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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舉重選手抓舉發力期屈肘動作與槓鈴軌跡水平偏移量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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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舉重動作是人體對槓鈴施加力量的過程，若要將下肢及軀幹所產生的力量傳遞至槓鈴上必經由上肢傳導才有可能確實的將力

量傳遞至槓鈴上。關紹堂(1999)指出發力後期手部的屈肘現象使身體能夠快速的與槓鈴做相反方向的運動，以利於沈身接

槓。Gourgoulis 等人(2000)指出槓鈴水平偏移量表示試舉的不穩定及應修正的部份。因此本研究利用選手在發力期肘關節

角度變化與槓鈴軌跡水平偏移量之間的相關系數來瞭解二參數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多數參與者的肘關節夾角(θ)與雙肘連

線與前臂之夾角(k)與槓鈴軌跡水平偏移量之間呈高度相關，但卻有正負兩種不同相關情形出現，同時多數參與者 k 相較於

θ的角度對於槓鈴軌跡水平偏移的相關係數來的大；單一參與者的 k&θ角度與槓鈴軌跡水平偏移的相關係數皆有所差異。 

關鍵字:舉重、屈肘動作、槓鈴軌跡 

 

壹、前言 

國內近年來開始透過運動科學的幫助來提升各項運

動競賽的水平，然後經由嚴謹的科學研究與分析後將

實驗結果運用在實際訓練上。對於舉重選手技術層面

的提升來說，針對技術特徵的檢測與描繪相當重要。

而動作特徵描述可透過身體各關節動作及肢段活動

方式進行。舉重的動作是人體對槓鈴施加力量的過

程，若要將下肢及軀幹所產生的力量傳遞至槓鈴上必

經由上肢傳導才有可能確實的將力量傳遞至槓鈴

上。因此針對上肢關節的運動特徵做科學性的研究與

分析將有其必要性。 

關紹堂(1999)利用二維圖像及EMG的量測對於發力後

期的屈肘技術指出了手部的屈肘現象使身體能夠快

速的與槓鈴做相反方向的運動，以利於沈身接槓。許

高魁(1991)指出槓鈴與起始中心垂線水平偏離程度

可以看出舉重選手施力的效益。Baumann 等人(1988)

指出優秀選手的槓鈴軌跡與槓鈴的起始中心垂線水

平偏離程度比一般選手來的小。Gourgoulis 等人

(2000)指出槓鈴的水平位移範圍表示了試舉的不穩

定或者是試舉中所應修正的一個部份。這個參數也作

為一個必須被提出的額外水平力學作用力的度量標

準。由上述的文獻可以發現槓鈴軌跡的水平偏移程度

可用做判別選手試舉技術優劣的一項指標。 

在舉重的運動期間身體動作並非是在單一的水平矢

狀面上運動，因此本研究利用三維攝影的方式針對優

秀舉重選手在發力期屈肘動作所產生的肘關節角度

變化與槓鈴軌跡的水平偏移量之間的相關程度來瞭

解選手本身屈肘動作的實施對於槓鈴軌跡水平偏移

量之影響。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參與者以十六名優秀的大專舉重隊男子

選手(全國錦標賽前三名)為研究對象(表一)，參與

者皆受過四年以上專項運動訓練。 

表一 參與者基本資料表 

年齡 身高 體重 舉齡

 (歲) (公分) (公斤) (年) 

平均數 20.81 170.38 84.50 7.19

標準差 2.01 6.32 15.65 3.21 

所有參與者在近六個月內均無肩、肘、背、膝等運

動傷害會影響抓舉動作之進行。並以個人近期最佳

抓舉成績做三次成功試舉。本研究以七台 Motion 

Analysis System (Santa Rosa, California, US)之

攝影機架設在參與者四周進行拍攝，拍攝頻率為

120Hz。並且在參與者的肩、肘、腕、髖、膝、踝、

趾 (Gourgoulis et al., 2000) 黏貼反光球。所收

集之數據以EVaRT動作分析軟體擷取發力期肘關節及

槓鈴的運動學參數。本研究主要探討發力期的屈肘動

作及槓鈴運動軌跡(如圖一)。因此使用 T1 及 T2 二條

垂直參考線做為發力期的區間區隔。T1 為進入發力期

前膝關節達到最小角度的時間點；T2 為發力後髖關節

達到最大角度的時間點。(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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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槓鈴軌跡偏移圖 

 

圖二 動作分期圖 

關節角度之定義如圖三：θ 角度為上臂與前臂之夾

角；k角度為二肘連線與前臂之夾角。 

 

 

 

 

 

 

圖三 關節角度定義圖 

参、結果與討論 

參與者在發力期槓鈴軌跡水平偏移量與K角度的相

關係數介於-0.987至0.986之間。在ρ<.01的信心

準下多數參與者會達顯著的相關；而發力期槓鈴軌

跡水平偏移量與θ角度的相關係數介於-0.98至

0.903之間。(如表二)。 

表二 k 及 θ角度與槓鈴軌跡水平偏移量 

之相關係數(N=16) 

參與者 k&水平偏移量 θ&水平偏移量 

A 0.940 ** 0.77 ** 

B 0.953 ** -0.439 

C 0.973 ** -0.084 

D 0.986 ** 0.903 ** 

E -0.878 ** 0.728 ** 

F -0.617 0.546 

G -0.974 ** -0.690 ** 

H -0.987 ** -0.980 ** 

I -0.904 ** -0.290 

J -0.979 ** -0.392 

K -0.963 ** -0.767 ** 

L -0.431 -0.777 ** 

M -0.748 **   -0.660 ** 

N -0.964 ** -0.773** 

O -0.807 ** 0.173 

P -0.927** -0.341 

**ρ<.01 

依據單一參與者在k&θ與槓鈴水平偏移量的相關係

數類型可將16位參與者分為以下二類：1. k&θ與槓

鈴水平偏量皆呈正相關或是負相關2.k&θ與槓鈴水

平偏量呈一正一負或一負一正的相關係數，其中呈現

第1類型的有11位；第2類型則有5位。對於造成第1類

型的動作特徵可能原因來自於選手在發力過程中太

過於刻意要去做聳肩提肘的動作反而使得前臂過度

用力所導致，而造成第2類型動作特徵的可能原因來

自於發力過程中身體後傾連帶使得肘關節運動軌跡

有些微向軀幹靠近所引起。 

肆、結論 

一直以來我國選手的成績與國外選手相較之下總

是有一段差距存在，而關紹堂(1999)觀察國外優秀

舉重選手指出在發力結束時整個身體是處於充份

伸展的狀態且兩臂伸直，而後兩臂在開始彎曲，然

而此次研究結果卻發現我國選手在發力期時兩臂

即已屈曲。此結果或許就意謂著這是國內外選手成

績有所差異的其中一項原因。因此建議教練在指導

選手訓練時不要過分強調發力過程中的“提肘＂

動作，反而導致選手在發力過程中肘關節就屈曲。 

希望借由此研究結果的發現能夠有助於選手技術

水平的改進並且提昇我國選手的成績使之更趨近

於世界級的高水平以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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