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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分析不同跳台高度落下跳躍時，在下肢動力學上的差異及其影響，以提供教練選手在訓練時之參考。方法：利用
12 部 Motion 攝影機(200Hz)架設於受試者四周位置，拍攝受試者執行落下跳躍之動作過程，並將攝影機與 2 塊 AMTI 測力板
(2000Hz)同步，分別擷取受試者左右腳之地面反作用力，之後利用 OrthoTrak 動作分析軟體進行各參數資料之分析與處理。結果
與討論：受試者在 50、60 公分高度的高台跳下，會使得受試者落地時，承受明顯較大的地面撞擊力；在 60 公分高度的高台跳
下時，最大發力率明顯大於其他高度。結論與建議：使用 50 公分高度以下的高台訓練，以減少落地時的撞擊力；使用 20 公分
以上高度的高台訓練，以獲得訓練效果；若要顯著地增強訓練強度，則建議使用 60 公分以上高度的高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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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增強式訓練 (plyometric training)對發展下肢爆發力
(power)而言，是非常受歡迎的一種訓練方式。關於下肢
增強式訓練對運動表現上的促進，許多研究顯示下肢增
強式訓練能夠增加垂直跳躍的高度(Kotzamanidis, 2006;
Markovic, Jukic, Milanovic, et al., 2007)。有些學者建議
運動員利用落下跳躍(drop jump)當做增強下肢爆發力的
一種訓練方式(Costello, 1984; Miller, & Power, 1981;
Polhemus, 1981)。落下跳躍是增強式訓練運動的其中一
種，運動員自高台上跳下，著地後迅速地再跳起。透過
這樣的訓練，運動員的下肢肌群能被快速而有力的伸長
(stretching)後，然後馬上地縮短(shortening)，這種伸長
運動是肌肉離心收縮，縮短運動則是肌肉向心收縮，這
些肌肉有順序的伸長縮短，就是所謂的伸長縮短循環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Komi, 2000)。落下跳躍訓練有
許多不同的跳台高度可以選擇，在不同跳台高度對落下
跳躍的下肢生物力學上的影響為何？尚需進一步的研
究探討。本研究目的為分析不同跳台高度落下跳躍時，
在下肢動力學上的差異及其影響，以提供教練選手在訓
練時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大學體育系學生8位（男性6位，女性
2位；平均年齡22±2歲，身高170.6±9.1公分，體重
69.4±13.2公斤），受試者均無下肢疼痛之問題。每位受
試者均簽署同意書，同意接受實驗之要求。人體臨床試
驗審查送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臨床（人體）試驗委員
審核通過後進行實驗。本實驗利用12部Motion攝影機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Santa Rosa, CA) (200Hz)
架設於受試者四周位置，拍攝受試者執行落下跳躍之動
作過程，並將攝影機與2塊AMTI測力板(AMTI Inc.,
Watertown, MA, USA) (2000Hz)同步，分別擷取受試者
左右腳之地面反作用力，之後利用OrthoTrak動作分析軟
體進行各參數資料之分析與處理。地面反作用力均個別
除以受試者之體重予以標準化(BW; Body Weight)。實驗
時令受試者雙手叉腰站在跳台邊緣，分別由不同高度
（20、30、40、50、60公分）的高台跳下，利用身體重
心前傾自然落於測力板上。受試者進行落下跳躍動作
時，口頭要求受試者在著地後，再以最快的速度跳起，

並且要盡力跳高。每位受試者在每種高度高台跳下皆須
完成2次落下跳躍。在實驗過程中會隨時詢問受試者的
狀況並給予適當的休息90秒，才進行下一個跳下動作；
改變不同高度時，亦會給與受試者1~2次的練習及90秒
的休息。用抽籤的方式隨機決定5種跳台高度的實驗順
序，選取每位受試者在每種高度下的2次落下跳躍動作
參數平均值進行分析。統計方法使用SPSS統計軟體，以
平均值(mean)及標準差(SD)呈現受試者基本資料及所有
數據資料，並用one-way ANOVA，考驗受試者於20、30、
40、50、60公分五種不同高度跳台表現下，各項參數之
差異顯著性，統計顯著水準皆定為α=.05，當達到顯著水
準時，利用Bonferroni法進行事後比較(Bonferroni post
hoc)。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測力板測量受試者在5種不同高度跳台從事
增強式訓練落下跳躍時的下肢動力學參數（表一），發
現在最大地面反作力方面，50公分與60公分跳台的最大
地面反作力均顯著大於20、30、40公分跳台。在最大發
力率方面，60公分跳台的最大發力率顯著大於20、30、
40、50公分跳台。在衝量方面，30、40、50、60公分跳
台的衝量顯著大於20公分跳台。受試者於各不同高度跳
下時的著地支撐時間與下肢重心高度，彼此之間則無顯
著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在50、60公分高度的
高台跳下，會使得受試者落地時，承受明顯較大的地面
撞擊力，在此實驗中，研究者口頭令受試於著地後瞬速
地彈地躍起越快越好，並且指示躍起的高度越高越好，
然而研究結果顯示著地後躍起的重心高度並沒有顯著
地差異，因此，令受試者從50、60公分高度的高台跳下，
或許無法使受試者彈跳高度增加，反而會因為高度變高
而增加受試者著地時的下肢撞擊力。受試者在60公分高
度的高台跳下時，最大發力率明顯大於其他高度，亦即
能使受試者著地時下肢爆發力充分的發揮出來。受試者
在30~60公分高度的高台跳下，所產生的地面反作用力
衝量均明顯地大於20公分高度的高台跳下，由此看來，
20公分高度的高台似乎對於下肢力量的誘發並不是那
麼地有效果。



表一 各不同高度跳台跳下之下肢動力學參數 (N=8)
20 公分
跳台

30 公分
跳台

40 公分
跳台

50 公分
跳台

60 公分
跳台

最大地面反作用力 (BW) 4.3±1.1 4.0±1.1 4.3±1.2 5.5±1.2abc 7.2±1.7abcd

最大發力率 (BW/s) 50.3±46..1 49.2±30.3 68.4±31.7 92.5±28.5b 154.7±57.9 abcd

衝量 (BW．s) 0.71±0.10 0.80±0.11a 0.80±0.08a 0.85±0.11a 0.87±0.10ac

著地支撐時間 (s) 0.28±0.07 0.31±0.10 0.30±0.05 0.31±0.08 0.30±0.07

下肢重心高度 (%) * 34.3±3.8 34.5±2.1 34.2±2.2 35.0±2.8 34.8±2.3
a與20公分跳台達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p<.05)；b與30公分跳台達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p<.05)；c與40公分跳台達統
計上之顯著差異 (p<.05)；d與50公分跳台達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p<.05)；*下肢重心高度以各受試者身高標準化
為百分比。

四、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下肢動力學分析，得以獲悉落下跳躍之生物力
學特性，針對教練選手在從事增強式訓練落下跳躍時，
有以下幾點建議：從預防訓練傷害的觀點來看，建議使
用50公分高度以下的高台訓練，以減少落地時的下肢撞
擊力。而在加強訓練強度的觀點來看，建議使用20公分
以上高度的高台訓練，以獲得訓練效果；若要顯著地增
強訓練強度，則建議使用60公分以上高度的高台訓練，
此時必須特別注意訓練傷害的潛在危險。教練選手應依
不同的訓練目的及選手本身狀況來調整跳台高度，避免
訓練時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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