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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籃球運動中，運動員常常因為在搶籃板球後，落地造成腳踝扭傷，本研究目在分析與比較男性籃球員，從事

不同動作抓籃板落地動作之受力變化進行瞭解，藉由本研究了解不同空中動作抓籃板球對於落地動作穩定性之

影響。本研究之受試者主要為 4 名健康男性籃球員，受試者以單手及雙手兩種不同方式抓取籃板球，透過測力

板擷取相關動力學參數，並利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兩者的差異。結果如下：雙手與單手空中動作的著地最大

反作用力兩者是呈現顯著差異(p<.05) ，單手大於雙手抓取，，斜率與落地後 50 毫秒被動衝量，兩者並沒有顯

著差異(p>.05)，因此空中動作不同對於著地後的動力學參數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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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籃球運動中，運動員常常因為在搶籃板球後，落

地造成腳踝扭傷，或膝關節的受傷，尤其在腳踝常

因為搶籃板球時，落地不穩造成腳踝外翻或是內翻

的扭傷。根據研究顯示籃球運動之踝關節競技傷害

有四個特點：1、最常見的一種競技傷害，依不同層

級、不同地方的研究，估計單一關節傷害數約佔全

身傷害數之18∼40％；2、受傷後直接影響表現能

力，甚至必須從球場中缺席；3、極高的重複發生

率，Klein(1993)徵召曾發生過踝關節競技傷害，平

均24 歲的籃球選手，結果有70％的選手反應，傷害

重複發生；4、殘餘症狀，Yeung (1994)針對踝關節

競技傷害3 個月以上仍有殘餘的症狀作探討，結果

以疼痛的比例（30.2％）最高，其次為踝關節不穩

（20.4％），踝關節有雜音（18.2％）和無力（16.5

％）。因此瞭解安全且正確的落地策略機制，就預

防傷害上是重要課題。本研究目在分析與比較男性

籃球員，從事不同動作抓籃板落地動作之受力變化

進行瞭解，藉由本研究了解不同空中動作抓籃板球

對於落地動作穩定性之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之受試者主要為 4 名健康男性籃球

員(身高 175± 3.8 公分；體重 72 ± 4.5 公斤；年齡 26

± 1.4 歲)，球齡具四年以上且無下肢及膝關節 ACL

傷害。

(二)研究工具

本實驗主要研究工具為 Kislter 測力板(擷取頻率

為 1000Hz)，量測受試者著地的地面反作用力及相

關動力學參數。

(三)測試高度

進行正式實驗之前，先測試受試者單手之最大垂直

跳高度，目的在於決定將球懸掛之高度，本研究將

球固定在受試者最大垂直高度之 70%的位置，讓受

試者進行單手、雙手抓取籃板球之動作。

(四)實驗流程

1.固定球至受試者最大垂直高度的 70%處

2.受試者先以雙手抓取的方式，將球拿下來每次結

束休息 3 分鐘，再進行下一次的測驗，共蒐集 6 次

的資料。

3.再以單手的方式抓取籃板球，過程與雙手抓取相

同，亦蒐集 6 次。

(六)資料分析

所擷取之力板資料，透過bioware 3.24版，分析動力

學參數，將數值利用SPSS 10.0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比較不同空中動作對於著地地面反作用力、到達最

達峰值斜率、著地50毫秒衝量的差異，並以相依樣

本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顯著水準為α=.05。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測力板測量空中不同動作對於搶籃板球著地

動力學參數之差異，主要分析的參數為著地後的最

大反作用力峰值、著地後到最大峰值的斜率、以及

著地 50 毫秒內的被動衝量。結果如表一所示。雙手

抓取著地後的平均最大峰值為 5.22±1.42 倍體重，單

手抓取平均最大峰值為 5.81±1.19 倍體重；雙手抓取

著地至最大峰值斜率為 87.81±30.86，單手抓取之斜

率危 95.67±22.51；雙手抓取著地 50 毫秒最之被動

衝量為 89.74±24.68 倍體重*毫秒，單手抓取之 50 毫

秒被動衝量為 95.65±30.68 倍體重*毫秒。

表一 動力學參數描述統計表

平均數 標準差

雙手 PF(BW) 5.22 1.42

單手 PF(BW) 5.81 1.19

雙手 SLP 87.81 30.86

單手 SLP 95.67 22.51

雙手 50m(BW*ms) 89.74 24.68

單手 50m(BW*ms) 95.65 30.68

註:PF 表示最大峰值；SLP 代表斜率；50m 代表 50

毫秒之被動衝量。

將動力學參數經由相依樣本t檢定，結果如表二所

示。雙手與單手空中動作的著地最大反作用力兩者

是呈現顯著差異(p<.05)，單手抓取著地腳部所受的

地面反作用力是明顯大於雙手抓取著地，由於單手

抓取時，由於跳躍高度會略高於雙手抓取，根據牛

頓第二運動定律F=ma，若將人體視為剛體，質量

固定， 那麼重心加速度越快， 人體所受到的衝擊應

該越大；然而， 依落下高度而言， 高度越高， 人

體所受到的衝擊應該越大；且單手抓取時，因為身

體較不易平衡，因此在著地時身體較難平衡，造成

最大峰值明顯大於雙手抓取；而在斜率與落地後50

毫秒，兩者並沒有顯著差異(p>.05)，Nigg(1985)曾指

出，人體骨骼肌肉系統產生反應的時間為50 到75 毫

秒之間；發生在50 到75 毫秒之前的力量，人體骨骼

肌肉系統並不能主動產生反應去吸收撞擊的力量，

此種力量稱為被動的力量(passive force)，因此當50

毫秒內的被動衝量越高時， 那就代表受傷的危險性

越高， 因為人體無法產生自主的反應， 只能夠靠人

體的結構去吸收衝擊力。本研究結果兩者的50秒之

被動衝量與斜率沒有顯著差異，表示雖然空中動作

不同，但落地後身體所受的衝擊力並未有顯著差

異。

表二 動力學參數比較分析表

項目 顯著性

雙手 PF - 單手 PF 0.03*

雙手 SLP - 單手 SLP 0.23

雙手 50M - 單手 50M 0.26

*p<.05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測量結果經討論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單

手抓取與雙手抓取於地面反作用力有顯著差異，單

手大於雙手抓取，而在斜率以及 50 毫秒被動衝量，

兩者並沒有顯著差異，因此空中動作不同對於著地

後的動力學參數影響不大。本研究僅針對動力學參

數進行分析，未來可加入攝影法，配合運動學資

料，可以更深入了解不同空中動作對於落地後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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