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比較排球不同起跳方式扣球之動力學現象特性，其主要目的為探討併腿跳及踏併跳 30 公分及 50 公分三種之動作差
異。以 10 名大專特優組男子排球選手為受試對象以一部 MegaSpeed 高速攝影機及一塊 AMTI 三軸測力板為實驗工具，並搭配
MegaSpeed 同步器擷取受試者矢狀面起跳動作及地面反作用力值。以 Kwon3D 與 KwonGRF 軟體擷取各參數資料，所得參數以 SPSS
for windows 13.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經資料處理與結果分析討論之後，獲得下列
研究發現：一、併腿跳與踏併跳（併步距離 30cm；50 cm）於總衝量及蹬伸衝量表現，皆未達顯著差異。二、併腿跳與踏併跳（併
步距離 30cm；50 cm）於最大發力率及快速肌力指數，達顯著差異（p＜.05）。
關鍵詞：踏併跳、併腿跳、併步距離、發力率、地面反作用力

壹、前言
排球是一項網上高度競爭之運動，隨著球員身材的高大
化和身體素質不斷提高，以及現在排球技、戰術的複雜
多變，比賽中所爭奪的區域也愈來愈廣且深（鄭龍、李
彬，2005）。相關研究顯示：扣球效率對比賽成績影響程
度高達 80.1％（吳茂昌，2001），由此可知，扣球效率是
決定比賽勝負之主要關鍵之一。排球扣球時起跳方式分
為併腿跳 (hop jump) 及踏併跳 (step-close jump) 兩種，
其動作特徵併腿跳是以雙腳同時著地後起跳，踏併跳則
是雙腳依序著地後起跳(Coutts, 1982)。前者雙腳同時著地
有利於增大起跳力量並縮短起跳時間，後者有助於調節
起跳時間適應來球並有向前衝跳之動作特徵，因此，於
比賽戰術配合中具有實際之意義（李毅鈞，2000；彭蕾，
1997）。本研究旨在透過高速攝影機與測力板探討不同起
跳方式及起跳前最後一步併步距離對排球扣球起跳之影
響，藉以提供教練設計訓練處方時參考之依據。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於2008年12月24日~27日假國立東華大學體育館，以10名
大專特優組男子排球選手為受試對象。
二、實驗步驟
(一)以一部 Mega Speed 頻率 120Hz 高速攝影機拍攝動
作，擷取跳躍過程中受試者矢狀面之運動學參數，攝影
機距測力板 7.8 公尺處，鏡頭高度 1.36 公尺，拍攝方向
與矢狀面成垂直。
(二)以一塊AMTI三軸測力板，擷取頻率1200Hz（與攝影
頻率比為1:10）。於測力板上標誌二種不同併步距離位
置，測量開始跳躍動作至足尖離地瞬間之水平(X)與垂直
(Y)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值。
(三)聞「開始」訊號時，以三步助跑方式進行起跳，兩腳
踏至測力板後，往垂直方向作全力跳躍。每位受試對象
需分別以併腿跳~A組與踏併跳（30公分~B組及50公分~
組之距離）之方式進行，各種起跳方式皆需執行5次跳躍。
五、資料處理
動力學資料以Kwon GRF 2.0版分析軟體，採最佳化擷取
頻 率之低通濾波處理，取得水平(X)與垂直(Y)方向之地
面反作用力值。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三種
跳躍方式各參數之差異情形。

參、結果與討論
一、各項動力學參數結果分析，如表一：

表一 各項動力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總
衝
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A .63 2 .31 1.22

受試者間 S 6.29 9

殘差(A*S) 4.65 18 .26

全體 11.57 29

蹬
伸
衝
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A .25 2 .13 .89

受試者間 S 4.39 9

殘差(A*S) 2.58 18 .14

全體 7.23 29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A .16 2 .08 .94

受試者間 S 2.86 9

殘差(A*S) 1.54 18 .09

全體 4.56 29

最
大
發
力
率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A 41616.1
6

2 20808.0
8

15.52*

受試者間 S 20928.6
3

9

殘差(A*S) 24129.3
5

18 1340.52

全體 49674.1
4

29

快
速
肌
力
指
數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A 59.36 2 29.68 2.50*

受試者間 S 168.37 9

殘差(A*S) 213.40 18 11.86

全體 441.124 29

依表一顯示：三種不同跳法於總衝量、蹬伸衝量及地面
反作用力等三個變項未達顯著差異。但於最大發力率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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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顯著的（p＜.05）優於 B、C 二組；於快速肌力指數 A
組顯著的（p＜.05）優於 C 組。
二、討論

依據基礎運動學原理： 2
0 2

1
attvs  ，當人體起跳離地

初速度越快時，可以使人體重心上升的高度越高，而較
大的速度可形成較大的動量能有效提升運動表現（劉
宇，2000）。依據動量－衝量原理可知，動量值的改變是
由於衝量值的累積，因此當衝量值愈大時，則可獲得愈
大的離地初速度。
併腿跳由於採兩腳同時著地後進行起跳，因此能以較短
的時間完成下蹲動作，以致動作時間表現較踏併跳來的
短。而在最大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出現時間，併腿跳也比
踏併跳來的快，推測其原因應為併腿跳，係以兩腳同時
著地下蹲後進行蹬伸，而踏併跳則是依序由先行腳著地
後跟隨腳再行踏入，因兩腳同時接觸地面的時間不同，
使得併腿跳下蹲動作時間比踏併跳來的快，也間接影響
最大地面反作用力出現時間。
本研究併腿跳最大發力率為159.42倍體重，顯著高於踏併
跳的97.7倍體重，鐘寶弘、相子元（2000）於研究分析中
指出採取較深且快速的下蹲動作，可以獲得更多大腿肌
群彈性能量的儲存與利用，參與跳躍作用期快速伸膝的
動作，使發力率顯著的增加；本實驗併腿跳下蹲時間顯
著低於踏併跳，因此於最大發力率表現上優於踏併跳，
許多研究亦證實較短的偶連時間，能產生較大的向心力
量與爆發力 (Lin et al.,2008; 林政東等，2000）。依據本研
究三種起跳方式，完整起跳動作及下蹲階段動作時間之
表現，可知併腿跳的下蹲時間較踏併跳短，符合上述實
驗之結果。
而發力率是指單位時間內力量的增長（即力量-時間曲線
的斜率），是瞬發肌力重要指標。從外部現象解釋，為最
大速度限度產生加速度及速度的能力，即在最短的時間
內，以最快的速度發揮出最大的力量（劉宇，2000）。因
此，動作型態的不同將影響最大發力率的獲得，間接影
響瞬發肌力的表現。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分析併腿跳與踏併跳~不同併步距離
（30 cm及50cm），於起跳動作中之差異。經資料處理與
結果分析討論之後，獲得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A、B、C 三組之起跳動作，於總衝量、蹬伸衝量及地面
反作用力表現，皆未達顯著差異。於最大發力率 A 組顯
著的（p＜.05）優於 B、C 二組；於快速肌力指數 A 組顯
著的（p＜.05）優於 C 組。
二、建議
本研究僅於實驗室以乙部高速攝影機搭配測力板所做分
析，如能以實際扣球情境並搭配EMG，將更能掌握下肢
肌群之發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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