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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柔道選手平衡幹擾控制能力之探討 

Perturbation Responses in Balance Control for National Judo Player 
連志航 湯文慈 紀俊安 

國立體育學院   

 

摘要 

平衡能力的控制對於運動員而言是一種不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而在柔道運動項目中平衡能力亦佔有相

當大的影響，而過去在柔道運動項目的平衡測試中，較少使用到有外力破壞的測試，故本研究目的是給

予一種外力幹擾破壞下，去評估優秀柔道選手與一般人在平衡能力上的差異，研究結果發現柔道選手在

向前拉力無預警之外力破壞幹擾下，柔道選手錶現出較有效技巧的省力及低位移量的穩定平衡表現能

力，此特殊性的平衡控制能力可能是由柔道運動訓練所造成。 

關鍵字：柔道、外力幹擾、平衡 

 

一、緒論 

平衡控制能力對於優秀運動員而言是不可

或缺的，尤其是對於柔道選手而言 (Perrin, 

et al., 2002).這也是分辨出優秀運動員的一

種重要評量方式。吉福康郎(1987)曾提到，平

衡技巧會影響格鬥技術動作衝擊力大小。然而

不同運動項目所需要的平衡能力也不相同，例

如：舞蹈和柔道選手會展現出不同的平衡控制

能力。對於閉眼中的平衡能力中柔道選手有較

好的平衡控制能力，或許是當他們在作動作使

對方摔倒時是無預警作出動作使對方倒地

(Perrin, et al., 2002).，江勁政(89)在動

態有、無預警狀態下進行平衡能力評估時，大

專柔道選手組在遭受外力破壞平衡後，雖然身

體重心移動距離比一般生大，但恢復平衡時間

較短。而此動態平衡測量的方法是在受試者後

方，先給予一拉力後突然失去此拉力破壞，而

這類的動態破壞和柔道在對摔時所突然給予

一外力破壞較不相似。對於有突然施予外力幹

擾控制的動態平衡能力測量對於柔道選手更

為重要，因此本研究目的去比較優秀柔道選手

與一般人，在有外力無預警下四個方向(前、

後、左、右)之拉力破壞不安幹擾，平衡能力

比較是否有差異。 

二、實驗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對象為 11 位柔道國家級選手(身高

167.3±7.7 cm 體重 65.6±10.06 kg)，5 位大

學一般科系學生(身高 165±9.6 cm 體重

55.9±9.8 kg)，這一般科系的學生，有較從事

規律的運動習性。所有受試者在實驗前六個月

內無有關平衡生理構造的損傷。每位柔道選手

皆接受正規柔道訓練達 7 年以上，此測試每位

受試者接受含拉力幹擾之平衡能力測試，是讓

受試者站於測力板上，雙手抱胸、雙腳與肩同

寬、雙眼直視前方一點，以細綱繩繫住受試者

腰部(見圖一)，並給予每位受試者重量百分之

十的水平拉力，拉力的來源為 20 公分高落下

自由落體(見圖二)，分別在前、後、左、右無

預警狀態下幹擾受試者，受試者必須以本身適

當反應來維持身體平衡，測力板測試取樣頻率

為 1000HZ，測量時間為 10 秒，資料收集為受

試者之對地作用力和壓力中心(Center of 

pressure,COP)偏移的情形。 

 
圖一、無預警狀態下向後拉幹擾測試架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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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平衡幹擾測試示意圖 

表一、柔道選手與一般人對地作用力之t-test

分析摘要表 

0.14-1.550.13±0.070.17±0.02FY (N)

0.31-0.670.89±0.511.05±0.02FZ (N)

右拉

0.850.190.17±0.030.17±0.06FY (N)

0.350.961.09±0.080.95±0.31FZ (N)

左拉

0.231.350.46±0.260.29±0.13FY (N)

4.790.981.63±0.511.39±0.23FZ (N)

後拉

0.00  ＊4.770.27±0.030.17±0.04FY (N)

0.008 ＊4.411.68±0.251.15±0.11FZ (N)

前拉

( M ± SD ) 
n=5

( M ± SD ) 
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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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5 

表二、柔道選手與一般人壓力中心(cop)之

t-test 分析摘要表 

0.27-1.140.07±0.010.08±0.02Y軸 (cm)

0.830.210.01±0.010.01±0.004X軸 (cm)

右拉

0.810.230.08±0.020.08±0.03Y軸 (cm)

0.221.260.02±0.00
7

0.01±0.006X軸 (cm)

左拉

0.50.680.15±0.010.14±0.03Y軸 (cm)

0.17-1.430.15±0.010.18±0.03X軸 (cm)

後拉

0.00  ＊4.80.13±0.010.07±0.02Y軸 (cm)

0.001 ＊4.330.13±0.010.04±0.04X軸 (cm)

前拉

( M ± SD )( M ± 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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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5 

三、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實驗利用測力板測量結果所得資料參

數，均以電腦 SPSS 統計軟體分析： 

1.以獨立樣本 t檢定，考驗選手組與一般人組

在對地作用力與壓力中心(COP)之差異。 

2.所有統計數值考驗均以α=.05為顯著水準。 

四、結果與討論 

    分別在前、後、左、右四方向之平衡幹擾

測試中，受試者所反應的作用力結果參見表

一，其顯示兩組受試者僅在向前拉力測試顯示

顯著差異，代表面對相同百分比的重量拉力

下，柔道選手會比一般人顯現較小的作用力，

其亦表示柔道選手比較於一般人傾向用較小

的作用力去抵擋外力破壞。表二代表分別在

前、後、左、右的壓力中心(COP)偏移結果，

其結果亦顯示出在向前方向幹擾的測試，柔道

選手所產生位移量顯著小於一般人，這也意味

著柔道選手在面對有拉力幹擾下，會比一般人

有較穩定抵擋的表現，因柔道選手在平常練習

中會去加強抵擋在有拉力破壞後，還必須保持

自身的穩定性，即使面對拉力破壞後也會用較

小的作用力來抵擋，讓自己能夠產生較小的位

移量。當位移量越大則會造成自身重心移動

大，在柔道運動中身體越不穩則是較容易被對

手摔倒。此外一般生沒有接觸過這一類的練

習，對於有外力幹擾下則會有較大的作用力去

抵擋進而使身體位移量較大，造成身體的不穩

定。 

五、結論 

    柔道選手在無預警拉力破壞下，表現出較

有效的省力及低位移量的穩定平衡表現技

巧，這種優於一般人的特殊平衡控制能力，可

能是經由柔道運動訓練所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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