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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大專劍道選手之運動傷害現況、處理及治療情形，

並分析其相互間之關聯性。研究對像為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97 年度劍道錦

標賽之參賽選手共 441 人，以「劍道選手運動傷害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



具，採方便取樣收集樣本，獲得有效問卷共 175 份，並以描述性統計之次

數分配、百分比等，呈現研究樣本各變項之分佈情形；推論性統計之卡

方檢定，瞭解各變項之間的關聯性（α＝.05）；及 kappa 統計量進行前後

尋醫對像之一致性分析。經分析發現如下： 一、運動傷害情況 劍道運動

和籃球、排球、桌球、網球、舉重、跆拳道等運動項目相同，練習時受

傷的機會較比賽多。但受傷部位因各運動項目之運動型態不同而有明顯

差異，本研究發現劍道運動以腳掌（佔 16%）受傷最多見，其次是手肘

（佔 15.4%）。受傷類型主要為瘀青（佔 30.5%）。造成傷害的動作主要

為擊手（佔 26.5%）。 再者，劍道運動的受傷類型和受傷部位、受傷動作

有關，如手臂、手肘因擊手與擊腹動作而造成瘀青；手掌、腳掌因擺振

而起水泡；擊面動作易使腳掌震傷等。 二、受傷處理情形 本研究亦發

現，劍道選手會根據受傷類型的嚴重程度而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如受

傷為瘀青、水泡及震傷者大多不予理會，而扭傷與拉傷者則會採冰敷處

理。此外，疼痛情況與受傷類型、受傷處理及是否持續治療有關，如受

試者對於瘀青、水泡等傷害，通常不予理會及治療，亦不會有疼痛感產

生；但對於震傷、扭傷及拉傷等傷害，會採冰敷處理或就醫。 三、尋醫

對像 尋醫對象與受傷部位、受傷類型、處理情形、疼痛情況及恢復時間

有關，如手臂與手肘瘀青時，大多不予理會；手掌或腳掌生水泡時，會

採取自療；而腳踝扭傷時，會找中醫治療。此外，受傷後採冰敷或按摩

者，可能因傷勢不嚴重，多數以自療處理，且受傷後的恢復時間亦較

短。最後，無論尋醫對像為何，多數的受試者皆能接受自己所選擇尋醫

對象的醫療效果。 基於上述，本研究發現劍道運動產生的受傷類型明顯

較其他運動項目輕微。但研究發現，受傷最常發生在練習時，且手腳大

部份有二次傷害的經驗，針對多數大專劍道選手組成來自社團，建議學

校單位應提供經費，鼓勵並協助各運動性社團幹部邀請專業人員進行講

座，教導教練及選手正確觀念，落實訓練日誌的紀錄。並邀請校內醫護

人員協助傷後復訓的評估，避免選手帶傷上陣的風險等。此外，建議從

事者在訓練時能兼顧攻擊與防守的鍛鍊、思考訓練的替代方案、重視防

守訓練，減少因防守不當或真人標靶造成無法避免的傷害。 

摘要

(英)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terrelations of sport injuries、their treatment and healing 

among kendo players in Taiwan colleges. One hundred seventy five valid 

g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total of 441 who entered the semi-finals in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kendo game in year of 2008.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in terms of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among variables. Inferential statistical techniques such as chi-square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among variables、and the kappa statistics 

was used to test the consistency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Situation of sport injury Injuries happened most frequently when during 

practice. The major injury happened mostly in the sole of the foot (16%)、followed 

by elbows(15.4%). The major type of injury was bruise (30.5%). The action that 

caused the majority of injuries was kote(hit gloves) (26.5%). In addition、the types 

of injury among kendo players are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of injury and injury-

causing actions. For instance、bruises in arm and elbow usually were caused by 

kote(hit gloves) and do(hit trunk protector); blisters in hands and the sole of the foot 



caused by shiburi(brandish sword); and contusion in the sole of foot caused by 

men(hit the top of the head). 2)Treatment of injurie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kendo players took different treatments according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ir 

injuries. No treatment was given to bruises、blisters and contusion. Ice packing 

was applied to sprains and strains. The seriousness of pain was related to the type of 

injury、treatment of injury and continuity of treatment. For instance、bruises、

blisters were not attended or treated、as they caused less pain. Yet、contusion、

sprain and strain were treated with ice、or medical care by doctors. 3)Use of 

medication The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he use of med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njury locations、type of injuries、treatment、seriousness of pain、and recovery 

time length. No treatment was given to bruises in arms or elbows. Self-help was 

chosen for blisters in sole of the foot or hands. Chinese medication was used for 

sprains in the foot. Moreover、injuries that were applied ice treatment or massages 

were those that were not serious. In these situations、the players awaited self-

recover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inally、most player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outcomes of the medications they chose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previous 

findings、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jury types produced by kendo were milder than 

other sports. However、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injuries 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during practice、and both of upper and lower extremities had highly experienced of 

repeated injury.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colleges could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encourage and facilitate sports club leaders to invite 

professionals to give lectures in order to give coaches and players a correct 

guidance、and invite school medical staff to facilitate after-injury training 

evaluation to players. In addi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lay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both offense and defense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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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頁數 
69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8  

資料

建置

時間 

2009/7/1 

轉檔

日期 
2009/07/06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6085218 2009.7.1 17:54 140.136.120.53 new 01 496085218 2009.7.1 17:55 

140.136.120.53 new 02 496085218 2009.7.1 17:55 140.136.120.53 new 03 

496085218 2009.7.1 17:56 140.136.120.53 new 04 496085218 2009.7.1 17:56 

140.136.120.53 new 05 496085218 2009.7.1 17:56 140.136.120.53 new 06 

496085218 2009.7.1 17:56 140.136.120.53 new 07 

異動

記錄 

C 496085218 Y2009.M7.D1 18:02 140.136.120.53 M 496085218 Y2009.M7.D1 

18:02 140.136.120.53 M 496085218 Y2009.M7.D1 18:02 140.136.120.53 M 

496085218 Y2009.M7.D1 18:03 140.136.120.53 M 496085218 Y2009.M7.D1 

18:04 140.136.120.53 M 496085218 Y2009.M7.D1 18:05 140.136.120.53 M 

phed3282 Y2009.M7.D1 18:05 140.136.120.53 M 496085218 Y2009.M7.D1 21:25 

61.229.185.5 M 496085218 Y2009.M7.D1 21:27 61.229.185.5 M 496085218 

Y2009.M7.D1 22:51 61.229.185.5 M 496085218 Y2009.M7.D2 19:27 

61.229.178.240 M 496085218 Y2009.M7.D6 10:13 140.136.208.112 M phed3282 

Y2009.M7.D6 10:42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09.M7.D6 10:42 

140.136.120.14 I 030540 Y2009.M7.D6 10:45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