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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利用鞋內式足壓系統量測足底壓力中心與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以探
討不同足弓型態感測元件於解剖學中之特定位置所產生的影響。研
究方法：本實驗招募27名受試者(正常足弓:15 低足弓:12名)以自選
速度進行走、慢跑及快跑的測驗，在測驗中以Pedar-X system 收取
足壓資料。計算11個感測元件量測的足底壓力中心與垂直地面反作
用力，校標為Pedar-X system輸出之足底壓力中心位置與垂直地面
反作用力

中文關鍵詞： 無線式足壓鞋墊、步態分析、穿戴式裝備、長期監控

英 文 摘 要 ： Measure the center of pressure (CoP) and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vGRF) by the wireless insole plantar
pressure system,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 sensor number
on CoP and vGRF for normal arch and low arch. Methods:
Twenty seven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o perform
walking, jogging, and running in their selected spe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foot pressure signals were
accessed by the Pedar-X system. Calculate the trajectory of
CoP and vGRF on foot, setting the Pedar-X system as a gold
standard to compare CoP and vGRF during experiment. Present
the errors between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experiment
data by the root-mean-square errors. Results: CoP and vGRF
were measured in normal arch and low arc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11-sensor configuration and gold standard are 0.89
and 0.9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sole plantar
pressure system with 11 sensors can provide high accuracy
on estimating CoP and vGRF. The result can be used to
develop low-cost insole plantar pressure system.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recruiting more participants using
this configuration in other sports.

英文關鍵詞： wireless plantar pressure insole, gait analysis, wearable
device, long tim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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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研究目的：利用鞋內式足壓系統量測足底壓力中心與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以探討不同足弓型態感

測元件於解剖學中之特定位置所產生的影響。研究方法：本實驗招募 27 名受試者(正常足弓:15 低足

弓:12 名)以自選速度進行走、慢跑及快跑的測驗，在測驗中以 Pedar-X system 收取足壓資料。計算 11

個感測元件量測的足底壓力中心與垂直地面反作用力，校標為 Pedar-X system 輸出之足底壓力中心位

置與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用方均根誤差 (RMSE)表示不同足弓型態在少量感測元件之足壓系統和校標

之間的誤差，以斯皮爾曼相關係數表示和校標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在正常足弓和低足弓時量測

CoP 與 vGRF，由此特定解剖學位置之感測元件配置與校標相關高達 0.89 與 0.95 以上，因此僅需要

11 個感測器即可提供良好的量測。研究結論：量測 CoP 與 vGRF 時，11 個壓特定解剖學位置之感測

元件配置即可在走路與跑步時獲得良好的量測結果，此發現可應用於開發便於穿戴且舒適性更高的鞋

內式足壓系統，未來可以再探討不同足部型態使用此配置在其他用運動型態項的差異。 

 

關鍵字: 無線式足壓鞋墊、步態分析、穿戴式裝備、長期監控 

 

Abstract 

Purpose: Measure the center of pressure (CoP) and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vGRF) by the wireless 

insole plantar pressure system,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 sensor number on CoP and vGRF for normal arch 

and low arch. Methods: Twenty seven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o perform walking, jogging, and running 

in their selected spe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foot pressure signals were accessed by the Pedar-X system. 

Calculate the trajectory of CoP and vGRF on foot, setting the Pedar-X system as a gold standard to compare 

CoP and vGRF during experiment. Present the errors between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experiment data by 

the root-mean-square errors. Results: CoP and vGRF were measured in normal arch and low arc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11-sensor configuration and gold standard are 0.89 and 0.9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nsole plantar pressure system with 11 sensors can provide high accuracy on estimating CoP and vGRF. The 

result can be used to develop low-cost insole plantar pressure system.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recruiting 

more participants using this configuration in other sports. 

 

Key words: wireless plantar pressure insole, gait analysis, wearable device, long tim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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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言 

近年來國人運動與健康意識抬頭，相關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因此能貼近於生活的穿戴式裝置也廣

泛被民眾運用於日常運動中，目前市面上相關裝置只能提供簡單的指標，如心率、步數等。而在 2012

年時，NIKE 推出智慧運動鞋 hyperdunk+，透過鞋內壓力裝置與加速規，量化運動過程中各項數據，

如: 地面反作用力、衝刺次數等，可將此數據提供選手，幫助運動表現的提升。然而關於足底壓力運用

於運動監控，早在 1994 年 Cavanagh 提出足底壓力量測除了用於實驗室研究，還能用於運動監控以及

作為鞋款與輔具的建議與處方參考(Cavanagh & Ulbrecht, 1994)，例如 Ho 等人比較健康的年輕女性在

不同坡度與速度下跑步時，足底壓力與力量峰值的差異(Ho et al., 2010)。臨床上，足底壓力設備可用於

監控下肢疾病如膝關節炎、髖關節炎、糖尿病所導致的神經病變患者，腳踝不穩定族群以及不同足弓

類型族群的活動情形。因此瞭解足壓對臨床及運動上都極為重要資訊。 

現今已有許多足底壓力感測設備，包括足底壓力板、有線式鞋內足壓系統和無線式鞋內足壓系統。

足底壓力板須鑲嵌在運動平面上，無法跟隨受試者的每一步移動，通常僅能收取一至四步的動力學參

數，無法連續且長時間收取資料，因此多應用於站立姿勢(Goetschius, Feger, Hertel, & Hart, 2018; 

Soltanzadeh, Najar, Haghpanahi, & Mohajeri-Tehrani, 2017) 或一到三步(Breine et al., 2017; Sullivan, Burns, 

Adams, Pappas, & Crosbie, 2015) 的研究。鞋內式的足底壓力系統由片狀的感測墊包覆感測元件，置入

鞋中即可量測足壓參數。每支鞋墊中可設置多達 99 個感測元件，具有非常高的量測精準度，收取之數

據以隨身配戴之傳輸系統用有線的方式連接到電腦，相較於足底壓力板更具便攜性且能連續量測，但

也因收取到的數據量大而須以有線方式連接到傳輸系統，為使用上帶來諸多限制，如配戴過程繁複、

實驗動作不能太大等。 

足壓研究大多是利用分區方式分析與呈現資料，早在 1994 年 Cavanagh 和 Ulbrecht 就利用 8 個糖

尿病個案來比較各種足底壓力量測工具、介紹足底壓力如何運用以及數據分析方法，並提到利用足底

壓力評估步態時，要將足底作分區，如此能節省資料處理技術與時間，研究結果也較容易解讀(Cavanagh 

& Ulbrecht, 1994)。後來的研究像是以冰凍皮膚的方式模擬在喪失足底感知能力，並將足底分為 7 區來

觀察冰凍後的足壓表現(Nurse & Nigg, 2001)；將足底分為 9 區，試圖找出踝關節不穩定患者的步態反

映在足底壓力上的特徵(Schmidt, Sauer, Lee, Saliba, & Hertel, 2011)；將足底分為 8 區來研究低足弓受

試者的足底壓力分布與正常足弓是否有差異(Chuckpaiwong, Nunley, Mall, & Queen, 2008)；將足底分為

10 區(Teyhen et al., 2009)、將內側足底分為 4 區(Jonely, Brismée, Sizer, & James, 2011)，試圖尋找動態足

壓參數與靜態足弓內外旋類型的關聯。這些研究都是將足底分區討論的例子，可見足底壓力主要受特

定少數位置所影響，相對地，有許多位置的足壓表現幾乎對於研究目的來說無足輕重，因此近年來開

始出現了簡化的少量感測元件無線式鞋內足壓系統。 

無線式鞋內足壓系統，內部配置感測元件最少只有 2 個，最多不超過 13 個，感測器的數量縮減至

十分之一，如此能大幅減少處理的數據量，不僅讓資料能以無線方式快速傳輸、降低資料處理的時間

與硬體成本，同時無線器材也解放傳輸線材對使用者在運動時造成的動作限制，大幅提升靈活性。無

線式鞋內足壓系統的應用範圍和有線式大致相同，涵蓋日常及負重的步態偵測、足弓型態與內外旋辨

識以及運動偵測等。大多數發表於學術期刊的研究是自製無線足壓產品的信效度檢驗結果，效度的衡

量校標多為足壓板、測力板或較具指標性的有線式足壓系統(如 Novel 公司的 Pedar-X system、Rscan 公

司的 Footscan pressure insole 與 TekScan 公司的 F-scan in-shoe pressure system 等)。(Castro et al., 2014)

研究的是將 8 個感測元件黏貼在一般鞋墊上，並以有線式系統做為效標做信效度驗證；另一篇 2016 年

的研究則是將 9 個感測元件黏貼在足底，比較兩種貼法預測步態動力學參數的信效度(Laetitia Claverie, 

Anne Ille, & Pierre Moret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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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中，少量感測元件量測步態動力學參數主要是針對正常足弓去選擇擺放的方式，卻沒有

去探討感測元件擺放的位置對於不同足弓型態(例如：低足弓)在量測上是否有影響，因此本研究欲探討

少量感測元件擺放位置對於正常足弓與扁平足步態動力學參數預測之間的關係。 

三、 方法與步驟 

研究對象 

本實驗招募 27 名受試者(正常足弓:15 低足弓:12 名)，受試者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所有受試者均

需透過「受試者須知」了解本實驗目的、過程、以及施測方法。利用三種指標來判定是否扁平足，分別

是足部姿勢指數(foot posture index, FPI)、足弓指數(arch index, AI) 和舟狀骨指數(normalized navicular 

height truncated, NNHT)，三種判斷扁平足的指標是參考過去文獻經常使用且在臨床上具有可靠性之作

法(Buldt et al., 2018; Fernández-Seguín et al., 2014; Mootanah et al., 2013)。排除條件:上下肢接受過開刀、

六個月內有上下肢神經、肌肉骨骼損傷者。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n=27)  

 年紀(歲)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正常足弓 24.6 ± 3.7 173.1 ± 6.8 68.5 ± 7.8 

低足弓 21.8 ± 3 170.6 ± 8.1 68.4 ± 15.5 

 

FPI 是一種以各種視覺面向去觀察足部的方式，其中包括 6 項評估，分別為距骨頭觸診(talar head 

palpation)、外踝上方和下方曲線(curves above and below the lateral malleoli)、跟骨在額狀面之位置(frontal plane 

alignment of the calcaneus)、距舟關節突出(prominence in the region of the talonavicular joint)、內側縱弓的高

度和一致性(height and congruence of the medial longitudinal arch) 以及前足相對後足之位置(abduction / 

adduction of the forefoot on the rearfoot) (Redmond, Crane, & Menz, 2008)。以輕鬆的雙足站立狀態下，對上述

測量值中以負 2 至正 2 之間進行評分，並將所有測量值加總後大於 8 即達到扁平足之標準(Evans, Copper, 

Scharfbillig, Scutter, & Williams, 2003)。 

AI 為在輕鬆的雙足站立狀態下，將足底分為三個等長的區域，分別為後足、中足以及前足，並將中足

的面積除以足底面積得到測量值，高足弓為 AI≦0.21；正常足弓為 0.21<AI<0.26；低足弓 AI≧

0.26(Cavanagh & Rodgers, 1987)。 

 
圖 1 Arch Index 計算示意圖 

 

NNHT 為在自然雙足站立姿勢時，標記出舟狀骨的突出點，並測量地面到突出點之高度。接著量

測足部後側至第一蹠趾關節的距離作為用來標準化的腳長，並將地面至突出點的高度除以腳長得到評

估值，當評估值＜0.22 即達到扁平足之標準(Evans, Copper, Scharfbillig, Scutter, & William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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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Normalised Navicular Height Truncated 計算示意圖 

 

 

表二、受試者足弓參數 (n=12) 

FPI AI NNHT 

9.3 ± 1.2 0.35 ± 0.03  0.17 ± 0.02  

 

儀器設備 

鞋內式的足壓系統(Pedar-X System , Novel gmbh, DE)，可置入鞋內直接量測人體步態中之壓力值

及其他相關參數。每隻鞋墊包含 99 個壓力感測元件，數據可以連線至電腦軟體進行操作與即時顯示，

擷取頻率設定為 100 Hz。 

 
圖 3 Pedar-X System 的足壓鞋墊 

 

圖 4 Pedar-X System 配戴示意圖 

 

慢跑鞋：為避免不同鞋具材質影響實驗結果，因此所有受試者統一穿著相同款式之慢跑鞋進行實

驗 (Nike Free 5.0, US)(鞋子尺寸: 23cm、27cm、29cm)(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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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實驗用慢跑鞋 

 

實驗設計 

本年度以正常足弓及低足弓為對象，觀察少量感測元件擺放位置對於垂直地面反作用力(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vGRF)及足底壓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 CoP)之預測能力之間的關係，詳細實驗

流程如下圖： 

 

 
 

資料處理 

本實驗以 Pedar-X-System 收取之原始數據為 99 個感測器的資料，以第一年研究成果顯示，7 至

11 壓力感測元件以達穩定，因此透過 11 個感測元件作為基準再透過特定解剖學位置之感測元件配置。

特定解剖學位置參考：足弓型態差異出現位置，配置位置如圖 6 所示。 

前置作業

•說明實驗目的與流程

•填寫受試者同意書

•架設與校正實驗儀器

暖身
•以慢跑暖身

資料收集
•受試者自選舒服速度進行慢走/快走/慢跑/快跑(動作順序採平衡次序法)

資料分析
•計算少量感測元件擺放位置與校標之間的相關性和誤差



 6 

 

圖 6 低足弓特定解剖學配置示意圖 

 

確認感測元件擺放位置後，進入數據的分析處理。首先將經由 Pedar-X 系統所收取到的資料進行

整理，並代入公式算出各種擺放位置下所量測的 vGRF(公式 (1))和 X 軸和 Y 軸的足底壓力中心

(CoP)，計算公式為(2)和(3)，其中 X 軸指的是內外側方向(ML 方向)，Y 軸指的是前後測方向(AP 方

向)。 

𝑣𝐺𝑅𝐹 = ∑ 𝑃𝑖 ∙ 𝐴   
𝑛

𝑖=1
                               (1) 

𝐶𝑜𝑃𝑥 =
∑ 𝑥𝑖 ∙ 𝑣𝐺𝑅𝐹𝑖

𝑛
𝑖=1

𝑣𝐺𝑅𝐹
                                (2) 

𝐶𝑜𝑃𝑦 =
∑ 𝑦𝑖 ∙ 𝑣𝐺𝑅𝐹𝑖

𝑛
𝑖=1

𝑣𝐺𝑅𝐹
                                (3) 

 

計算出不同數量的 CoP 後再計算跟校標之間的方均根誤差(公式(4))和斯皮爾曼相關係數。 

𝑅𝑀𝑆𝐸 = √
∑ (𝐶𝑜𝑃𝜃𝑖 − 𝐶𝑜𝑃𝛷𝑖)2𝑁

𝑖=1

𝑁
                       (4) 

四、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足底壓力中心 

不同足弓型態下，特定解剖學位置之感測元件配置與校標所得 CoP 移動軌跡之 RMSE，如表三。

CoP 分析兩個軸向，分別為內外軸(Medial-Lateral, ML)及前後軸(Anterior-Posterior, AP)。不同足弓型

態在各個速度下，不論 ML 或 AP 軸向的 RMSE，跑步時相對低於走路。 

 

表三、不同足弓型態與校標 CoP 移動軌跡之 RMSE(mm) 

  正常足弓 低足弓 

走 
ML 19.18 6.78 

AP 26.34 21.09 

慢跑 
ML 12.18 6.16 

AP 18.88 17.01 

快跑 
ML 12.30 5.85 

AP 19.92 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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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足弓型態在各個速度下，量測 CoP 的 ML 方向(內外側方向)誤差如圖 7 所示，正常足弓在

ML 方向的 RMSE 落在 12.18 至 19.18 mm，低足弓則落在 5.85 至 6.7 8mm 的範圍內。不論正常足弓

或低足弓，RMSE 會隨隨著速度的上升而下降。 

 

圖 7 不同足弓型態與校標 CoP_ML 方向之 RMSE 關係圖 

 

不同足弓型態在各個速度下，量測 CoP 的 AP 方向(前後側方向)誤差如圖 8 所示，正常足弓在 AP

方向的 RMSE 落在 19.92 至 26.34 mm，低足弓則落在 16.94 至 21.09 mm 的範圍內。不論正常足弓或

低足弓，RMSE 會隨隨著速度的上升而下降。 

 

圖 8 不同足弓型態與校標 CoP_AP 方向之 RMSE 關係圖 

 

CoP 之相關性結果顯示，不同足弓型態在各個速度下，CoP 的 ML 和 AP 方向之相關性皆與校標

達到高度的顯著相關(p <.05)，相關係數落在 0.894 至 0.989，如表四。 

 

表四、不同足弓型態與校標之 CoP 相關性 

  正常足弓 低足弓 

走 ML 0.951 0.9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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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0.989 0.954 

慢跑 
ML 0.894 0.917 

AP 0.968 0.954 

快跑 
ML 0.919 0.900 

AP 0.985 0.947 

 

不同足弓型態在各個速度下，量測 CoP 的 ML 方向相關係數如圖 9 所示，正常足弓的相關性落在

0.894 至 0.951，低足弓則落在 0.9 至 0.92 的範圍內。 

 

 
圖 9 不同足弓型態與校標 CoP_ML 方向之斯皮爾曼相關係數關係圖 

 

不同足弓型態在各個速度下，量測 CoP 的 AP 方向相關係數如圖 10 所示，正常足弓的相關性落

在 0.968 至 0.989，低足弓則落在 0.947 至 0.954 的範圍內。 

 
圖 10 不同足弓型態與校標 CoP_AP 方向之斯皮爾曼相關係數圖 

 

CoP 量測準確度於不同足弓型態的 ML、AP 方向之間的差異 

結果可以觀察到，不管是走路還是跑步；ML 方向還是 AP 方向，量測準確性在速度較快時趨於

平緩。可能原因為 CoP 在走路時與跑步軌跡有所差異。CoP 行進的方向，如圖 11 所示：觸地時，

CoP 從腳跟外側切入，沿著足弓往大拇指方向離開。因此受試者在不同著地策略下能有微小差異，但

結合量測結果達到高度相關的現象，可以說對於在正常足弓和低足弓時量測 CoP 而言，由此特定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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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置之感測元件配置與校標達到高度相關，因此僅需要 11 個感測器即可提供良好的量測。 

 

圖 11 走路與跑步的 CoP 軌跡圖 

 

 

圖 12 不同足弓型態在走路與跑步的 CoP 軌跡圖 

 

CoP 量測準確度於 ML、AP 方向之間的差異 

不管是走路還是跑步，AP 方向的 RMSE 均大於 ML 方向，但是 AP 方向的相關性也會大於 ML

方向，這種誤差相對大、相關性卻相對高的現象可能有兩種解釋的原因。 (一) 腳本身的長度在 AP

方向就比較長，所以絕對誤差較大。 (二) 跑步時的軌跡很穩定的從腳後跟往前移動，相比之下，ML

方向 CoP 可能有比較多的內外變動，因此較小軌跡變異性使 AP 方向的相關性較高。 

 

(二) 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根據數據顯示，利用特定解剖學位置之感測元件配置的足壓系統量測 vGRF 時，正常足弓及低足

弓都達到 0.95 以上之相關性。從圖 6，可看出前足配置的感測元件數量大於後足，與 Claverie 等人在

2016 年研究有相同的結果。他們將足底分為 9 個區域，並發現前足區域放置較多的感測元件可以提

升與黃金標準 vGRF 之相關性 (Claverie, Ille, & Moretto, 2016)。 

在不同速度下，研究結果發現，低足弓族群在快跑的動作形態中，vGRF 相關性較走路來得高。因

低足弓在速度較快情況下，像是大拇指、第二蹠趾關節有較高的負荷力和力量時間積分較小 (Hillstrom 

et al., 2013; Rao et al., 2011; Chuck paiwong, Nunley, Mall, & Queen, 2008; Han, Koo, Jung, Kim, &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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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當速度提升時，足底所承受的地面反作用力也會隨之提升，可能使上述提到扁平足壓力特徵的

位置產生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因此提升了與校標 vGRF 的相關性。 

 

圖 13 不同足弓型態在走路與跑步的 vGRF 之斯皮爾曼相關係數圖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並沒其他運動型態(如下樓梯或跳躍動作)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改變實驗的結果，因此這部分

可能是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 

 

五、 結論 

特定解剖學位置之感測元件配置的足壓系統即足夠獲得良好的測量結果，未來可以再探討不同足

部型態使用此配置在其他用運動型態項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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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107 年 10 月 25 日 

報告人 

姓名 

相子元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台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教授 

    時間 

會議 

    地點 

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0 日 

 

韓國 濟州(Jeju)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MOST 

104-2410-H-003-045-MY3 

MOST 

107-2410-H-003-113-MY2 

會議 

名稱 

 (中文) 第 7 屆亞洲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 

 (英文) The 7th Asian Society of Sport Biomechanics 

 

壹、參訪經過 

本人此行主要目的為參與第7屆亞洲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7th Asian Society 

of Sport Biomechanics)，會議時間從2018年10月18日至10月20日，共計3日，地

點在韓國濟州(Jeju)；本會議是以運動生物力學為主的研討會，因歷史悠久、應

用層面廣大，算是該領域重要之國際研討會，來參與的學者來自亞洲各地，包

含中國、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泰國..等，研討會內容也不單單只限於技

術分析研究，更包含許多穿戴科技及訓練等應用方面，例如Keynote Speech，

主題為Wearable technologies in sport-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lateral 

innovation就是一場非常應用的穿戴科技演講，主講者為澳大利亞斯威本理工大

學的Franz Konstantin Fuss教授，強調將研究的成果轉成應用層面上，將學術

研究轉譯成應用成果，這也應該是台灣運動科學領域應該要發展的方向。所有

Session的種類共有3種，學術成果的發表大致可以分為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 (圖1)、海報發表(Free Communication/Poster) (圖2)、及口頭發表(Free 

Communication/Slide)三種 (圖2)。 

本人在這次研討會參與發表了一篇有關新訓練器材研發的研究，在 10 月 19

日下午發表的海報“The muscle activation of biceps using dynamic moment of 

inertia resistance”，發表過程順利，問題討論的時間也很熱烈，亦有其他國家的

學者對此題目非常有興趣，大部份的學者對於我們的研究成果都表示認同以及

有所收獲，並相互留下資訊以做為日後交流之依據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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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主題演講 

 

圖 2.口頭與海報發表 

 

圖 3.本人發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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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會心得 

    此行最大的收獲當然還是將自己所做的研究成果與參加會議的各國學者專

家分享，並互相交換意見，增進學術交流。另外，讓來自其他國家的學者了解

臺灣的運動科學學術及應用的現況與發展有所認識。目前運動科學的研究範圍

非常廣泛，在發表過程中，討論非常熱烈，顯示我們在這方面研究受到的重視，

除了自己的論文發表之外，在與會期間聆聽的學術發表以及參與討論的過程

中，得到很大的收獲。不僅對運動科學與生物力學領域有更閎觀的視野，同時

也學習到各國學者在研究設計、論文寫作以及發表技巧等方面的優點；尤其是

能藉此機會瞭解目前亞洲運動生物力學的研究方向，以及與來自世界其他國家

的學者專家們交換研究心得，真是受益匪淺。希望能藉由參加此類型國際研討

會，並不斷地與國際間的學者保持聯繫，為國際及國內運動生物力學的發展盡

一份心力。 

 

參、建議 

亞洲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是亞洲地區上知名的學術會議，無論在參與國

家、參與人數及研究發表的品質都有一定的水準；其中將力學與不同領域結合

這個議題也已推行多年，也是目前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綜觀本次研討會上的

各國發表論文，可以發現目前國際的力學研究，朝向更廣泛的科技應用、各學

術領域間之整合與合作、更實務應用導向，因此建議國內體育運動的相關單位

應對運動科學與力學領域更加重視，並多鼓勵學者從事研究以及多參與國際性

的學術會議，以提升我國運動科學學術水準。 

 

肆、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議程 

2) 參展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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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會議議程 

DATE TIME CONTENTS LOCATION 

18  

Oct 

10:00 ~ 15:30 Registration Hotel Lobby 

15:30 ~ 16:00 Opening ceremony Orum Hall (B1) 

16:00 ~ 17:00 Keynote Speech I, II Orum Hall (B1) 

17:00 ~ 17:15 Coffee Break   

17:15 ~ 18:30 
Oral Presentation A 

Sports Performance I 

Oral Presentation B 

Gait & Running 

Oral Presentation A: Ollae Hall (1F) 

Oral Presentation B: Orum Hall (B1) 

18:30 ~ 19:00 Break   

19:00 ~ Welcome Reception Orum Hall (B1) 

19 

Oct 

08:30 ~ 10:00 Keynote Speech III, IV, V Orum Hall (B1) 

10:00 ~ 10:15 Coffee Break   

10:15~ 11:30 
Oral Presentation C Oral Presentation D Oral Presentation C: Ollae Hall (1F) 

Sports Performance II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ral Presentation D: Orum Hall (B1) 

11:30 ~13:30 Lunch   

13:30 ~ 14:30 Poster Presentation & Exhibition Orum Hall (B1) 

14:30 ~ 15:30 Keynote Speech VI, VII Orum Hall (B1) 

15:30 ~ 15:45 Coffee Break   

15:45 ~ 17:00 
Oral Presentation E Oral Presentation F Oral Presentation E: Ollae Hall (1F) 

Sports Performance III Sports Equipment Oral Presentation F: Orum Hall (B1 

17:00 ~ 17:30 Coffee Break (*KSSB assembly meeting) Orum Hall (B1) 

17:30 ~ 18:00 ASSB Committee Meeting Orum Hall (B1) 

18:00 ~ Conference Banquet Orum Hall (B1) 

20 

Oct 

09:00 ~ 10:15 

Oral Presentation G Oral Presentation H Oral Presentation G: Ollae Hall (1F) 

Rehabilitation Neuromuscular Mechanics Oral Presentation H: Orum Hall (B1) 

10:15 ~ 10:30 Coffee Break   

10:30 ~ 11:00 Closing Ceremony Orum Hall (B1) 

 



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108 年 9 月 19 日 

報告人 

姓名 

相子元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台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地點 

2019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4 日 

美國俄亥俄州、加拿大卡加利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MOST107－2410－H

－003－113－MY2 

會議 

名稱 

 (中文)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研討會  國際生物力學學會研討會 

鞋類生物力學研討會 

 (英文) Conference of ISBS, ISB 

Footwear Biomechanics Symposium 

 

壹、參訪經過 

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北美洲連續舉辦 3 個生物力學相關之國際學術會議，依序為

7/21-7/25 為期五天的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mechanics in Sport, ISBS) ，由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 (University of 

Miami, Oxford, Ohio, USA)主辦，7/28-7/30 為期三天的鞋類生物力學研討會

(Footwear Biomechanics Symposium)，由加拿大的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主辦，及 7/31 到 8/4 為期五天的國際生物力學學會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mechanics, ISB)，也是由卡加利大學主辦，連續參與

同區域同領域之學術會議，不僅可節省交通往返之時間與經費，也更容易觀察到國

際在此領域之研究趨勢，以下針對 3 個學術會議之內容及觀察到的趨勢分別說明。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研討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mechanics in Sport, 

ISBS)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生物力學與實際運動場域的對談、結合與應用，在第一

天的 Keynote 中，來自卡加利大學的 Dr. Walter Herzog 講述了他們團隊在研究有

關肌肉力量、方向與協同作用在運動中的影響。主要以腳踏車和滑雪的例子來說

明。其中，肌肉力量主要會受到收縮長度和速度的影響，而對於每個運動而言，都

會有其產生力量的最佳收縮長度和速度。以腳踏車來說，當負荷提高時，最佳長度

會縮短；而對於滑雪而言，雪杖的長度會影響產生力的最佳速度，當雪杖越長時，

需要的效率會提高、攝氧量會下降，這也是為甚麼在滑雪比賽中會限定雪杖的長

度。在肌肉力量方向這部分，以腳踏車為例，從純粹機械的角度來看，踩踏力量最

好垂直踏板，這樣最不會有浪費力量的情況，不過實際踩踏時，踩踏的垂直力分

量，也就是踩踏的有效分量，卻並不是在 90 度的情況發生，而這個現象可以結合

協同作用來說明，因為如果要一直維持力量與踏板垂直，需要不斷改變協同肌群，

改變的速度超過人體能負荷的速度，因此產生的力量反而不如使用其他角度但不改

變協同肌群來的大。而這些研究都是以提高運動表現為前提的方向去發展，切合運

動科學的核心價值—幫助運動員提高表現。 

 
不管是口頭或者是海報，有一個主題在此次的 ISBS 會議中頻繁出現，許多研究試



圖尋找能以運動學的數據推估動力學參數的方法。最主要的關鍵因素就是因為 IMU

硬體的發展，致使運動學資訊的取得變得非常容易，能貼近收集日常訓練甚至是比

賽的資訊，大大提高了即時監控的可行性。在海報跟口頭發表中，至少有三篇海報

和五篇口頭是使用走路或跑步的運動學參數來估算地面反作用力，使用的 IMU 數量

從 3 個到 7 個不等，數據處理的方法有傳統的力學推算以及新穎的 AI 神經網路計

算。整理了目前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矢狀面的地面反作用力及關節力矩已經

能獲得量好的準確度。其他平面，尤其是水平面，使用運動學推動力學參數的準確

性上大大不足，且變異性高，推估的結果十分不穩定。不過，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是

應用領域的一大福音，因矢狀面的動力學參數應用性高，甚至這樣的推估結果在未

來還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如果之後真的能發展出輕薄短小、可隨身攜帶且信效度

又高的即時監控系統，相信在科學化訓練上也會有突破性的進展。 

 

 
 

從此次的 ISBS 中可以發現，這股由 IMU 的演進帶動的研究風潮尚在發展，而已經

發展的項目中較完整的，都是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及資源的研究團隊，或許可以令我

們深思自己的定位，因為研究硬體我們不如工學院團隊，應用於運動又沒有深耕的

環境，未來該朝向哪種方向前進是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 

 
鞋類生物力學研討會(Footwear Biomechanics Symposium)與會人員不僅限於學術

界，還包含眾多鞋類業界的菁英研究人員，短短三天的研討會主題十分明確，集中

在生物力學領域中與鞋類相關的探討。探討的主題大致可以分為五大類：穿戴式裝

置、極簡鞋、負荷與傷害、運動表現、舒適度，從這五大方向探討生物力學應用於

鞋類科技的各種問題。 

 

 



研討會由穿戴式裝置的討論拉開序幕，許多口頭報告都著重在 IMU 或足壓鞋墊與鞋

子的結合，有人試圖藉由前後足的地面反作用力比來推算觸地時的角度，也有人試

圖以 8 個 IMU 來推算在橫向跳躍時的地面反作用力，共通點是藉由簡單的穿戴裝置

結合機器學習的方式來獲取更進一步的跑步參數。從發表的數量來看，這種結合方

式反映了時下的研究趨勢。 

 
而極簡鞋的討論也是另外一個較熱門的議題，此議題的研究範圍大致著重在比較一

般鞋、極簡鞋以及赤腳造成的影響。有些研究從赤腳著手，因為極簡鞋是為了創造

仿赤腳的狀態，因此有研究觀察習慣穿鞋跟習慣赤腳的族群，在腳型和足壓分佈上

的差異，這樣的研究有助於找到鞋子設計對足壓分佈的影響因素。也有研究的切入

角度是在日常生活中穿極簡鞋對足部力量的影響，結果發現即使不做特別的訓練，

極簡鞋也可以讓腳趾的力量增強。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不論在學術或是應用層

面上，極簡鞋雖然存在一些爭議但仍是一個值得談討的議題。 

 
在負荷與傷害相關的討論中，主要討論的影響因素是鞋類的剛性，例如比較不同剛

性的釘鞋對於運動員做快速側移的影響，發現有踝關節受傷史的運動員使用剛性較

小的釘鞋可以降低踝關節內翻的程度。也有研究發現剛性較好的鞋子並不會增加阿

基里斯腱的傷害風眼，另外一個研究發現鞋子的剛性會影響到肌肉的受損程度和疲

勞累積。從這些研究可以歸納出負荷跟傷害與鞋子的剛性息息相關。 

 
提及跑步表現，來自科羅拉多大學的 Rodger Kram 在他精彩的受邀演講中提出了

鞋類影響跑步經濟性的三大要素：質量、緩衝與剛性。質量當然是越輕越好，但赤

腳卻不是跑步經濟性最好的，原因來自於緩衝消耗(cost of cushion)，因為鞋子可以

吸收觸地時的衝擊，實驗的結果為鞋子的彈性有助於減少緩衝消耗。至於剛性，研

究的結果呈現 U 形曲線，剛性既不能太強也不能太弱，有一個最佳的區間。從這個

演講中我發現，講者在講台上能夠自信地侃侃而談，源自於強而有力的數據支持，

看似簡單直觀的三要素，背後需要的是龐大而嚴謹的研究結果來支持，我認為這是

非常值得學習的態度。此外，從繁雜的研究結果中提純出簡單直觀的結論，是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在討論鞋子的舒適度時，中底與鞋墊的剛性和彈性是主要討論的因素，有研究發現

在中底的外側前腳掌加固時，對於舒適度和減少膝蓋負荷有幫助，也有研究發現中

底的剛性會影響舒適度及疲勞時的跑步表現。不過探討舒適度的時候常會碰到個體

差異性的問題，顯示這類議題還有許多尚未發現的影響因素。 

 
國際生物力學學會研討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mechanics, ISB)與會人數多

達兩千多人，是在生物力學的領域非常大型的國際研討會。在本次研討會中有三個

議題較為熱烈討論，分別是穿戴式科技在實際場域的應用、骨科生物力學以及肌肉

骨骼模擬模型的建立。 

 
穿戴式科技提供了突破實驗室場域設計的可能，因此一直是熱門的研究議題，但從

這次研討會的發表中可以看到穿戴科技的發展困境，許多的學者都提到，穿戴裝置



要實際在生活中幫助監控病人或運動員還有一段很大的落差。目前可能可以用於生

活中的穿戴裝置有：IMU、RFID(條碼)、足壓鞋墊、距離感測器(聲納)、GPS 等，

這些設備用於實驗室環境時，都能有不錯的預測準確性，但當這些設備要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第一個碰到的就是 “準確性”的判定，在實驗室環境下可以使用動作追蹤

系統、力板步道等儀器用來當校標，在實際場域中無比對的校標，所以難以判斷預

測的準確性。接著會碰到的問題就是長時間收取的環境干擾，如果只是幾個小時在

實驗室中收取的資料，變異性不大，但如果想要達到時時刻刻監控，環境和受試者

本身的干擾會大到無法從中擷取有用的資料，這是穿戴科技的應用目前最主要的障

礙。針對這樣的困境，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以穿戴裝置結合機器學習或神經網路

或許是可行的解套方式，因為要從海量的數據中挑選出有意義的特徵，已經遠超過

傳統力學能處理的範疇。本次會議中也有許多的研究機器學習結合多種穿戴裝置如

IMU、足壓鞋墊和距離感測器，並且嘗試用於現實生活中，但這個理想的概念要能

實際的實行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 

 
骨科生物力學，尤其強調骨關節炎的步態特徵和影響因素，在各種情況如走路、跑

步、上下坡等情境下，骨關節炎對患者造成的影響，以及骨關節炎患者在各種運動

學和動力學參數上的差異等。而肌肉骨骼模擬模型的建立佔本次會議很大的比例，

例如能量消耗、軟組織的負荷、關節的磨損等，希望藉由模擬的方式來量化許多難

以直接量測的負荷。例如用於腳踏車領域，希望在推算能量消耗時，可以擺脫攝氧

量的儀器限制，因此使用肌肉骨骼系統的模擬來推算能量消耗；或是使用模型模擬

膝關節的軟組織負荷，希望可以找到調整騎乘姿勢的最佳方案；也有人試圖建立走

路的髖關節負荷，希望可以用來找到髖關節病變的原因，或是找到跑步時脛骨的負

荷，以觀察跑步傷害的影響因素。但是似乎在模擬的模型建立上沒有一個確定的共

識，每個人挑選的變數都不同，切入的理論角度也不一樣，看起來是一個發展中的

領域。 

 

 
 
整體來看，整個 ISB 以醫工領域居多，許多的研究目的都是希望可以監控老人或是

病人的負荷，或是觀察某些病理性現象的成因，用於運動領域的研究相對較少。即

便如此，穿戴式科技仍是十分熱門的議題，並且趨於跨領域合作，而電腦模擬也是

另一大宗研究主力，源自於現階段儀器的限制而發展出的解決方案。但無論是穿戴

科技還是電腦模擬，可以整合成一句話，那就是 “科學家們正努力地在走出實驗

室”，我們是否要加入研究這件事的行列，或是要再跳脫到下一階段，事先構想如何



應用，或是以某一個應用為目標來發展硬體？我認為是一件值得深思，並需盡快付

諸行動的事情。 

 

貳、與會心得 
    此行最大的收獲當然還是將自己所做的研究成果與參加會議的各國學者專家分

享，並互相交換意見，增進學術交流。另外，讓來自其他國家的學者了解臺灣的運動

科學學術及應用的現況與發展有所認識。目前運動科學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在發表

過程中，討論非常熱烈，顯示我們在這方面研究受到的重視，除了自己的論文發表之

外，在與會期間聆聽的學術發表以及參與討論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的收獲。不僅對運

動科學與生物力學領域有更閎觀的視野，同時也學習到各國學者在研究設計、論文寫

作以及發表技巧等方面的優點；尤其是能藉此機會瞭解目前國際運動科學與生物力

學的研究方向，以及與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專家們交換研究心得，真是受益匪淺。

希望能藉由參加此類型國際研討會，並不斷地與國際間的學者保持聯繫，為國際及國

內運動科學與生物力學的發展盡一份心力。 

 
參、建議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研討會、鞋類生物力學研討會、及國際生物力學學會研

討會，都是國際上知名的學術會議，無論在參與國家、參與人數及研究發表的品質都

有一定的水準；其中“科學家走出實驗室”這個議題已推行多年，也是目前研究的一個

重要趨勢；綜觀本次研討會上的各國發表論文，可以發現目前國際運動科學與生物力

學的研究，朝向更廣泛的科技應用、各學術領域間之整合與合作、更實務應用導向，

因此建議國內相關單位應對運動科學與生物力學領域更加重視，並多鼓勵學者從事

研究以及多參與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以提升我國運動科學與生物力學學術水準。 

 

肆、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議程：包括 3 個生物力學相關之國際學術會議的會議程序。 

2) 會議發表的論文集及摘要檔案：包括所有的學術會議及全部發表摘要。 

3) 參展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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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足弓，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扁平足，在運動過程中的足底
壓力特徵特殊。有研究表明，扁平足患者發生下肢過度使
用傷害的風險較高，其中包括蹠骨骨折 (metatarsal
stress fractures)、髂脛束症候群(iliotibial band
syndrome)以及髕骨疼痛症候群骨疼痛症候群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多數量測扁平足的步
態參數是利用足底壓力板量測，然而足底壓力板在使用上
會受到場地限制且硬體成本昂貴，且只在特定環境才能使
用。若能利用少量感測元件可提供運動預防及監控的重要



監測數據。除了提供臨床上的預判，並且能作為運動監控
，能給予科學化的運動建議，預防運動傷害發生，對未來
具有實質的應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