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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重選手在最大自主性等長收縮作用下之肌肉溢流效應-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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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舉重選手在不同肌肉的最大自主性(100%MVC)等長收縮下的肌肉溢流(muscle overflow)效應之研究。8

位國立台灣體育學院之舉重選手為本研究對象，以肌電圖(EMG)量測其選手在單邊肌肉做最大自主收縮的等長收縮

(isometric contraction)時產生之肌電訊號溢流現象，使得對側肌肉亦產生肌電圖變化。資料收集以收縮和靜止狀態的比

值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統計軟體為工具，運用配對 t檢定(paired t-test)來計算其活化狀態與休息時有無顯著差異。

研究結果發現，一、在肌肉最大等長收縮下對於對側肌肉的活化具有溢流效應。二、舉重選手的肌肉溢流效應是整體性的，

對側受測肌肉均有明顯的溢流現象。 

關鍵字：溢流、舉重、肌電圖、等長收縮、最大自主收縮 

 

壹、緒論 

舉重是一種全身性的運動，並以增進肌力為主要訓練

目標，於抓舉運動過程中，上肢肌群所扮演的角色是

在於將舉重者與槓鈴緊密結合在一起，配合下肢的動

作來完成整體的動作。因此上肢肌力對舉重動作佔了

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的規則正針對上舉瞬間上肢動

作調整槓鈴的動作，作為違規的動作的檢查重點。因

此針對上肢動作的肌肉變化進行深入的瞭解以改進

動作的缺失和避免動作違規。肌肉溢流的現象為對側

肌肉活動的牽引效應，當上肢只有一邊用力時其未活

動的一邊肌肉會有其對應邊之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目

的是針對舉重選手上肢特定肌群 (前三角 肌

(anterior deltoid)、中三角肌(middle deltoid)、

後三角肌(posterior deltoid)、胸大肌(pectorals 

major)、肱二頭肌(biceps)、肱三頭肌(triceps))，

在肩屈曲(shoulder flexion)、肩伸展(shoulder 

extension)、肩外展(shoulder abduction)、水平內

收 (horizontal adduction) 、 肘 屈 曲 (elbow 

flexion)、肘伸展(elbow extension)等動作下，執

行肌肉最大自主性等長收縮，對其對側肌群的肌肉溢

流效應做肌電圖的分析與探討。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舉重選手在不同肌肉的最大自

主性等長收縮下的肌肉溢流效應的研究。將以國立台

灣體育學院之舉重選手，共計 8位為研究對象，以肌

電圖量測其選手在單邊肌肉動作時，產生肌肉溢流現

象，造成對側肌肉的肌電圖變化。實驗時將表面紀錄

電極貼至受測肌肉的動作點(motor point)上(圖

一)，對側主動肌肉也貼以表面電極並作最大自主性

等長收縮之運動：前三角肌做肩屈曲、後三角肌做肩

伸展、中三角肌做肩外展、胸大肌做水平內收、肱二

頭肌做肘屈曲、肱三頭肌做肘伸展。記錄當受測肌肉

在對側各動作肌之等長收縮作用下所產生的反應，並

將數值對照其靜止狀態(resting)時之肌肉電位值，

以 SPSS for windows version 12.0 統計軟體為工具，

使用配對 t 檢定(paired t-test)來計算其活化狀態與

休息時有無顯著差異。 

  

前三角肌：肩峰下方三指幅 中三角肌：肩峰至三角肌節結之

中點 

  

後三角肌：肩峰後側下方兩指幅 胸大肌：腋窩前方 

  

肱二頭肌：腋窩前方 肱三頭肌：腋窩後側往外四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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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表面肌電圖電極擺放位置 

参、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所得之原始資料經處理及統計分析後，得以下

結果： 

肌肉活化之肌電圖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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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肌肉溢流之肌電圖變化 

表一 各動作模式與靜止狀態之電位變化比較 

Paired Samples Test 

 T df Sig. 

Shoulder Flexion – Rest 3.23 5 .023*

Shoulder Extension - Rest 4.28 5 .008**

Shoulder Abduction - Rest 5.17 5 .004**

Horizontal adduction - Rest 6.03 5 .002**

Elbow Flexion - Rest 6.77 5 .001**

Elbow Extension - Rest 6.46 5 .001**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如圖二所示，在不同動作的最大等長收縮下，溢流效

應使得對側肌肉在對照其靜止狀態時均有明顯的電

位變化。從表一也可以發現，在配對 t檢定執行統計

分析之後，各動作模式下的肌肉肌電圖變化相較於靜

止狀態均有顯著的差異。而由各個動作模式與靜止狀

態的比值來做比較，可以看到在各種動作模式下的肌

肉溢流效應是一致的，除了在肘伸展的動作外，其他

動作模式在各肌肉均有一定模式的溢流效應(圖

三)。推論這個現象主要是因為在執行肘伸展的動作

時，會比較無法去跟肩伸展(shoulder extension)來

分開獨立動作，而在選手們想要更把手肘伸直並上臂

後伸時，會引發出更多的對側手肩屈曲。 

肆、結論與建議 

綜合以上所探討，舉重選手之上肢肌肉等長收縮下肌

肉溢流效應之探討，經整理後描述如下： 

一、在肌肉等長收縮下對於對側肌肉的活化具有溢流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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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溢流效應之肌電圖變化比值 

二、舉重選手的肌肉溢流效應是整體性的，對側受測

肌肉均有明顯的溢流現象。 

本研究中指出舉重選手具有顯著的肌肉溢流效應，這

是由於其平時訓練的肌肉收縮模式所影響。由於舉重

選手的動作模式原本就是雙手同時進行最大收縮的

情況，所以其肌肉徵召模式會慢慢導向雙邊同時去徵

召其運動單元(motor unit)。因此當要求他單側進行

最大自主收縮時，就會有比較顯著的溢流效應去引起

對側的肌肉群也跟著產生肌肉活化(muscle 

activation)現象。 

其次，也由於選手們平時的訓練是需要去承受很大的

重量，因此在動作時其整個肩帶(shoulder girdle)

肌肉必須要同時收縮以承受大量的負荷。因此在這樣

子的訓練之後，其肌肉徵召模式也導向整體肩帶、上

臂，甚至於軀幹、下肢等等肌肉群均同步活化

(coactivation)，使得當需要單側施以最大自主收縮

時會產生整體性的溢流效應。在我們施測的過程中也

明顯的發現當選手們要執行動作時，整個對側肢體以

及軀幹都很明顯的也緊張(guarding)起來。往後的研

究也將進一步去探討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之間的肌肉

溢流效應是否會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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