95%V
‧

O2max 跑步 3×20 公尺與 3

分鐘的休息。Part B是以 55%及 95%V
‧

O2max 進行 20公尺往返的跑步，每 20公尺變換一次速度。參

與者需全程配戴 Polar (M430) 錶以進行監控。 

 

2. 依變項 

本計畫依變項計有：MVC-KE、MVC-KF、SOR-KE、SOR-KF、CK、CMJ、30 公尺衝刺、T 字

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YO-YO r1等；這些依變項於 LIST活動前、後第 0、1、2、3、4、5天各

測驗一次。 

 

(1)膝伸及屈肌群之最大等長肌力  

受試者採坐姿 85度姿勢，膝關節垂直彎曲 90度方式，以等速肌力訓練儀器 (Biodex System 4 Pro, 

New York, USA)量測非慣用腳之膝伸 (KE) 及屈肌群 (KF) 的最大等長肌力 (MVC-KE, MVC-KF)。

本研究在每個測驗時間點測 3次，次與次之間間隔休息 45秒鐘，並取其最大值做為統計分析值。 

 

(2)肌肉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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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0-100 mm痠痛知覺之視覺類比量表來量測受試者因肌肉損傷而產生的痠痛知覺，最左邊的

端點代表肌肉完全不痠痛 (0 mm)，而最右邊的端點則代表肌肉最為嚴重的痠痛 (100 mm)，受試者將

針對每隻腿自我伸展之後，依照自己對於非慣用腳之膝伸 (KE) 及屈肌群 (KF) 之痠痛感覺程度 

(SOR-KE, SOR-KF) 在直線上標示，以此量表間接評估肌肉痠痛之程度 (Braun and Dutto, 2003)。 

 

(3)下蹲跳高度測驗 

參與者側身向牆站立，雙腳赤足併攏，靠牆之手指尖沾上石灰粉，伸直手臂於牆上做一記號。測

試時，屈膝下蹲後全力旺上跳至最高點，並於牆上做另一記號。兩記號間的垂直距離差，即為測垂直

跳高度，以 mm為最小單位。本研究在每個測驗時間點測 3次，次與次之間間隔休息 3分鐘，並取其

最大值做為統計分析值。 

 

(4) 30公尺衝刺測試 

參與者以站姿位於起跑線後，聞預備…嗶 (哨聲) 後起跑，盡力向 30 公尺之終點線衝刺，以碼

錶記錄時間，0.01為計時最小單位。本研究在每個測驗時間點測 2次，次與次之間間隔休息 10分鐘，

並取其最大值做為統計分析值。 

 

(5)T型敏捷測試 

依據 Haff & Triplett (2015) 肌力與體能訓練中的方式進行。將角錐放置如圖二之 A、B、C、D四

處。在測試前讓每一個運動員熱身和伸展。運動員應該用非最大努力的速度在場地中跑步作為練習。

開始測試時運動員站在 A 點，在開始的聲音發出時，運動員向 B點移動並以右手碰觸角錐底部。隨

後，運動員的臉朝前且雙腳不交叉，運動員向左衝刺 4.6公尺以左手碰觸 C點之錐體底部。隨後，運

動員側併步向右移動 9.1公尺並且以右手碰觸 D點之錐體底部。隨後，運動員向左移動 4.6公尺並且

以左手碰觸 B點之錐體底部，再向後跑通過 A點，在通過時計時員停止計時。為了安全，監視員站

在 A 點後方並放置體操墊，以接住向後跑時摔倒的運動員。測試成績取兩次測試中最佳的時間，最

小取至 0.01 秒。在運動員沒碰觸到任何一個錐體底部、在移動時交叉雙腳或臉在整個測試時沒有朝

向前方時，不計算成績。 

 

 

圖二 T字敏捷測試場地佈置圖 

 

(6) 6 x 10公尺折返跑 

參與者以站姿位於起跑線後，聞預備…嗶 (哨聲) 後起跑，盡力向 10 公尺標的物衝刺，觸摸標

的物後往返，共計 6次往返，以碼錶記錄時間，0.01為計時最小單位。本研究在每個測驗時間點測 2

次，次與次之間間隔休息 10分鐘，並取其最大值做為統計分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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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Yo-Yo r1 (Yo-Yo intermittent recovery test level 1) 

對於團體競賽的項目來說，Yo-Yo intermittent recovery test是目前很常見的場地測驗方式，因為

它與短時間高強度爆發性後接著短時間的恢復時間的運動特性相似。本研究是依據 Haff & Triplett 

(2015) 肌力與體能訓練中的方式進行。參與者來回折返跑於兩條相距 20公尺長的跑道上。於每一折

返返回原點後，可在相距 5公尺的空間做 10秒鐘的動態休息。Yo-Yo r1開始速度為 10km/hr，並在不

同的速度遞增，使用光碟 (CD) 控制過程中的速度。測驗時由 CD撥放器中發出嗶聲控制，隨著嗶聲，

受試者必須通過 20公尺。若超過兩次無法在嗶聲響前通過 20公尺距離的另一端，如果未能通過，即

被警告一次，當連續兩次無法在節奏前到達，即要求停止測驗，並記錄總累積距離。 

 

(8)血液肌酸激酶 (CK) 活性  

在骨骼肌及心肌肌肉細胞中，含有豐富的肌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 CK) 與乳酸脫氫酶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等酵素，在運動時，CK 與 LDH 可分解磷酸肌酸及乳酸而產生能量以供肌肉細

胞使用，而當肌纖維膜與結締組織拉扯受損時，CK 與 LDH 會從細胞進入細胞間質 (interstitium)，

再釋放至血液循環系統中。因此，利用抽血檢定 CK 與 LDH 活性的方法，是評估肌肉損傷狀況的重

要間接指標 (Clarkson & Hubal, 2002; Overgaard et al., 2004)。上述 CK的測定均利用採血並送至專業

檢驗所檢驗來進行，採血時將聘請領有執照之專業護理師，使用 21G 採血針和含 EDTA抗凝血劑之

真空採血管來抽取受試者手臂靠近肘部之橈或尺骨靜脈血 2ml，之後將採血管血液檢體放置在裝有冰

塊的冰筒中 (採血管血液檢體需擺放在冰筒的一個容器中，不可和冰筒的冰塊直接接觸)，待採血工

作完成便立即送至專業檢驗所進行檢驗。 

 

3. 生育光線介入 

本研究所使用的生育光線儀 (Genesis Photonics Inc., Tainan, Taiwan)，其波長為 8~14μm，在 65℃

的條件下平均放射率為 0.96，它是一種供民眾做為消除疲勞、改善血液循環及緩解肌肉僵硬的方式之

一。GR組為在進行 LIST活動後，每日以 30分鐘的生育光線照射雙腿之膝伸肌及屈肌群，光源與部

位的距離為 20公分。Sham組，為在進行 LIST活動後，每日以 0分鐘的生育光線照射雙腿之膝伸肌

及屈肌，光源與部位的距離為 20公分。為避免安慰劑效應產生，機器設定 30、0分鐘後自動關機，

每個時間點整體介入時間為 60分鐘 (膝伸肌及屈肌各 30分鐘)，並全程佩戴眼罩。 

 

4. 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Two way ANOVA)，考驗不同處理方式 (GR與Sham) 之

間及參與者分別在 LIST 活動前、後第 0、1、2、3、4、5 天所測得的每個依變項之變化情形。若交

互作用達顯著差異，則進一歩考驗單純主要效果，並以最小顯著差異法 (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進行事後考驗。本研究中，皆以 α= .05 為顯著水準。統計結果皆以平均數 ± 標準差表示。 

 

三、結 果 

(一) MVC-KE 

從圖三可得知，GR與Sham處理在LIST後，皆會造成膝伸肌群最大自主等長收縮肌力 (MVC-KE) 

立即顯著下降 (p < .05)，但隨著時間的增加，肌力也會逐漸恢復。Sham與 GR兩組之間的二因子混

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d3、d4之數

值顯著高於 Sham處理。GR處理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MVC-KE明顯比 S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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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的MVC-KE來得大 (指 LIST後第 1～4天；p < .05)。 

 

 

圖三、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膝伸肌

群最大自主等長收縮肌力 (MVC-KE) 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統計分析具有顯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

異 (p < .05)。 

 

(二) MVC-KF 

從圖四可得知，Sham與GR處理在LIST後，皆會造成膝屈肌群最大自主等長收縮肌力 (MVC-KF) 

立即顯著下降 (p < .05)，但隨著時間的增加，肌力也會逐漸恢復。Sham與 GR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

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d3、d4、

d5之數值顯著高於 Sham處理。GR處理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MVC-KE明顯

比 Sham處理的MVC-KE來得大 (指 LIST後第 1～5天；p < .05)。 

 

 

圖四、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膝屈肌

群最大自主等長收縮肌力 (MVC-KF) 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統計分析具有顯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組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

差異 (p < .05)。 

 

(三) SOR-KE 

從圖五可得知，Sham與 GR處理在 LIST後第 1天 (d1)，膝伸肌群痠痛數值 (SOR-KE) 達到峰

值，但隨著時間的增加，SOR-KE 也會逐漸恢復。Sham 與 GR 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

數分析結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2、d3、d4、d5之數值顯著低於

Sham處理。GR處理在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SOR-KE明顯比Sham處理的SO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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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小 (指 LIST後第 2～5天；p < .05)。  

 

 

圖五、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膝伸肌

群痠痛數值 (SOR-KE) 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統計分

析具有顯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組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p < .05)。 

 

 

(四) SOR-KF 

從圖六可得知，Sham與 GR處理在 LIST後第 1天 (d1)，膝屈肌群痠痛數值 (SOR-KF) 達到峰

值，但隨著時間的增加，SOR-KF 也會逐漸恢復。Sham 與 GR 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

數分析結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2、d3、d4之數值顯著低於 Sham

處理。GR 處理在 LIST 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 SOR-KF 明顯比 Sham 處理的 SOR-KF

來得小 (指 LIST後第 2～4天；p < .05)。 

 

 

圖六、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膝屈肌

群痠痛數值 (SOR-KF) 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統計分

析具有顯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p < .05)。 

 

 

(五) CK 

從圖七可得知，Sham 與 GR 處理在 LIST 後第 1天 (d1)，血中肌酸激酶 (CK) 達到峰值，但隨

著時間的增加，CK也會逐漸恢復。Sham與 GR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

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d3之數值顯著低於 Sham處理。GR處理

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 CK明顯比 Sham處理的 CK來得小 (指 LIST後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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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p < .05)。 

 

 

圖七、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血中肌

酸激酶 (CK) 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統計分析具有顯

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p < .05)。 

 

 

(六) CMJ 

從圖八可得知，Sham與GR處理在LIST後，皆會造成下蹲跳 (CMJ) 高度立即顯著下降 (p < .05)，

但隨著時間的增加，高度也會逐漸恢復。Sham 與 GR 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結

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之數值顯著高於 Sham處理。GR處

理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 CMJ明顯比 Sham處理的 CMJ來得大 (指 LIST後第

1～2天；p < .05)。 

 

 

圖八、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下蹲跳 

(CMJ) 高度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統計分析具有顯著

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p < .05)。 

 

(七) 30公尺衝刺 

從圖九可得知，Sham與 GR處理在 LIST後第 1天 (d1)，30公尺衝刺 (30-m Dash) 表現時間增

長，但隨著時間的增加，30-m Dash表現時間也會逐漸恢復。Sham與 GR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合

設計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之數值顯著低於

Sham處理。GR處理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 30-m Dash表現時間明顯比 Sham

處理的 30-m Dash表現時間來得好 (指 LIST後第 1～2天；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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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 30公

尺衝刺 (30-m Dash) 時間表現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

統計分析具有顯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p 

< .05)。 

 

(八) T字敏捷 

從圖十可得知，Sham與 GR處理在 LIST後第 1天 (d1)，T字敏捷表現時間增長，但隨著時間的

增加，T 字敏捷時間表現也會逐漸恢復。Sham 與 GR 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結

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d3、d4、d5之數值顯著低於 Sham

處理。GR處理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 T字敏捷時間表現明顯比 Sham處理的 T

字敏捷時間表現來得好 (指 LIST後第 1～5天；p < .05)。 

 

 

圖十、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 T字敏

捷 (T-Shape Agility) 時間表現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

統計分析具有顯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p 

< .05)。 

 

(九) 6 x 10公尺 

從圖十一可得知，Sham與 GR處理在 LIST後第 1天 (d1)，6 x 10公尺折返跑時間表現增長，但

隨著時間的增加，6 x 10公尺折返跑時間表現也會逐漸恢復。Sham與 GR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

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d3之數值顯

著低於 Sham處理。GR處理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 6 x 10公尺折返跑時間表現

明顯比 Sham處理的 T字敏捷時間表現來得好 (指 LIST後第 1～3天；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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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 6 x 10

公尺折返跑 (6 x 10-m Shuttle Run) 時間表現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

因子 ANOVA統計分析具有顯著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

著差異 (p < .05)。 

 

(十) YO-YO r1 

從圖十二可得知，Sham與 GR處理在 LIST後第 1天 (d1)，YO-YO r1距離表現減少，但隨著時

間的增加，YO-YO r1距離表現也會逐漸恢復。Sham與 GR兩種處理之間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

析結果顯示達交互作用 (p < .05)，進一步分析得知 GR處理在 d1、d2、d3、d4、d5之數值顯著高於

Sham處理。GR處理在 LIST後連續給予五天的生育光線處理，其 6 x 10公尺折返跑時間表現明顯比

Sham處理的 T字敏捷時間表現來得好 (指 LIST後第 1～5天；p < .05)。 

 

 

圖十二、偽 (Sham) 與生育光線 (GR) 處理在 LIST前 (pre)、LIST後第 0、1、2、3、4、5天的 YO-YO 

r1距離表現變化情形。註：*表示偽處理與生育光線處理之間，在二因子 ANOVA統計分析具有顯著

交互作用的效果 (p < .05)。＃代表兩種不同處理在同一個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p < .05)。 

 

四、討 論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一、臺灣優秀女子足球員在進行羅浮堡間歇折返跑測驗 (LIST) 後，會有明

顯造成運動誘發肌肉損傷指標  [膝伸肌群  (KE) 及膝屈肌群  (KF) 之大等長肌力  (MVC-KE, 

MVC-KF) 與肌肉痠痛指數 (SOR-KE, SOR-KF)、肌酸激酶 (CK)] 及運動表現的改變 [下蹲跳 (CMJ)、

30公尺衝刺、T型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Yo-Yo間歇耐力] (圖三～十二)。二、在進行 LIST後，

施以為期四天每天針對膝伸肌及屈肌分別給予 30分鐘的生育光線 (GR) 處理，可以明顯比偽 (Sham) 

處理之後，無論是在運動誘發肌肉損傷指標方面，或是在運動表現方面的恢復速度，皆有正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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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這些研究結果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設，並顯示以生育光線介入對臺灣優秀女子足球員

足球模擬比賽疲勞恢復具有正面的效果。 

足球運動是一種需要體力與技術的高強度、間歇性的激烈運動，在比賽中會有許多最大強度和高

強度的肌肉動作，包括跳躍、傳球、踢、鏟、轉身、短跑和快速變化的步伐 (Stølen et al., 2005)，而

這些動作多涉及高強度重複的牽張收縮週期之快速力量形態，故選手在足球比賽後經常會引起肌肉損

傷和發炎反應 (周台英、黃玉娟，2020)。Ispirlidis et al. (2008) 指出，男子足球員在單場足球比賽會

引起肌肉損傷和發炎反應，且在賽後 24 ~ 72小時內達峰值 (如 SOR、CK等)；膝伸 (knee extensors) 

肌群之最大等長肌力會下降約 11% (Rampinini et al., 2011)；CK活性於比賽後會升高，並且會在 24 ~ 48

小時達峰值，隨後於 48 ~ 120小時後恢復 (Nédélec et al., 2012)。Leeder et al. (2015) 以男性足球員進

行 LIST測驗運動，發現運動後的 CK活性及 SOR皆上升。在女子足球員方面的文獻 (Andersson et al., 

2008) 亦指出，賽後 KE及 KF之力矩峰值會下降 (-7%, -9%)，CK、SOR會上升。本研究發現，臺灣

優秀女子足球員在 LIST 後，偽處理 (Sham) 之 MVC-KE (圖三) 於活動後 (d0) 立即下降約 10%、

MVC-KF (圖四) 於活動後 (d0) 立下降 15%，但隨著時間的增加，MVC也會逐漸恢復；SOR-KE (圖

五)、SOR-KF (圖六) 與 CK (圖七)，在於活動後 24 ~ 48小時內達峰值，這些運動誘發肌肉損傷相關

指標與上述的先前文獻結果趨勢相同。 

在運動表現表現方面，Andersson et al. (2008) 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優秀女子足球員在賽後的 CMJ

會下降及 20 公尺短跑時間成績增加。本研究以 LIST 活動模式，模擬出實際足球比賽後的運動疲勞

狀況，CMJ結果 (圖八) 與上述實際比賽結果的趨勢一致。此外，本研究亦進行 T型敏捷、6 x 10公

尺折返跑、Yo-Yo間歇耐力等測驗，結果亦顯示偽處理組 (Sham) 之上述相關運動表現結果下降 (圖

八～十二)。然而就吾等所知，目前尚未有以女性足球員進行 LIST測驗運動，對於MVC、SOR、CK

等運動誘發肌肉損傷指標及 CMJ、30公尺衝刺、T型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Yo-Yo間歇耐力等測

驗之運動表現的相關研究。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支持 Nicholas et al. (2000) 的論點：LIST活動模式

的生理及代謝反應，可以模擬出實際足球比賽後的運動疲勞狀況。 

臺灣優秀女子足球員在在進行 LIST 後，施以為期四天每天 60 分鐘的生育光線 (GR) 處理，可

以明顯比偽 (Sham) 處理之後，無論是在運動誘發肌肉損傷指標方面的恢復速度：MVC-KE (d1, d2, d3, 

d4) (圖三)、MVC-KF (d1, d2, d3, d4, d5) (圖四)、SOR-KE (d2, d3, d4, d5) (圖五)、SOR-KF (d2, d3, d4) (圖

六)、CK (d1, d2, d3) (圖七)，或是在運動表現方面的恢復速度：CMJ (d1, d2) (圖八)、30公尺衝刺 (d1, 

d2) (圖九)、T字敏捷 (d1, d2, d3, d4, d5) (圖十、6 x 10公尺折返跑 (d1, d2, d3) (圖十一)、YO-YO r1 (d1, 

d2, d3, d4, d5) (圖十二)，皆有正面的效果。 

許聖宗 et al. (2016) 指出許多研究證實 GR可以有效地促進血液 (Capon & Mordon, 2003; Leung 

et al., 2012; Yu et al., 2006)、緩解疼痛 (Doth et al., 2010; Dover et al., 1989; Lopatina et al., 2012) 與抗氧

化 (Leung et al., 2011b) 等效益。除上述文獻外，關於 GR處理對於骨骼肌發炎反應以及運動後恢復

的相關研究如下：Hausswirth et al. (2011) 指出以 GR (4~14 μm) 處理的恢復模式，可以減緩在運動後

第 48小時之 DOMS。此實驗中的受試者是以重複量數設計進行，每次實驗間隔一個月，此實驗設計

可能會因重複訓練效應 (repeat bout effect) 而影響實驗結果。Loturco et al. (2016) 以 21男性足球選手

進行連續 100次落地跳 (drop jump) 後，再讓受試者穿上含 GR (5~20 μm) 的褲子連續三天，每天十

小時 (10:00 pm至 08:00 am)，其研究結果顯示 GR組在運動後第 48小時的 DOMS已開始下降 (控制

組在運動後第 72 小時開始下降)，但組間未達顯著差異。Nunes (2020) 以 20 位男性室內足球選手 

(futsal players)，於二周的季前賽訓練中，選手於晚間就寢時穿著含 GR陶瓷粉末 (9~11 μm，放射率

0.91) 的褲子 8小時 (5天/周)，研究結果顯示在運動表現 (下蹲跳、深蹲跳、5、10、15公尺衝刺)、

血液生化指標 (如：腫瘤壞死因子-α、白血球介素-10、超氧化物歧化酶等)、DOMS及訓練負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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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時間點呈現顯著性差異。最近周台英 et al. (2020) 的研究顯示，GR處理可以有效恢復離心運

動後誘發的 DOMS 與本體感覺，推測可能是藉由促進血液循環、增加一氧化氮含量、降低環氧合酶

-2的活化以及減緩前列腺素 E2合成等方面效果，進而達到減緩 DOMS被明顯誘發的效果。 

然而就本計畫所知，目前對於 GR 的確切作用機制尚未完全被了解，且未有以女性足球員進行

LIST測驗運動，探討 GR對於 MVC、SOR、CK等運動誘發肌肉損傷指標及 CMJ、30公尺衝刺、T

型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Yo-Yo間歇耐力等測驗之運動表現的相關研究。一般而言，當肌肉損傷

時，會產生免疫反應，免疫細胞 (如白血球細胞) 會經由血流增加到患部，導致細胞腫脹。接著，增

加的血流帶來氧氣和營養到患部，幫助移除代謝產物。在一般情況下，衛星細胞是處於未活化的狀態

下，但當肌肉損傷時，激素和免疫反應活化衛星細胞，誘發衛星細胞增殖並分化，併入肌纖維形成肌

肉細胞的一部分。先前的細胞實驗 (Shefer et al., 2002) 證實低能量雷射能促進骨骼肌衛星細胞活化與

增殖。此外，Leung et al. (2011a) 證實，6~14 µm波長能顯著提升老鼠肌肉母細胞 (C2C12) 增殖的能

力。且近期的文獻 (Chen et al., 2019) 亦指出 GR的正面潛在效應為非熱效應，對於人體有諸多益處。

因此，吾等認為在運動所引起的細微損傷中，GR的非熱效應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活化衛星細胞，促

進肌肉組織修復，進而對比賽後疲勞恢復有著正面效益。 

 

四、結 論 

女子足球選手在 LIST 引起疲勞期間，對其 KE 及 KF 給予連續五天的生育光線照射時，可以使

MVC、SOR、CMJ、CK、30公尺衝刺、T字敏捷、6 x 10公尺折返跑和 Yo-Yo變化程度明顯比偽處

理照射來得小或者恢復速度明顯著比偽處理照射來得快。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女子足球員進行足球模

擬比賽引起疲勞期間，給予連續五天的 GR照射，對引起疲勞及運動表現下降的恢復具有正面效益。

因此，GR可能可以做為未來女子足球選手參加比賽引起疲勞恢復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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