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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目的：此篇研究的目的為探討肌肉疲勞後進行拔罐介入，對於動作
表現及肌肉氧飽和度的影響。方法：本篇研究收錄40名具規律運動
習慣之健康男性，平均分配至靜態恢復、拔罐、主動恢復、拔罐合
併主動恢復組中；收取的受試者半年內如下肢有損傷、曾接受過拔
罐介入、拔罐部位有破皮、出血以及無法接受拔罐的副作用等，皆
予以排除。實驗過程使用等速肌力儀及1臺近紅外線光譜儀測量疲勞
前、後及接受介入後三十分鐘內等速下最大肌力及肌肉氧飽和度。
統計方法以混和設計雙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組別與恢復時間的比較
(α = .05)，如達顯著差異，使用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
果：肌肉疲勞後進行不同介入，對於動作表現的恢復無顯著差異
，肌肉氧飽和度中不同參數的結果則不同，總血紅素在拔罐組中高
於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去氧血紅素在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中則低
於靜態及主動恢復組，而拔罐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的組織氧合指
標，也高於靜態及主動恢復組。此外，恢復時間的增加對於動作表
現不僅無法促進恢復，在恢復15分鐘後反而開始低於肌肉疲勞前的
表現；肌肉氧飽和度的參數，僅總血紅素、氧合血紅素有隨時間增
加而數值上升的趨勢，且在恢復20到30分鐘起與介入後當下有顯著
的差異。結論：拔罐以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能夠促進組織的氧飽和
情形，因此，能夠使用此兩種介入提升組織的氧合程度，作為促進
組織恢復的方式。

中文關鍵詞： 生物力學、生理學、組織恢復

英 文 摘 要 ：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the effects of
cupping therapy influencing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muscle
oxygen satur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recruited forty
healthy male who have regular exercise habit. The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cupping, active recovery, cupping
combined active recovery and static recovery groups.  If
these subjects have lower extremities injury in half of a
year, have cupping therapy experiences in lower
extremities, the site of cupping is bleeding or scratch and
unable to accept the side effect of cupping was excluded.
Isokinetic dynamometer and one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were used to detect isokinetic maximal volunteer
contraction and oxygen saturation of muscle before fatigue
until after the cupping therapy for 30 minutes. Two-way
ANOVA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groups and
recovery time. The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 α= .05.
Post hoc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Bonferroni
test.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physical performance recovery between four kinds of
intervention after muscle fatigue. In the muscle oxygen
saturation, total hemoglob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upping than in the cupping combined active recovery
group. Deoxy-hemoglob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upping
combined active recovery than in static and active recovery
groups. In addition, the tissue saturation index in cupping



and cupping combine active recovery groups was also higher
than static and active recovery group.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of recovery time was not only unable to promote
tissue recovery, but decreased the physical performance
after recovery 15 minutes. For the saturation index, there
were only total hemoglobin and oxy-hemoglobin increased
with time. The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fter intervention and after 20 to 30 minutes of
recovery. Conclusion: Both cupping and cupping combined
active recovery could promote the tissue oxygen saturation.
Therefore, these two kinds of intervention can be used as
the way to facilitate tissue recovery due to the elevation
of the tissue oxygenation.

英文關鍵詞： Biomechanics, Physiology, Tissu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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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此篇研究的目的為探討肌肉疲勞後進行拔罐介入，對於動作表現及肌肉氧飽和度的影響。方法：

本篇研究收錄 40名具規律運動習慣之健康男性，平均分配至靜態恢復、拔罐、主動恢復、拔罐合併主

動恢復組中；收取的受試者半年內如下肢有損傷、曾接受過拔罐介入、拔罐部位有破皮、出血以及無

法接受拔罐的副作用等，皆予以排除。實驗過程使用等速肌力儀及 1 臺近紅外線光譜儀測量疲勞前、

後及接受介入後三十分鐘內等速下最大肌力及肌肉氧飽和度。統計方法以混和設計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組別與恢復時間的比較 (α	= .05)，如達顯著差異，使用 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肌肉

疲勞後進行不同介入，對於動作表現的恢復無顯著差異，肌肉氧飽和度中不同參數的結果則不同，總

血紅素在拔罐組中高於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去氧血紅素在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中則低於靜態及主動

恢復組，而拔罐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的組織氧合指標，也高於靜態及主動恢復組。此外，恢復時間

的增加對於動作表現不僅無法促進恢復，在恢復 15分鐘後反而開始低於肌肉疲勞前的表現；肌肉氧飽

和度的參數，僅總血紅素、氧合血紅素有隨時間增加而數值上升的趨勢，且在恢復 20 到 30 分鐘起與

介入後當下有顯著的差異。結論：拔罐以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能夠促進組織的氧飽和情形，因此，能

夠使用此兩種介入提升組織的氧合程度，作為促進組織恢復的方式。 

關鍵字：生物力學、生理學、組織恢復 

	

	

	

	

	

	

	

	

	

	

	

	

	



問題背景 

拔罐近幾年隨著運動選手在各大賽場中的使用，以及國內中醫相關領域的推廣而逐漸受到注目，

越來越多人好奇於此項傳統醫療技術，並開始接觸此項介入方式，然而，拔罐對於肌肉在長時間運動

過後所帶來的效益，仍無相關之研究及實證，無論是使用時機、使用時間長度、使用方式等，皆仰賴於

施用者過去經驗；但日趨增加的運動員使用人數，不禁使人深入探討，拔罐對於需要長期訓練、競賽

的運動選手魅力何在，在眾多的治療方式中，選手們又為何選擇拔罐此種介入。 

肌肉疲勞是長期運動後常面臨的問題，當疲勞產生後，本體感覺、肌肉活化等身體機能的改變 

(Ballantyne & Shields, 2010; McMullen, Cosby, Hertel, Ingersoll, & Hart, 2011)，將明顯影響選手之運動表

現，因此，如何減緩疲勞並改善運動表現，將是選手及整個團隊需共同努力的目標。肌肉持續訓練過

後，將明顯感覺到張力的提升、血液循環的改變以及痠痛的感受，而拔罐治療所產生的效益包含：促

進血液循環、降低肌肉張力等等 (Mehta & Dhapte, 2014; Rozenfeld & Kalichman, 2016; 林恭儀，戴承

杰，林展弘，2017)，能夠用以改善肌肉疲勞所帶來的影響，然而，對於拔罐的研究目前仍以針對肌肉

骨骼疾患，如頸痛及下背痛為多數 (Khan, Jahangir, & Urooj, 2013; Chi et al., 2016; Li et al., 2017)，如欲

更加確立肌肉疲勞後，拔罐所帶來的效益，則需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 

各種介入方法對於肌肉的放鬆、恢復有不同的效果，常見的介入方式包含按摩、伸展或是冰敷、熱

敷等等 (Pinar, Kaya, Bicer, Erzeybek, & Cotuk, 2012; Kargarfard et al., 2015)，在臨床的治療中，按摩常

搭配主動動作的進行，除了能夠了解肌肉在主動動作過程中的使用及活化情形，也更能夠針對作用肌

群達到放鬆的效果，反觀在拔罐的治療中，主要以靜置的方式進行，並於治療結束後評估肌肉及動作

的改變；細觀兩種介入方式，可發現部分按摩手法與拔罐能夠產生相似的效益，但在拔罐治療中，卻

少見與主動動作合併使用，倘若肌肉按摩合併主動運動對於動作表現的恢復能夠產生顯著的效果 

(Kojidi, Okhovatian, Rahimi, Baghban, & Azimi, 2016)，便能夠推測拔罐與主動動作同時使用，相較於僅

進行拔罐所帶來的效益將更為明顯，然而此想法同樣需要更深入的探討及比較，以確保拔罐與主動動

作的合併能夠產生預期的效益。 

肌肉疲勞後肌力的下降是最為常見的影響，當肌力下降後，無論是哪種專項運動，其表現皆會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肌肉力量的變化能夠快速對應至其表現的變異，也能夠利用肌力下降的程度

作為指標，確認肌肉使否確實疲勞；而了解肌肉疲勞所造成的影響後，減緩其症狀或是減輕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將是刻不容緩的工作，許多治療方式在促進恢復的機制中，主要為增加局部區域的血液循環

以及代謝能力，因此如要了解在指定區域拔罐，抑或進行不同介入所產生的效益，也需要了解介入前、

後的生理數值變化，近紅外線光譜儀能夠檢測組織的氧合程度，並提供組織之含氧、耗氧情形，因此



如欲了解組織進行介入後血液動力學的變化，便能夠使用近紅外線光譜儀進行量測。 

綜合上述，肌肉疲勞為運動場域中常見的情形，而拔罐此種介入方式能否促進組織及表現的恢復，

仍少有文獻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最大力矩以及肌肉氧飽和度的測量，以了解介入後動作表

現及組織的恢復情形，並從中探討兩者間的關聯性，進而提供運動團隊在肌肉疲勞後介入方式選擇的

參考。 

	

研究的重要性 

近幾年拔罐治療在運動場中愈趨常見，然而目前拔罐相關之文獻多為中醫針對穴位治療之臨床研

究，對於肌肉疲勞等情形之介入極為罕見，如能夠了解在肌肉疲勞過後，進行拔罐治療能否有效減緩

疲勞或是提升運動表現，並且釐清其產生效果之機制，將能夠廣泛使用於長時間競賽之運動項目或是

長期訓練的恢復。因此，為使拔罐在肌肉疲勞後之使用及效果更具實證性，肌肉疲勞後進行拔罐對動

作表現之影響，以及產生之生理效益需要更深入的探討及釐清。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每週有兩次以上規律運動習慣之健康男性於肌肉疲勞後，疲勞肌肉-股內側肌進行

不同介入，對於動作表現之影響，介入之型態分別為：拔罐靜置 5分鐘、主動膝伸直彎曲動作連續 5分

鐘、拔罐搭配主動膝伸直彎曲動作連續 5 分鐘以及靜態恢復 5 分鐘，本研究之動作表現以膝伸直最大

力矩進行探討，除了在疲勞前、後以及不同介入後量測，也會在介入後的 30分鐘內，每 5分鐘進行測

量，共測量 7 次，以了解不同介入及介入後恢復時間的增加，肌力的恢復情形是否會隨之改變；除了

肌力的變化外，為瞭解不同介入產生之生理效益，本研究也同時觀察整個實驗過程中肌肉氧飽和度變

化。 

研究之具體目標如下： 

一、 探討肌肉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之介入，等速下最大自主收縮力量之影響。 

二、 探討肌肉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之介入，隨著恢復時間的增加，對於等速下最大自主收縮力量

之影響。 

三、 探討肌肉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之介入，肌肉氧飽和度之改變。 

四、 探討肌肉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之介入，隨著恢復時間的增加，對於肌肉氧飽和度之影響。 

	

	



研究架構 

本研究從肌力變化及肌肉氧飽和度之資料進行分析與比較，探討肌肉疲勞後拔罐以及不同介入對

於肌力表現的影響，同時偵測肌肉疲勞前、後以及進行介入前、中、後之肌肉氧飽和度，本研究的架構

如圖一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收取 40名符合以下標準之健康男性作為研究對象：介入部位過去無任何拔罐經驗、每週

有 2 至 3 次規律運動習慣以及身體質量指數介於 18 至 28，而如受試者有以下情形：半年內曾有關節

扭傷、關節炎、肌肉拉傷等下肢損傷、量測肌肉氧飽和濃度區域之皮脂厚度大於 17毫米、拔罐區域之

皮膚有感染、傷口或是出血等情形、患有出血性、心臟疾病等，以及無法接受拔罐所產生之副作用，皆

會予以排除。 

本研究內容將提交人體實驗委員會審查，並遵守赫爾新基宣言的聲明召募自願實驗參與者。實驗

開始之前，先使實驗參與者閱讀及填寫實驗參與同意書，並詳細了解參與實驗後有關利益、風險、處

置方式、資料處理與利用等事項，以及擁有隨時中止實驗之權利。 

	



實驗儀器與設備 

本實驗所使用的主要儀器設備，可分為肌肉力量、肌肉氧飽和度測量等儀器以及拔罐設備三部分。 

一、肌肉力量測量之儀器： 

( 一 ) 等速肌力儀一台 (型號 Biodex system 4 Pro ™, New York)  (如圖 2) 

 

圖 2等速肌力儀 

 

二、肌肉氧飽和度測量儀器： 

近紅外線光譜儀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是一種非侵入、可攜式且使用方便之血液動力

學量測儀器，所使用的紅外光波長介於 700至 1300奈米，其利用近紅外光能夠反射的特點，藉由光的

強度變化以量化組織中血紅素的濃度改變，其臨床應用之範圍包含按摩、電療及深層靜脈栓塞治療之

評估 (Li, Sun, Chen, Zhao, & Reh, 2015; Shang et al., 2013)，此儀器適用之部位不僅限於肌肉，也可使用

於肌腱、大腦等軟組織；近紅外線光譜儀量測血液動力學中肌肉氧飽和度的參數包含氧合血紅素 (Oxy-

hemoglobin, O2Hb)、去氧血紅素 (Deoxy-hemoglobin, HHb)、以及總血紅素 (Total hemoglobin, tHb)，除

此之外，也會利用收取的氧合血紅素及總血紅素計算組織氧合指標 (Tissue saturation index, TSI) (Li, Li, 

Lin, & Li, 2017)；近紅外線光譜儀所收取的相關參數，能夠以較短的時間及簡便的方式取得肌肉組織間

含氧濃度的變化，以了解組織疲勞的情形，及不同介入後恢復的情況，進而分析各種介入所產生的效

果。 

( 一 ) NIRS-近紅外線光譜儀一台 (型號 PortaMon™, Zetten, AS, Netherlands)  

(如圖 3、圖 4) 



                   

   圖 3近紅外線光譜儀 (正面)           圖 4近紅外線光譜儀 (背面) 

        

 

 

三、拔罐設備： 

( 一 ) 明宏牌拔罐設備一組 (型號MH-168, China) (如圖 5、圖 6) 

       
  圖 5拔罐設備 (外盒)                                      圖 6拔罐設備 (內盒) 

實驗設計與流程 

 一、實驗設計： 

 本實驗為針對股內側肌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型態之介入：拔罐靜置 5 分鐘、拔罐搭配主動恢復持

續 5分鐘、主動恢復 5分鐘，以及靜態恢復 5分鐘，探討對於動作表現-最大肌力及肌肉氧飽和度之影

響；實驗將進行膝伸直最大力矩測量，等速最大力矩量測過程，等速肌力儀設定為向心/向心收縮、角

速度 30°/s，測試過程中請受試者於坐姿下使出最大努力將小腿向前踢直至膝關節完全伸直，再跟隨機

器速度緩慢放下。當力矩值連續 3次小於疲勞前測值之 50%，且連續進行主動膝伸直 30下以上，則定

義為疲勞，等速力矩之疲勞前測值，則採用疲勞過程中所產生之最大力矩值；當肌肉疲勞後，受試者



隨機分配至四組別中進行各組之介入，股內側肌接受拔罐的位置以肌腹為中點，利用與股內側肌最寬

處相等直徑的拔罐杯進行介入，拔罐槍使用時，則統一按壓 2 下以產生適當之負壓；主動恢復的進行

則搭配節拍器，以每 4秒 1下之節奏進行膝關節主動伸直及彎曲。不同介入後，每隔 5分鐘將再次測

量 10下之最大力矩，共測量 7次直至介入後 30分鐘，以觀察介入後力矩隨時間之變化。而肌肉氧飽

和度的測量，則在拔罐位置與恥骨聯合連線之方向，自拔罐杯擺放位置之最高點向上 5 公分處擺放近

紅外線光譜儀，並於疲勞前開始收集資料至肌力測量結束後，以比較氧飽和度之差異。 

二、實驗場地與儀器架設： 

本實驗場地與儀器佈置如圖 7所示。 

( 一 ) 等速肌力訓練儀，架設於其與測量肌肉氧飽和濃度之電腦間，利用膝關節力矩測量之支架，

檢測最大等速力矩。 

( 二 ) 量測肌肉氧飽和度之近紅外線光譜儀，黏貼於受試者股內側肌上指定位置，而擷取資料之

筆記型電腦則架設於近紅外線光譜儀旁之桌面進行操作。 

 

圖 7場地與儀器佈置圖 

三、施測流程： 

本實驗流程如圖 10所示。 

( 一 ) 架設實驗器材，檢測近紅外線光譜儀以及等速肌力測試儀是否正常使用。 

( 二 ) 給予受試者實驗須知，並告知實驗流程及介入可能產生之副作用。 

( 三 ) 記錄受試者基本資料 (性別、年齡、身高、體重等)，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 四 ) 量測近紅外線光譜儀黏貼位置。 

( 五 ) 為避免受試者因不熟悉場地及儀器而影響實驗結果，將請受試者於布置完畢的場地進行

檢測之動作數次，並於熟悉動作後進行 10分鐘慢跑暖身，協助受試者調整至較佳狀態。 

( 六 ) 黏貼近紅外線光譜儀，並收取肌肉氧飽和濃度之基礎值。 

( 七 ) 進行等速肌力儀之疲勞操作，同時收取最大力矩前測值，以及肌肉氧飽和濃度數值 (如圖

8)。 



 
圖 8最大自主收縮測試 

( 八 ) 當受試者疲勞之後以隨機分派方式使受試者接受不同之介入。 

疲勞之定義為：力矩值連續 3次小於疲勞前測值之 50%。 

( 九 ) 依據不同組別進行 5分鐘之介入。 

1. 靜態恢復組：於坐姿下靜態恢復 。 

2. 拔罐組：於坐姿下針對股內側肌進行拔罐，拔罐杯直徑符合股內側肌之最大寬度 (如圖 9)。 

3. 主動恢復組：於坐姿下進行每 4秒來回一次之連續主動膝伸直、彎曲。 

4.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同時進行拔罐以及主動恢復組之介入方式，即於股內側肌進行拔

罐的同時，同步進行連續主動膝伸直、彎曲。 

 

圖 9股內側肌之拔罐介入 

( 十 ) 介入後每隔 5分鐘測量等速最大膝伸力矩值，共測量 7次，直至介入後 30分鐘；肌肉氧

飽和度則持續收取資料至實驗結束。 



 

圖 10實驗流程圖 

資料處理與分析 

受試者股內側疲勞後，不同方式的介入，以及介入後時間的多寡，對於動作表現-最大力矩值，以

及肌肉氧飽和度的影響，將使用 SPSS 23.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行以下統計分析，並將顯著水準定為α 

= .05。 



一、各項受試者基本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建立。 

二、以 4x8 (組別 x時間)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肌肉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的介入，以及不同的恢

復時間，對於動作表現-最大肌力的影響。當統計水準達 p < .05時，以 Bonferroni法進行事後比

較。 

三、以 4x7 (組別 x時間)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肌肉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的介入，以及不同的恢

復時間，對於肌肉氧飽和度中四種參數之影響。當統計水準達 p < .05時，以 Bonferroni法進行事

後比較。 

結果 

受試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 40名受試對象之基本資料如表 1所示，四組之年齡、身高、體重、皮下脂肪厚度以及前測

最大力矩值皆無顯著差異。 

 

表 1 受試者基本資料 

變項/組別 Rest 
(10人) 

Cupping 
(10人) 

Cupping + 
Active recovery 

(10人) 

Active 
(10人) 

年齡 (yr) 23.5 ± 1.7 23.1 ± 2.5 23.5 ± 3.3 24.4 ± 3.4 

身高 (cm) 173.9 ± 3.4 175.5 ± 6.8 172.3 ± 6.9 172.2 ± 3.0 

體重 (kg) 67.8 ± 9.2 66.9 ± 10.7 65.1 ± 6.3 65.2 ± 7.2 

前測最大力矩 
(N‧m) 

195.9 ± 37.3 207.4 ± 70.4 185.6 ± 28.2 193.2 ± 39.8 

皮脂厚 (mm) 11.6 ± 3.0 11.0 ± 2.8 10.5 ± 3.7 9.4 ± 3.5 

註：Rest = 靜態恢復組；Cupping = 拔罐組；Cupping + Active recovery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Active 

= 主動恢復組。 

 

 

 



疲勞後不同介入與恢復時間對動作表現之影響 

受試者在疲勞過程當中，收取之最大力矩作為疲勞前測值，並以此數值作為後續量測之力矩值標

準化依據；根據獨立樣本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介入組別與恢復的時間長短無交互作用，進一

步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肌肉疲勞後進行不同介入，運動表現-最大力矩值的變化在四個組

別間未達顯著差異（rest vs. cupping vs. cupping + active vs. active，91.7 ± 14.3 vs. 90.2 ± 10.7 vs. 91.0 ± 

14.6 vs. 91.0 ± 11.1 %， p > .05），如圖 11所示；而比較不同的時間點，結果顯示介入後第四次至第七

次的力矩值，與疲勞前測之最大力矩值有顯著差異，如圖 11與表 2所示。 

 

圖 11 力矩變化趨勢圖（以受試者最大力矩值標準化） 

註：MVC pretest = 疲勞前測力矩值；fatigue = 疲勞後力矩值；MVC test = 介入後力矩值；rest = 靜態

恢復組；cupping = 拔罐組；cupping + active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active = 主動恢復組。 



 

註： Pretest = 疲勞前測力矩值；MVC test = 介入後力矩值；* = 與疲勞前測力矩值有顯著差異；p < .05。 

疲勞後不同介入與恢復時間對肌肉氧飽和濃度之影響 

不同的介入過後，近紅外線光譜儀將收取總血紅素 (tHb)、氧合血紅素 (O2Hb)、去氧血紅素 (HHb) 

以及計算組織氧合指標 (TSI) 等生理學參數，以了解不同介入與恢復時間對於肌肉氧飽和濃度之影響，

結果如下： 

在總血紅素 (tHb) 的結果中，根據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發現不同的介入方式與恢復時間的

長短對於總血紅素 (tHb) 並無交互作用，進一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組別以及時間兩變

項都有顯著的差異 (組別，p < .05；時間，p < .05)，由濃度變化趨勢圖可看出，平均數值最高的為拔罐

組，而靜態恢復以及主動恢復組的濃度變化趨勢相近，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則濃度最低，然而進行事

後比較，僅拔罐組與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間有顯著的差異 (cupping vs. cupping + active，7.36 ± 7.85 vs. 

2.90 ± 9.87，p < .05)；另外，比較介入後七次最大力矩測試過程中的總血紅素 (tHb)，發現隨著時間的

增加，濃度有隨之上升的趨勢，但僅在介入後的第 1 次以及第 7 次量測有顯著的差異 (MVC test1 vs. 

MVC test7，2.43 ± 8.65 vs. 8.38 ± 8.54，p < .05)，如圖 12。 

 

 



 

圖 12 介入後運動表現-最大力矩測試過程總血紅素 (tHb) 濃度變化 

註：rest = 靜態恢復組；cupping = 拔罐組；cupping+active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active = 主動恢復

組；a = 拔罐組與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b = 拔罐組與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c = 拔

罐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d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與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e = 拔罐合併

主動恢復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f = 主動恢復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 = 兩時間點有

顯著差異。 

 

氧合血紅素 (O2Hb) 的濃度變化，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結果顯示不同的介入組別與恢復時間

長短之間無交互作用，進一步針對組別此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呈現顯著差異 (p < .05)，

但以 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檢定，四組之間則皆無顯著的差異，但仍能從趨勢圖中看出，拔罐組的氧

合血紅素濃度 (O2Hb) 略高於其他三組；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恢復時間的影響，結果同樣

呈現顯著差異 (p < .05)，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四組在介入後的第一次測量皆與第五、六、七次

測量有顯著的差異 (MVC test1 vs. MVC test5，-1.73 ± 6.26 vs. 3.00 ± 6.50；MVC test1 vs. MVC test6，-

1.73 ± 6.26 vs. 3.84 ± 6.69；MVC test1 vs. MVC test7，-1.73 ± 6.26 vs. 5.22 ± 7.21，p < .05)，除此之外，

介入後的第七次測量也顯著的高於第二次測量 (MVC test2 vs. MVC test7，-0.72 ± 6.10 vs. 5.22 ± 7.21，

p < .05)，如圖 13。 

 



 

圖 16 介入後運動表現-最大力矩測試過程氧合血紅素 (O2Hb) 濃度變化 

註：rest = 靜態恢復組；cupping = 拔罐組；cupping+active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active = 主動恢復

組； # = 兩時間點有顯著差異。 

去氧血紅素 (HHb) 的濃度變化，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比較後發現，不同的組別以及恢復時間，

對於去氧血紅素 (HHb) 同樣沒有交互作用，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比較，則發現組別間有顯著的

差異 (p < .05)，不同恢復時間則無顯著差異；組別此變項經過 Bonferroni 事後比較發現，拔罐合併主

動恢復組的濃度顯著低於主動恢復組以及靜態恢復組 (cupping + active vs. active，1.90 ± 4.57 vs. 4.67 ± 

3.44；cupping + active vs. rest，1.90 ± 4.57 vs. 4.92 ± 4.90，p < .05)，雖然拔罐組與其他三組並無顯著差

異，但仍可看出拔罐組的去氧血紅素高於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此外，其數值也同時低於靜態恢復及

主動恢復組，如圖 14。 



 

圖 14 介入後運動表現-最大力矩測試過程去氧血紅素 (HHb) 濃度變化 

註：rest = 靜態恢復組；cupping = 拔罐組；cupping+active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active = 主動恢復

組；a = 拔罐組與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b = 拔罐組與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c = 拔

罐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d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與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e = 拔罐合併

主動恢復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f = 主動恢復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 

經過計算後的組織氧合指標 (TSI)，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結果顯示不同介入組別以及介入後的

恢復時間，對於組織氧合指標 (TSI) 無交互作用，而針對兩個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在

組別此變項中有顯著的差異 (p < .05)，不同的恢復時間所產生的影響則無顯著差異，再以 Bonderroni

法對於組別進行事後比較，發現拔罐組與主動恢復、靜態恢復組，以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與主動恢

復、靜態恢復組皆有顯著的差異 (cupping vs. active，-4.60 ± 8.37 vs. -11.97 ± 7.41；cupping vs. rest，-4.60 

± 8.37 vs. -8.56 ± 6.09；cupping + active vs. active，-4.26 ± 5.34 vs. -11.97 ± 7.41；cupping + active vs. rest，

-4.26 ± 5.34 vs. -8.56 ± 6.09)，如圖 15。 



 
圖 15 介入後運動表現-最大力矩測試過程組織氧合指標 (TSI) 濃度變化 

註：rest = 靜態恢復組；cupping = 拔罐組；cupping+active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active = 主動恢復

組；a = 拔罐組與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b = 拔罐組與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c = 拔

罐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d =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與主動恢復組有顯著差異；e = 拔罐合併

主動恢復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f = 主動恢復組與靜態恢復組有顯著差異。 

	

討論 

疲勞後不同介入對動作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探討肌肉疲勞後不同介入對於動作表現及肌肉氧飽和度的影響，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在肌

肉疲勞過後，無論是進行拔罐、主動恢復，或是拔罐合併主動恢復，對動作表現的影響，皆與靜態恢復

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針對三種介入方式分別進行探討，以探討其無法促進動作表現的原因。在過

去研究中發現，拔罐能夠增加局部血液循環、減少肌肉張力、促進組織的修復與生成以及放鬆筋膜，

進而達到改善生活品質、減緩疼痛及改善關節僵硬情形的效益 (Chi et al., 2016; Khan et al., 2013; Kim et 

al., 2012; Saha et al., 2017)，然而肌肉疲勞所牽涉的因素甚多，神經、血液循環以及能量系統都會受到

影響，如血液酸鹼值的改變、離子濃度的差異、肌纖維收縮頻率的降低、收縮力量的減弱，抑或是代謝

物質的累積等等，因此雖然拔罐能夠產生眾多的效益，但這些效益僅對於血液循環、消除累積的代謝

物質有較佳的促進效果，對於肌纖維的收縮等則無法產生相對應的改善機制，因此無法增進動作表現

的恢復。本研究使用的主動恢復方式為單關節主動恢復，與過去文獻常使用的全身性主動恢復不同，

單關節主動恢復的優點為，能夠針對疲勞之肌群，不易使受試者因全身性的動態恢復方式而更加疲勞，



此外，其作用方式與增進血液及淋巴循環的肌肉幫浦相似，因此本研究預期單關節主動恢復，能夠比

全身性的主動恢復帶來更好的促進恢復效果，雖然過去文獻對於主動恢復能否促進動作表現的恢復仍

具有爭議性 (Koizumi et al., 2011; Lopes et al., 2014; Mika et al., 2005;  Roberts et al., 2015)，但根據本研

究之結果，肌肉疲勞後進行 5分鐘的單關節主動恢復，動作表現與進行 5分鐘的靜態恢復無顯著差異，

顯示此種介入方式，雖然無法促進動作表現的恢復，但也不會使表現更為降低，而導致此結果的原因，

可能為進行主動恢復時，主動動作的進行使得肌纖維無足夠的時間休息以及恢復，同時作用的組織也

可能因為持續的肌肉收縮，使得血液酸鹼值維持偏低的情形，並阻礙鈣離子與肌鈣蛋白結合，最後影

響肌纖維收縮情形，無法增進本研究所探討的動作表現。 

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的此項介入，結合上述的拔罐以及單關節主動恢復方式，在本研究當中對於動

作表現的恢復，與靜態恢復及這兩種方法皆未有顯著的差異，意即肌肉的疲勞，並未因為同時使用兩

種介入方法而減緩，造成此結果則可能是因兩種介入方式本身皆無法增進運動表現及減緩肌肉的疲勞，

因此相互結合也無法達到預期的加乘效果；除此之外，針對疲勞的股內側肌進行拔罐，負壓的產生使

得拔罐處的組織受到拉提，而持續進行的主動動作，肌肉相對應縮短、伸長，使得組織受到更大程度

的拉扯，最後不僅使組織產生疼痛感外，也可能因為血液循環及肌肉的收縮受到影響，連帶使肌肉的

功能及動作表現下降。在本研究的結果中，雖然三種不同的介入方法，與靜態恢復相比，對於動作表

現皆無顯著之影響，然而本研究僅以最大力矩值變化情形作為動作表現之指標，在競技場中，各種運

動類型，影響表現的因素眾多，無法僅以單一參數進行評斷，倘若未來欲使用本研究中三種介入方式

在競技運動當中，仍需進一步比較不同的生理、生物力學參數，以及不同情境是否產生不同的結果，

以確定這些介入方法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除此之外，介入的時間也可能是造成本研究結果不如預期

之原因，為符合競技比賽當中，短暫的休息、恢復時間，本研究的介入時間訂為 5 分鐘，然而在過去

無論是拔罐或是主動恢復相關的研究中，介入時間從 2 至 20 分鐘不等 (Khan et al., 2013; Kim et al., 

2012; Koizumi et al., 2011; Roberts et al., 2015; Valenzuela, de la Villa, & Ferragut, 2015)，產生的效益也無

一致的結果，因此無法從中判定短時間或是長時間的介入，對於動作表現是否有相同的促進效果，故

未來也需持續探討，介入時間的改變與動作表現間的關係。 

 

 

 



疲勞後不同恢復時間對動作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的目的除了了解不同的介入方式對於動作表現產生的影響外，同時也探討介入後，恢復時

間的增加，是否能夠促進動作表現的恢復；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無論是何種介入方式，介入後 30分鐘

內的動作表現變化有相同的趨勢，四組的最大力矩值皆在介入後的第 4 次測量開始與前測值呈現顯著

的差異，且隨著測量次數的增加，力矩值也隨之下降，針對此結果，可分為以下幾部分進行探討，包含

進行介入後力矩立即回到前測值、經過 15分鐘的恢復，最大力矩值不升反降，以及動作表現在介入後

恢復 30分鐘，動作表現無恢復趨勢等等，而瞭解恢復時間的不同與動作表現的影響，將更能以科學化

的方式，評估疲勞後所需的恢復時間。 

本研究所收取之受試者為平均年齡 23.6歲之健康男性，且平常皆有規律的運動習慣，運動類型包

含各種球類運動，如排球、籃球、足球等等，在球類運動當中，常需長時間維持肌力的輸出，以及擁有

使肌肉短時間消除疲勞之能力，以維持較佳的運動表現，因此在本實驗當中，肌肉疲勞後無論接受何

種介入方式，5 分鐘的介入後，皆使最大力矩值恢復至與前測值無顯著差異；雖然在過去的研究中認

為，最大力矩值在疲勞後的恢復，無論是恢復 20、30甚至是 60分鐘，仍無法回到疲勞前的狀態 (Allman 

& Rice, 2001; Barbieri, Beretta, Pereira, Simieli, Orcioli-Silva, Dos Santos, & Gobbi, 2016; Thompson, 

Conchola, & Stock, 2015; Vøllestad, 1997)，但在上述提及的研究當中，疲勞的方式主要是以等長或是向

心合併離心收縮進行，疲勞的部位也不局限於特定肌群，與本研究所選擇的特定肌群等速向心收縮有

所不同，除此之外，這些研究在肌肉疲勞後便立即進行最大肌力的測試，而本研究則是在進行 5 分鐘

不同類型的介入後才開始進行力矩測試以及觀察後續恢復的情形，因此這些差異都可能造成本研究的

結果與過去有所不同。 

回顧過去對於肌肉疲勞後進行介入的文獻發現，研究的設計多為量測介入後的立即效果，並且比

較肌肉疲勞後接受介入前後的差異，然而對於介入後不同恢復時間是否對動作表現有較好的恢復效果，

則少有研究探討，因此對於各種介入方式所帶來的長、短期效益，難以深入進行探討；在競賽的過程

當中，各種介入方法的使用，都期望能夠長時間延續介入所產生的效益，並且維持動作表現以及減緩

因疲勞所造成的影響，因此了解介入後不同恢復時間對於各種參數的影響，將是未來研究的方向之一，

倘若能夠釐清各種介入方式，需要多長的恢復時間，能夠產生最佳的效果，這些介入將能夠在競技場

域中帶來更高的益處。 

 

 

 



疲勞後不同介入與恢復時間對總血紅素之影響 

本研究共收取總血紅素、氧合血紅素、去氧血紅素以及計算組織氧合指標四個參數，以了解不

同的介入方式及恢復時間的長短對於肌肉氧飽和度所產生的影響。總血紅素為氧合血紅素與去氧血紅

素的總和，能夠代表檢測區域的血流量 (Smith & Billaut, 2010)，因此以總血紅素實驗前收取的靜態值，

與不同時間點量測的數值進行比較，便可了解總血流量的變化情形；本研究發現，介入過後 7 次最大

力矩測量過程中的總血紅素值，無論是何種介入組別，其數值都有隨時間上升的趨勢，而不同的組別

間，也可看出平均總血紅素，由高至低依序為拔罐、主動恢復、靜態恢復、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因此

本節將分別探討恢復時間的增加，以及不同介入方式對於總血紅素的影響。 

不同介入後 30分鐘內的總血紅素變化，雖然拔罐組僅顯著高於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然而其整體

趨勢也可看出略高於其他兩組，造成此結果可能的原因為，拔罐過程中產生的負壓使得周邊血液匯流

至拔罐杯當中，因此拔罐介入結束後，集中的血液逐漸回流至周邊的組織 (Li et al., 2017)，故本研究中

距離拔罐杯 5 公分處的近紅外線光譜儀量測到的總血紅素有較高的趨勢，而接受拔罐後血流量較高的

趨勢更能夠維持至少 30分鐘；反觀單關節主動恢復，其總血紅素與靜態恢復後的數值變化相似，因此

可推測，單關節主動恢復對於總血流量並無提升的效果，雖然單關節主動恢復的進行方式與用於促進

血液循環的肌肉幫浦相似，然而肌肉幫浦的進行，常將小腿擺放高於心臟，利用高處往低處流的原理，

使血液向心臟流動，且肌肉的規律收縮也使血管中的血液規律的向心臟擠壓，進而達到促進血液回流

的效果，但在本研究中單關節的主動恢復，主要針對膝關節周圍的組織進行介入，雖然與肌肉幫浦同

樣進行規律的主動動作，然而進行過程中受試者採取坐姿，髖關節及膝關節皆彎曲 90度，受試者的大

腿在實驗進行過程也都平行於地面，因此進行膝關節的單關節主動恢復時，作用的部位皆低於心臟，

且無高度的差異，使得無法藉由重力或是不同高度的影響，增加血液的回流，回顧過去研究，當肌肉

進行最大自主收縮時，靜脈壓及微血管壓受到肌肉收縮影響而下降，反而減少動作過程中的血流量 

(Laughlin & Schrage, 1999)，更能夠呼應進行主動恢復後，血流量的變化與靜態恢復相似的結果。與預

期相反的是，同時合併拔罐以及主動恢復的介入方式，對於總血流量的提升不僅無法產生加乘效果，

反而為四種介入中變化最少的，推測造成此情形的原因，可能為拔罐的過程中，持續進行單關節的主

動恢復，拔罐杯中的負壓再加上股內側肌的收縮，使得股內側肌的肌肉及血管受到更大的擠壓，進而

導致血液無法經由受擠壓的血管匯流至股內側肌，而在介入後，無論是介入區域或是周圍組織，血流

量也因介入過程血流受到阻斷而無法增加，因此進行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總血紅素的變化量明顯低於

其他三種介入方式。 

除了組別的影響外，恢復時間的不同也對總血紅素的濃度變化有所影響，當恢復時間逐漸增加，



總血紅素的數值有隨之上升的趨勢，此結果代表當恢復的時間越長，組織將帶來更高的血流量；過去

研究指出，肌肉疲勞的過程中，會持續的消耗血液中的氧氣及養分，且增加組織的血流量 (Van Beekvelt, 

Colier, Wevers, & Van Engelen, 2001)，而進行不同的介入，目的便是希望能夠加速改善疲勞所帶來的影

響，如氧氣、養分的缺乏以及代謝物質的累積，然而，除了接受介入外，隨著恢復時間增加，疲勞的組

織也會逐漸回到運動前的狀態，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肌肉疲勞後血流量會隨著時間逐漸的增加，但直

到恢復 30分鐘，血流量的增加才會與介入後當下有顯著的差異，此結果可能源於組織的血流量在運動

過程會持續的增加 (Van Beekvelt et al., 2001)，因此在組織恢復時，血流量的增加較為趨緩，需有較長

的時間方能達到顯著差異；而本研究中血流量隨時間變化的情形，不受到介入方式的影響，表示不會

因為介入的不同，與時間產生交互作用，因此如欲選用本研究的四種介入方式來提升疲勞後的血流量，

則需至少恢復 30分鐘，才能夠達到顯著的效果；但總血流量的增加，會持續多長時間，以及上升至介

入前的幾倍，則無法從本研究之結果得知，未來仍需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以了解恢復時間增加多少

方能達到最佳效益，以及總血流量的上升是否有一臨界值。 

 

疲勞後不同介入與恢復時間對氧合血紅素之影響 

氧合血紅素能夠反映動脈血流量的增加 (Iwamoto, Mizukami, Asakawa, Yoshio, Ogaki, & Takemura, 

2016)，當組織含氧量增加後，能夠提升組織的代謝以及生理功能，如促進組織修復等；本研究的結果

顯示，接受拔罐、主動恢復以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後，其氧合血紅素的濃度變化與接受靜態恢復無顯

著差異，然而，在四組氧合血紅素的變化圖中也可看出，拔罐組的濃度相較於其他三組呈現較高的趨

勢；隨著恢復時間的增加，氧合血紅素也有隨之上升的趨勢，然而恢復時間的不同，僅有在介入後的

第 5次至第 7次最大肌力測量與介入後立即測量值有顯著差異，意即介入後需恢復至少 20分鐘，氧合

血紅素的增加方達顯著，除此之外，介入後第 7 次測量的濃度，也顯著高於介入後的第 2 次測量，而

上述氧合血紅素變化的情形，可針對不同的介入方式以及恢復時間的差異進行探討。 

在 Li等人 (2017) 的研究中發現，拔罐能夠提升組織的氧飽和濃度， 且產生的效果即便在拔罐結

束後仍能夠維持，因此作者認為拔罐能夠增加組織的含氧量，以及促進組織的微循環，此研究的發現

也與本篇結果相互呼應，而拔罐治療能夠產生較高氧合血紅素的原因，可能為負壓產生後，對組織產

生拉提效果，進而促進微血管動脈的滲透增加 (El Sayed et al., 2013)，當動脈血流量增加時，氧合血紅

素的濃度也隨之增加 (Iwamoto et al., 2016)。另外，主動恢復此種介入方式，無論在運動場上或是過去

的研究中，常被作為促進血液循環、增進乳酸代謝的一種方式，Martin等人 (1998) 的研究指出，當肌

肉衰竭後進行主動恢復，能夠增加骨骼肌的血流速度，進而促進乳酸的排除，黃彥霖等人 (2013) 的研



究也發現，主動恢復的介入能夠藉由提升攝氧量及心跳達到促進血液循環、增加肌肉血流，進而提高

生理反應的效果，然而過去研究探討的主動恢復多為全身性運動 (Koizumi et al., 2011; Martin et al., 1998; 

Roberts et al., 2015; Wiltshire et al., 2010)，所收取的參數常受到心臟幫浦、全身肌肉以及呼吸的作用而

影響，然而本研究使用的單關節主動恢復，僅針對疲勞的肌肉進行主動恢復，因此本研究中，主動恢

復後對於氧合血紅素的影響，與過去研究結果不同，便可能是因為單關節主動恢復缺少心血管及呼吸

系統的協助，在攝氧量、心跳數都沒有增加的情形下，持續進行主動恢復，不僅血流量無法如預期增

加，更可能因為持續的肌肉收縮而增加組織的耗氧量，最後使得氧合血紅素的濃度無法提升。合併拔

罐以及主動恢復的兩種方式，雖然同時使用兩種介入方式，然而對於氧合血紅素，並未產生兩種介入

效益加乘的效果，造成此結果的原因之一，為本研究中拔罐以及靜態恢復皆無法顯著提升氧合血紅素

的濃度，因此當兩者無法產生效益的方式同時使用，仍無法達到期望的效果；除此之外，拔罐產生的

負壓雖然能夠藉由組織的拉提，而達到微血管動脈滲透增加的效果，然而在拔罐的同時進行肌肉的收

縮及放鬆，可能因為肌肉收縮時肌纖維縮短，使得更多的肌纖維及組織受到負壓的拉提，而肌肉放鬆

時肌纖維恢復至原先的長度，反而使拔罐杯內的組織被迫拉長，在兩個不同方向的來回牽拉下，除了

造成組織的不適外，也可能影響血液的流動，甚至因為組織過度的拉提及拔罐杯限制組織的移動，阻

礙原先拔罐產生動脈血流增加的效果。 

在本研究中，改變氧合血紅素濃度的因素除了不同的介入外，恢復時間的長短也會造成影響，雖

然人體中的組織都有自主修復機制，能夠使疲勞後的組織隨著時間的增加逐漸恢復至運動前的狀態，

然而身體中各種參數恢復的速度不同，且當組織疲勞後，各項參數是否僅會恢復至運動前的情形，或

是產生比運動前更高的數值，都值得繼續探討。氧合血紅素能夠反映組織動脈的血流量，當組織從疲

勞的狀態逐漸恢復時，由於疲勞組織代謝物質的累積、酸鹼濃度的不平衡等等，將誘使更多的充氧血

到組織當中，當含氧量提升，便能夠藉由氧化代謝物質，來加速累積物質的排除 (Ainch et al., 2004; Lopes 

et al., 2014)，在本研究的結果中，也可以看到無論在何種組別中，氧合血紅素平均在介入後第四次的力

矩測量時，數值高於運動前測值，然而氧合血紅素並未因回到運動前的狀態而停止增加，反而隨著恢

復時間的增加，數值持續的上升，此情形也呼應上述所提，為了促進組織的恢復及加速代謝物質的排

除，使得組織的含氧量持續增加；除了氧合血紅素隨時間持續上升，且濃度高於運動前的情形外，本

研究也發現，當恢復 20 至 30 分鐘後，其濃度便與介入後有顯著的差異，意即如希望氧合血紅素有顯

著的增加，則需要至少 20分鐘的恢復時間，且恢復時間增加，濃度仍能持續的增加，然而本研究僅探

討介入後恢復 30 分鐘的變化情形，因此當恢復時間超過 30 分鐘，氧合血紅素的濃度是否仍會持續上

升，以及恢復多長時間，氧合血紅素的數值會出現平原期，都需更進一步的研究進行了解。 



疲勞後不同介入與恢復時間對去氧血紅素之影響 

去氧血紅素可用來評估組織消耗氧氣的情形，被認為是組織去氧合的敏感指標 (Subudhi, Dimmen, 

& Roach, 2007)，因此當其濃度上升時，表示組織的耗氧量增加；本研究中在肌肉疲勞後進行四種不同

的介入方式，從去氧血紅素濃度變化圖可以看出四組間以靜態恢復及動態恢復組的數值最高，最低的

為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拔罐組則介於三者之間，然而僅有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與主動恢復及靜態恢

復組有顯著的差異，即四種介入方式中，拔罐合併主動恢復最能減少組織耗氧的情形。不同介入影響

去氧血紅素的機制各不相同，過去研究認為，進行拔罐的過程中，去氧血紅素會顯著的低於拔罐前的

狀態，並在拔罐結束後，去氧血紅素下降的幅度逐漸減緩，但其數值仍比接受拔罐前低 (Li et al., 2017)，

然而本研究並未在拔罐組看出相同的趨勢，可能是因為進行拔罐前肌肉為疲勞的狀態，由於肌肉在疲

勞過程持續收縮時，耗氧量會大幅的增加，且當使出的力量越大，耗氧情形更為明顯 (Shadgan, Reid, 

Gharakhanlou, Stpublisher-ids, & Macnab, 2009)，因此雖然拔罐能夠降低去氧血紅素，但介入結束後，組

織又會回到肌肉耗氧量大的疲勞狀態，因此肌肉疲勞後接受拔罐的介入，無法使去氧血紅素迅速減少，

甚至低於運動前的狀態；除了拔罐外，肌肉疲勞進行主動恢復後去氧血紅素與疲勞前的基準值相比，

仍有較高的濃度，並未因為持續的主動收縮，使其濃度下降，Yao、Guo、Sheng、Zhang以及 Zhu (2014) 

的研究指出，在進行主動收縮時，去氧血紅素會顯著的增加，並在結束後迅速下降，其濃度甚至低於

進行主動收縮前的狀態，然而，本研究在進行主動恢復前，組織的狀態已和運動前不同，去氧血紅素

也因為疲勞過程中肌肉的持續收縮而有較高的趨勢，因此即使進行主動恢復，去氧血紅素的濃度有下

降的趨勢，其數值仍高於肌肉疲勞前的基準值；疲勞後接受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的介入，去氧血紅素明

顯低於其他三種介入方式，雖然如上述所提，拔罐過程能夠使去氧血紅素減少，然而同時進行主動恢

復，卻也會因為肌肉收縮而增加耗氧量，因此本研究預期兩種介入同時使用時，對於組織耗氧的影響

會互相抵消，但研究的結果與預期大相逕庭，故此種方式所產生的效益是否為拔罐以及主動恢復同時

使用所產生額外的效果，仍需更多不同的比較及研究進行談討，以了解使用拔罐合併主動恢復能夠比

靜態恢復、主動恢復以及拔罐有更少的耗氧量，其背後的機制，另外，產生的效益能夠維持多長的時

間，也是未來能夠研究的方向之一。 

無論何種介入方式，去氧血紅素的數值皆未回到運動前的基準值，表示肌肉疲勞並接受介入後，

組織消耗氧氣的量仍比肌肉疲勞前高，且持續到至少介入後的 30分鐘，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去氧血

紅素從熱身到運動結束時會持續增加，直到恢復期才開始下降 (Rupp & Perrey, 2008)，然而本研究並未

觀察到相同的趨勢，原因可能為本研究同時在進行最大力矩測量時，收取介入後肌肉氧飽和度參數，

使得原先下降的去氧血紅素又回到運動的狀態，除此之外，也可能是因為肌肉疲勞的過程中，耗氧量



持續的增加，雖然接受不同的介入以及恢復時間逐漸增加，能夠減少耗氧的情形，但在介入後的 30分

鐘內，仍不足以使組織恢復到運動前的狀態；然而，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去氧血紅素恢復的情形，以

及檢測時如未同時進行最大自主收縮，是否會影響其濃度變化的趨勢，則需持續進行後續的探討。 

疲勞後不同介入與恢復時間對組織氧合指標之影響 

組織氧合指標能反映氧合血紅素與總血紅素變化的情形，並代表組織的氧合程度 (Subudhi, Olin, 

Dimmen, Polaner, Kayser, & Roach, 2011)，本研究使用四種不同的介入方式，目的即是了解何種方式能

夠有效提升疲勞組織的氧合作用，達到最佳的恢復效果，此外，也希望了解疲勞組織進行介入後，恢

復時間的增加對組織產生的效益，以有效運用於競技比賽當中。在本研究的結果中發現，拔罐以及拔

罐合併主動恢復此兩種介入的組織氧合指標皆顯著高於靜態恢復及主動恢復組，即接受拔罐及拔罐合

併主動恢復後，相較於其他兩組有較高的氧合程度；而觀察恢復時間對組織氧合指標造成的影響發現，

雖然四組的數值皆隨時間增加而上升，但 7 次的測量值未達顯著的差異。由於組織氧合指標為氧合血

紅素與總血紅素的比值，因此拔罐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組的數值較高，可從此兩個數值進行探討，根

據本研究的結果，四種介入當中，無論是總血紅素或是氧合血紅素，拔罐組都有最高的濃度，拔罐合

併主動恢復組則都有最低的數值，然而兩組的比值相近，因此兩者的氧合程度相當，而靜態及主動恢

復的總血紅素濃度雖高，且趨近於拔罐組，但因氧合血紅素的數值明顯低於拔罐組，使得此兩種介入

的氧合程度顯著較低。雖然組織的含氧量以及總血流量對於組織的恢復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組織氧

合指標能夠同時反映氧合血紅素及去氧血紅素的影響，並比較相同血流量時組織的含氧程度，因此能

夠較為客觀的呈現出組織的氧飽和度。總和本研究的結果，倘若希望選擇最利於組織恢復的方式，拔

罐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都能夠達到促進氧飽和度的效果，然而此兩種介入方法除了能夠提升組織氧合

指標外，是否能夠產生其他的效益，則仍有許多面向值得探討。 

人體擁有良好的修復機制，由許多不同的系統共同作用，肌肉疲勞後中樞及周邊的神經系統等皆

會協助組織的恢復 (Minett & Duffield, 2014)，使身體的不同機能發揮作用，減輕因肌肉疲勞帶來的損

傷及影響，故肌肉疲勞後，即使不進行任何的介入，組織也會隨著時間的增加逐漸恢復到運動前的狀

態，而恢復所需的時間則與組織的疲勞、損傷程度息息相關，因此組織氧合指標無論在何種介入方法

中，都能看出隨著時間增加，數值從負值逐漸回到原點也就是運動狀態前的趨勢，此結果也呼應氧合

血紅素以及總血紅素在四個介入組中，都有隨時間增加的情形，且當氧合血紅素增加的比總血紅素多

時，計算出的氧合指標便會隨之上升。肌肉疲勞的過程中，組織大量消耗氧氣 (Kubo et al., 2012; Van 



Beekvelt et al., 2001)，減少組織中的氧合血紅素，也使組織中的去氧血紅素增加，導致肌肉疲勞後的組

織氧合指標大幅低於運動前的狀態，且即使接受不同類型的介入，仍無法使組織的氧合程度立即回到

運動前的基準值，而介入後的 30分鐘當中，雖然可看出所有組別的組織氧合指標逐漸回升，但仍不足

以使組織的氧合程度恢復至疲勞前的狀態，因此如欲了解肌肉疲勞後接受 5 分鐘不同的介入，需要多

長的時間才能夠使組織回到疲勞前的狀態，則需要進行更長時間的研究，以了解恢復時間的增長、不

同的介入方式、介入時間，對於組織氧合程度的影響，以及產生的最大效益。 

結論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肌肉疲勞後進行不同的介入，以及介入後不同的恢復時間，對於動作表現及肌

肉氧飽和度的影響，經上述結果與討論，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肌肉疲勞後進行 5 分鐘拔罐、主動恢復或是拔罐合併主動恢復等介入方式，等速下最大自主收縮

力矩與疲勞後進行靜態恢復無顯著差異，故本研究中的三種介入方式對於動作表現的恢復可能無

促進效果。 

二、肌肉疲勞後無論進行 5分鐘的何種介入方式，等速下最大自主收縮力矩在介入後 15分鐘開始與肌

肉疲勞前呈現顯著的下降，且持續至介入後 30分鐘，故在肌肉疲勞後接受本研究的四種介入方式，

30分鐘的恢復時間可能不足以使動作表現回復至疲勞前的狀態。 

三、肌肉疲勞後進行拔罐、主動恢復、拔罐合併主動恢復以及靜態恢復，對於肌肉氧飽和度的參數，各

有不同的影響，經過綜合比較可得，拔罐以及拔罐合併主動恢復對於增加組織氧飽和度有較佳的效

果，因此當肌肉疲勞後，如希望藉由增加氧飽和度以促進組織恢復，拔罐或是拔罐合併主動恢復較

能達到期望的效果。 

四、肌肉疲勞後進行 5分鐘的介入，隨著恢復時間的增加，總血流量及含氧量在介入後的 30分鐘內有

顯著增加，而組織氧合程度經過 30分鐘恢復後，雖然數值有上升的趨勢，但仍未達顯著差異，除

此之外，根據組織氧合指標的結果，30 分鐘的恢復時間仍不足以使組織恢復到疲勞前的狀態，因

此，如欲使組織的氧合程度回到運動前的狀態，30分鐘的恢復可能仍不足以達到期望的結果。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肌肉疲勞後，如欲對疲勞組織進行介入，達到促進組織恢復的效果，抑或減少組

織恢復所需的時間，相關建議如下： 

一、進行 5分鐘的拔罐或是拔罐合併主動恢復，能夠提升組織之氧飽和度，達到促進組織恢復的效果； 

二、進行短時間的介入後，組織仍需恢復 30分鐘以上，方能使組織的氧合程度以及動作表現回復到運

動前的狀態； 

三、5分鐘的拔罐、主動恢復、拔罐合併主動恢復以及靜態恢復，對於動作表現的恢復並無組別間的差

異，因此針對動作表現恢復的選擇，能夠因競賽環境、選手情形進行選擇； 

最後，本研究認為不同的介入方式，能夠對疲勞組織產生不同的效益，然而各種介入的機制不同，

並不能夠全面性的改善肌肉疲勞所造成的影響，且介入時間的長短、恢復時間的長短，都可能影響組

織恢復的情形，也許往後的相關研究能夠針對不同的介入時間、恢復時間以及各種介入的機轉持續進

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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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得報告 
                                  ⽇期： 108  年 7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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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會議經過 

7/1 搭乘國泰航空班機 （21:15）前往 ⾹港機場 
7/2 搭乘國泰航空班機 （00:15）前往 阿姆斯特丹機場 
7/2 搭乘 EasyJet 航空班機 (10:50) 前往 布拉格機場 
 
7/3 
早上時間⾄ ECSS ⼤會報到，領取相關資料， 參觀⼤會展場 
下午：Does Pain Produce Gain? 
UNIFICATION OF CONCEPTS AND MEASURES FOR CAPTURING THE MIND CONTROL OVER THE 
MOTION SYSTEM (Presenter: TENEBAUM, G) 

7/4 

計畫編號 NSC 107-2410-H-003 -133 - 

計畫名稱 肌⾁疲勞後拔罐對動作表現之影響 

出國⼈員
姓名 李恆儒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台灣師範⼤學體育學系 

助理教授 

會議時間 
108 年 7 ⽉ 3 ⽇
⾄ 
108 年 7 ⽉ 6 ⽇ 

會議地點 布拉格，捷克 

會議名稱 
(中⽂) 2019 歐洲運動科學研討會_布拉格 

(英⽂) ECSS Prague 2019 

發表論⽂
題⺫ 

(中⽂)  

1. 動態貼布對踝關節不穩定族群於⾼台著地時的策略影響 

(英⽂)  

1. The influences of dynamic taping on landing strategy from 

platform in athletes with 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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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Sports Medicine  

1. EFFICAY OF FLYWHEEL RESISTANCE EXERCISE TO MAINTAIN MYOSTATIN AND 
OXIDATIVEANDGLYCOLYTICPOTENTIALOF MUSCLE DURING 90 D BED REST 

2.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EVALUATION OF APPLIED SUPPLEMENTATION IN POLISH 
ATHLETES 

下午：Mini oral presentation 
Risk factors of knee injury during crossover and cutting maneuver in female basketball 
athletes 
 
7/5 
 
早上：Sports Medicine 
1. BICYCLE COMMU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2. INFLUENCE OF 30-HOURS OF EXERCISE AND SLEEP DEPRIVATION ON LACTATE METABOLISM 
DURING GRADED TEST TO EXHAUSTION 

 
下午：Training and Testing 
1. EFFECT OF INTEGRATIVE TRAINING ON INJURY FREQUENCY IN PROFESSIONAL SOCCER 
PLAYER 

2. EFFECTS OF AN INJURY PREVENTION WARM-UP PROGRAM ON POSTURAL CONTROL 
MEASURES IN YOUTH TEAM ATHLETE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7/6  
早上：Motor control and learning 
1. SKILLING-UP EXERCISE FOR DECONDITIONED NURSING HOME DWELLERS 

下午： 
Closing ceremony and congress banquet 
 
7/6 搭乘 EasyJet 航空班機 (10:50) 前往 阿姆斯特丹機場 
7/7 搭乘國泰航空班機 （13:10）前往 ⾹港機場 
7/8 為暑假私⼈⾏程 
7/9 搭乘國泰航空班機 （14:50）前往 桃園國際機場 
 

⼆、與會⼼得 

⼀年⼀次的歐洲運動科學研討會的國際會議，吸引各國學者共襄盛舉，本次ECSS地點於捷克布拉
格(7/3-7/6, 2019)所舉⾏，研討會中除了海報與⼝頭發表之外，還有許多和運動⽣物⼒學領域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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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廠商在此設置攤位，介紹最新的儀器設備功能及操作模式。會議的舉辦場所寬敞舒適，海報或⼝
頭的主題分配時段安排妥當，⼤會⼿冊標⽰說明都相當清楚，讓聆聽者都可以快速尋找到想聆聽的發
表場次，在coffee break和中餐的伙⻝安排也都相當的精緻，著實可以感受到主辦⼤會的⽤⼼安排。
本次主辦⼤會的運作及規劃模式，都可提供未來國內舉辦國際會議當作參考。本次研討會收穫良多，
定期參加國際研討會，與各國學者交流研究⼼得，瞭解到與⾃⼰相關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向，並將
⾃我的研究成果分享，得到⼤家寶貴的建議，皆為實屬難得的經驗。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無。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議程 
    （⼆）研討會論⽂集 
    （三）個⼈識別証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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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結果，肌肉疲勞後，如欲對疲勞組織進行介入
，達到促進組織恢復的效果，抑或減少組織恢復所需的時
間，相關建議如下：
一、進行5分鐘的拔罐或是拔罐合併主動恢復，能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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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之氧飽和度，達到促進組織恢復的效果；
二、進行短時間的介入後，組織仍需恢復30分鐘以上，方
能使組織的氧合程度以及動作表現回復到運動前的狀態；
三、5分鐘的拔罐、主動恢復、拔罐合併主動恢復以及靜
態恢復，對於動作表現的恢復並無組別間的差異，因此針
對動作表現恢復的選擇，能夠因競賽環境、選手情形進行
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