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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踏併跳與併腿跳之不同助跑急停著地動作中下肢負荷之特性。11 名排球選手為受試對象，以一部 Mega-Speed

高速攝影機與一塊 AMTI 三軸測力板同步擷取資料。以動力學逆過程之運算求得關節間作用力。重複量數 t-test 檢驗併腿跳與踏併

跳先行腳兩者間是否有差異，統計顯著水準訂為 α＝0.05。結果顯示，排球跳躍技術中踏併跳與併腿跳兩動作所形成之跳躍高度相

同，但併腿跳動作會對下肢形成較大的撞擊與負荷，故推論併腿跳動作對下肢較易提高傷害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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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體膝關節需承受小腿以上的重量，且在運動的過程

中，膝關節需承擔跑與跳所產生的撞擊力，因此，運動

中膝關節的傷害極為普遍，尤其是前十字韌帶的傷害（曹

育翔、林世澤，2002）。過去研究指出着地期若有較大的

膝關節近脛骨處前剪力 (shear force)、淨膝關節伸肌力

矩、地面反作用力與負荷率，皆較容易形成下肢負荷，

增大前十字韌帶傷害的風險 (Chappell et al, 2005; Yu,

Lin, Garrett, 2006 )。

跳躍是排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排球運動中，跳

躍動作包含攔網、扣球、跳躍舉球以及跳躍發球等，單

一球隊在一場比賽中，平均總跳躍為 371.08 次（顏政通、

高俊傑，2007），如此高頻率跳躍產生的衝擊力，可能會

增加下肢的負荷甚至導致傷害。併腿跳 (hop jump，圖

一) 與踏併跳 (step-close jump，圖二) 為常見的排球跳

躍技術，此兩動作技術最大的差異在於銜接助跑期之著

地動作。研究指出，銜接助跑之着地期動作與下肢傷害

有密切的關聯 (Chappell et al, 2005)。故本研究之目的在

探討踏併跳與併腿跳之不同助跑急停著地動作中下肢負

荷之特性，得以在訓練與教學的過程提供運動傷害預防

之相關訊息。

圖一 併腿跳動作示意圖 圖二 踏併跳動作示意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11 名國立東華大學大專男子排球特優級選手

為研究對象，其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以一塊 AMTI 三

軸測力板 (1200 Hz) 與一台架設於受試者正側方之

MegaSpeed 高速攝影機 (120 Hz) 同步。拍攝一長、寬各

1.5 公尺的比例板。實驗開始前依照 Dempster 人體肢段

參數之定義 (Winter, 2005)，在受試者的身體兩側黏貼資

料處理所需之十六個標示點：肩關節、尺骨莖突、腕關

節、手指、大轉子、膝關節、脛骨外踝、第五蹠趾趾跟。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 M±SD)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年齡（歲）

183.5±3.9 79.6±11.1 19.1±3.3

本實驗之動作為排球三步助跑併腿跳與踏併跳，助跑最

後一步著地時，踏併跳僅以先行腳踩至測力板上；而併

腿跳為一對稱動作，故雙腳同時踏至測力板上，並假設

雙腳產生力量為相同。每位受試者分別在三種測試操弄

結果中各取其五次跳躍中最佳的一次跳躍進行結果分

析。利用 Kwon3D 3.0 版動作分析軟體獲得二度空間之

運動學參數。以 KwonGRF 地面反作用力軟體蒐集與分

析著地期間水平與垂直方向之地面反作用力值與壓力中

心。參照 Winter (2005) 之方法進行動力學逆過程模式運

算，求得下肢各淨關節間作用力和力矩，並將膝關節近

小腿處之關節間作用力轉換運算與小腿長軸垂直之剪

力，且定義正值時為近脛骨前剪力 (Yu et al., 2006)。所

有動力學參數皆以受試者體重進行標準化處理。以重複

量數 t-test 檢驗併腿跳與踏併跳先行腳兩者間之各生物

力學參數是否有差異，統計顯著水準訂為α＝0.05。

三、結果與討論

接助跑期之著地動作與跳躍表現及下肢傷害極具關聯

(Yu et al., 2006)。而本研究發現，踏併跳與併腿跳兩種技

術所形成之跳躍高度並無顯著差異（表二）。本研究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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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藉由着地期的運動生物力學現象，探討踏併跳先行腳

和併腿跳兩者下肢動作與負荷之特性。實驗所得之相關

結果呈現於表二。

過去研究指出，著地期間數值較大與時間較早出現的最

大地面反作用力，以及兩者之比率所成之負荷率

(loading rate) 較大皆是提升下肢傷害風險的因素

(Williams et al., 2004)。本研究結果發現併腿跳與踏併跳

在著地期的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數值並無顯著差異，

但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出現的時間併腿跳顯著的早於

踏併跳，使其有較大的垂直負荷率。故推論併腿跳較踏

併跳容易提升下肢傷害的風險。

此外，著地期間的水平地面反作用力會形成一屈膝力

矩，故著地期若形成較大的水平地面反作用力，人體為

平衡此力矩故會增大股四頭肌參與之力量，進而增大膝

關節近脛骨處前剪力 (Yu & Garrett, 2007; Yu et al.,

2006)。本研究結果顯示，著地期間併腿跳有較大的水平

地面反作用力峰值，且其相對的亦有較大的近脛骨前剪

力。而着地期脛骨前剪力為前十字韌帶傷害預測的指標

之一 (Yu et al. 2006)。故推論併腿跳較踏併跳容易提升

前十字韌帶傷害的風險。

此外，Yu 等 (2006) 研究指出，著地期間最大地面反作

用力受着地瞬間膝與髖關節的角速度所影響，着地瞬間

較大的膝關節角速度可降低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着

地瞬間較大的髖關節角速度可降低最大水平地面反作用

力朝後的數值。本研究結果與上述文獻相呼應，觸地瞬

間踏併跳先行腳有較大的髖關節屈曲角速度，故其有較

小的最大朝後水平地面反作用力數值；而膝關節角速

度，兩組間並未達顯著差異，且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也未達顯著。

四、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結果可發現，排球跳躍技術中踏併跳與併腿

跳兩動作所形成之跳躍高度相同，但併腿跳動作會形成

較大的垂直負荷率、水平地面反作用力，以及近脛骨處

前剪力，顯示併腿跳動作對下肢，尤其是前十字韌帶，

較容易造成負荷進而提高傷害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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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排球不同起跳方式著地階段下肢各生物力學參數 ( M±SD)

踏併跳先行腳 併腿跳 p 值

跳躍高度（倍身高） 0.32 ± 0.04 0.32 ± 0.04 0.740

觸地瞬間髖關節屈曲角速度（度/秒） 259.34 ± 14.26 119.33 ± 86.90 0.009

觸地瞬間膝關節屈曲角速度（度/秒） 290.65 ± 84.22 330.39 ± 53.77 0.154

著地期標準化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倍體重） 1.83 ± 0.17 1.85 ± 0.23 0.811

著地期標準化水平地面反作用力（倍體重） 1.35 ± 0.80 2.89 ± 0.92 0.002

著地期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出現時間（秒） 0.10 ± 0.03 0.07 ± 0.03 0.014

標準化負荷率（倍體重/秒） 19.09 ± 6.03 38.31 ± 25.00 0.028

著地期標準化最大近脛骨前剪力（倍體重） 1.02 ± 0.11 1.59 ± 0.24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