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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旨在探討膝關節不同預備角度之蹲踞跳對跳躍表現的影響。以 20 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學系學生為對象，

分別進行五種預備彎曲角度（50、70、90、110、130 度）蹲踞跳。以 Mega Speed 高速攝影機(120Hz)與 AMTI 三軸測力板(1200Hz)

各一部，施行同步擷取資料。以 Kown 軟體執行影像與地面反作用力之資料處理，所得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套裝

軟體進行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之統計處理。研究結果發現：隨著膝關節預備角度的增大，跳躍高度、動作時間與衝量直呈

現下降的趨勢，而最大地面反作用力、發力率以及爆發力隨著膝關節預備角度增加而增加。預備時膝關節彎曲角度會影響跳

躍表現，預備蹲姿採越小的膝關節角度，可增加動作時間，有利於衝量累積，因此，跳躍表現越佳。而各肌力指數表現，則

隨著預備時膝關節腳度的增加而變大。因此，較小膝關節預備角度有利於肌力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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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力量與速度為爆發力的兩個重要因素，肌肉力量的主

要來源為肌纖維執行「肌絲滑動模式(sliding filament

mechanism)」造成肌肉收縮產生力量（Stuart Ira Fox,

2004）。因此，肌絲滑動模式影響肌力改變之現象，

主要是因為肌肉在不同收縮角度下，肌動蛋白與肌凝

蛋白上的橫橋接觸數目不同所引起（王國慧、林正

常，2005）。Thorstensson 等人(1976)研究發現，最大

力矩值會因關節角度變化而出現改變，其因素有二：

當關節角度改變時，會影響肌肉與骨骼連結點所成的

槓桿之力臂長度；當關節角度改變時，亦會影響肌肉

長度，肌肉長度過長或過短皆會影響肌肉張力產生之

情形（曹昭懿、賴金鑫，1990）。

蹲踞跳(squat jump, SJ)動作常被作為下肢動態肌力檢

測項目，亦為彈跳能力表現重要的指標能力。本研究

嘗試透過不同預蹲角度的蹲踞跳，探討膝關節角度的

改變對跳躍表現之影響。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20 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學系學生為研究對

象。以 Mega Speed 高速攝影機(120Hz)與 AMTI 三軸

測力板(1200Hz)各一部，透過 Mega Speed 同步訊號

啟動器同步擷取資料，並以 Kown 軟體處理實驗影

像。

受試者分別進行插腰蹲踞垂直跳，膝關節角度分別為

50、70、90、110、130 度。預蹲角度的控制為透過

自製關節角度測量儀。每名受測者需接受六次測驗，

選取跳躍高度最佳之運動表現，作為資料分析。

地面反作用力訊號以 Kown GRF 軟體處理。並將所得

之資料進一步進行運算，以獲得研究所需參數。重心

離地高度、衝量、最大爆發力、快速肌力指數與 30

毫秒之發力率。本實驗所有力量相關參數皆以體重進

行標準化。

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套裝軟體進行重複量數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角度間各參數之差異，

若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再以 LSD 法進行事後比較。

統計顯著水準訂為α=.05。

三、結果與討論

受測者基本資料與實際膝關節預蹲角度呈於表 1。研

究結果顯示（表 2），跳躍高度與動作開始至離地瞬

間之動作時間（ ）隨膝關節預蹲角度增大而顯著

降低，各角度間皆達顯著差異（p＜0.05）。動作期間

之垂直衝量在膝關節預蹲角度達 110 度時，開始顯著

下降（p＜0.05）。而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

與快速肌力指數（SSI）隨著膝關節預蹲角度的增大，

而明顯增加（p＜0.05），各角度間，皆達顯著差異（p

＜0.05）。30 毫秒發力率（ ）從 90 度開始，數

值有顯著的增加（p＜0.05）。最大爆發力（ ）從

90 度開始至 110 度時，隨著膝關節預蹲角度的增加

而增大（p＜0.05）。

由研究結果發現，SJ 預備時採愈小的膝關節角度，

可產生愈大的跳躍高度。此外，由衝量原理得知，跳

躍表現乃受蹬地期間之衝量所影響，而本文所得之衝

量結果亦與跳躍表現相呼應。衝量為力量與時間之積

分值，故其受地面反作用力與動作時間二因子影響，



雖然地面反作用隨著膝關節預蹲角度增加而變大，但

動作時間卻反之減少，故推論 SJ 採較小膝關節預蹲

角度可增大動作時間，此為增大跳躍高度的重要因

素。

而本研究所得之 SJ 動作期間，下肢肌力表現相關參

數皆顯示，較小的膝關節角度不利於下肢力量的產

生。此現象可能為膝關節彎曲角度的增大，而將肌肉

拉長，促使作用肌群中，肌纖維橫橋與肌動蛋白結合

數目不足，造成肌肉收縮不易，進而影響運動表現

（Powers ＆ Howley，2002/2003；Stuart Ira Fox，

2004；王國慧、林正常，2005）。此外，以生物力學

之觀點思考，關節肌肉力矩受肌肉收縮力量、施力方

向與肌肉附著點所影響，換言之，關節角度會改變施

力方向，進而影響關節肌肉力矩之形成（Suasn J.

Hall，2007；李水碧，1996），而本研究亦證實，不

同的膝關節屈曲角度會影響 SJ 動作時，下肢肌力的

產生。綜合上述，較小的膝關節角度並不利於 SJ 動

作時，下肢肌力的產生。

四、結論與建議

SJ 不同膝關節預蹲角度會影響跳躍表現，較小膝關

節預蹲角度可增大動作時間，提升衝量之累積，進而

增加跳躍高度。此外，膝關節預蹲角度會影響 SJ 下

肢肌力的產生，較大膝關節屈曲角度會降低 SJ 動作

時，下肢肌力的產生。本研究是針對地面反作用力之

動力學現象進行討論，未來期望可進一步搭配運動

學、動力學逆過程與肌電等現象，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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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與實際膝關節預蹲角度

年齡(歲) 身高(m) 體重(kg) 50 度 70 度 90 度 110 度 130 度

20.55±1.24 173.85±5.58 66.73±8.20 49.63±2.53 68.46±2.79 90.56±3.84 107.93±3.53 128.67±2.31

表二 各參數相關統計資料

預 蹲 角 度 50 度 70 度 90 度 110 度 130 度

跳躍高度 (m) 0.42±0.04b.c.d.e. 0.40±0.05a.c.d.e. 0.37±0.05a.b.d.e. 0.30±0.06a.b.c.e. 0.20±0.06a.b.c.d.

GRFmax (BW) 1.26±0.12b.c.d.e. 1.42±0.2a.c.d.e. 1.81±0.29a.b.d.e. 2.3±0.29a.b.c.e. 2.52±0.36a.b.c.d.

Ttotal (s) 0.43±0.04b.c.d.e. 0.39±0.05a.c.d.e. 0.30±0.05a.b.d.e. 0.24±0.04a.b.c.e. 0.19±0.03a.b.c.d.

衝量 (N＊s) 0.31±0.13d.e. 0.28±0.07d.e. 0.27±0.02d.e. 0.24±0.03a.b.c.e. 0.20±0.03a.b.c.d.

SSI (BW) 4.07±2.21b.c.d.e. 1.42±0.20a.c.d.e. 9.64±3.46a.b.d.e. 16.64±5.28a.b.c.e. 24.54±8.33a.b.c.d.

RFD30 (BW/s) 142.23±81.12d.e 115.71±91.21 c.d.e. 197.6±155.93 b.d.e. 312.63±234.99a.b.c.e. 632.91±385.57a.b.c.d

Pmax (BW*m/s) 21.48±5.06c.d.e. 23.65±5.03c.d.e. 29.33±7.9a.b.d.e. 35.89±8.5a.b.c. 40.48±13.39a.b.c.

註：a.與 50 度有顯著差異；b.與 70 度有顯著差異；c.與 90 度有顯著差異；d.與 110 度有顯著差異；

e.與 130 度有顯著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