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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不同重量級別選手的槓

鈴運動型態以及在槓鈴垂直速度曲線上的特徵。 

本研究以男子組 105kg 級、+105kg 以上級和女子

組 75kg 級、+75kg 以上級之抓舉冠軍選手為研究

對象，利用一台數位攝影機進行拍攝，藉由 Kwon 

3D 系統進行數位化處理，以獲得槓鈴的位移和

速度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四位選手存在著不同的

槓鈴高度、槓鈴軌跡型態與前後偏移程度，但都

符合近-遠-近的槓鈴運動型態。在本研究的槓鈴

高度百分比比起先前研究的數值大，因此選手必

頇要更快的下蹲接槓，其技術難度更高。在槓鈴

垂直速度曲線發現單峰與雙峰兩種曲線型態，這

是由於選手個別技術上的差異，使得用力方式不

同而造成的現象。 

 

關鍵詞：抓舉、槓鈴、速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barbell movement patter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rtical velocity curves of a barbell in different 
weight classes. The snatch champions from the 

men’s 105kg, and +105kg and women’s 75kg, and 

+75kg weight class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this 

study. A digital camera was used to film the 
participants. The film was then analyzed using 

Kwon 3D software to obtain barbell displacement 

and velocity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ur 
participants’ lifts differed in bar height, patterns of 

trajectory, and degree of deviation in forward/ 

backward movement but all are still consistent with 

standard toward-away-toward barbell movement 
patterns.  In this study the bar height was greater 

than the previous study, so the participants had to 

squat faster to catch the bar, it’s more technically 
difficult. Vertical barbell velocity curves were found 

in a single peak curve pattern with two peaks,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participant’s technical abilities, 
so the difference is cause by a difference in the 

participant’s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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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舉重是一項以體重做區分的運動項目。在比

賽中，以抓舉和挺舉兩項總合與體重來決定比賽

勝負。其中抓舉(Snatch)，是一項需要快速且持續

的將槓鈴從舉重檯向上拉的動作，選手利用伸展

膝關節、髖關節使槓鈴產生垂直向上的動力，而

兩臂在頭上做伸直動作並以下蹲的方式接住槓

鈴 1,2,5,8，最後站起等待裁判的成功訊號，為整個

抓舉動作的流程。 

  由於選手所舉的槓鈴重量約是體重的

1.5~2.5 倍，因此選手在接住槓鈴瞬間，由於垂直

和水平位移會造成槓鈴的極大不穩定位能，屬於

較不穩定狀態 2。在舉重動作的原理中，主要是

以”近”為原則，意指選手從預備姿勢將槓鈴舉

起，到最後完成動作期間，其槓鈴要靠近身體 1。

過去研究發現，在舉起槓鈴後，槓鈴移動先接近

舉重選手，接著是遠離選手，在接住槓鈴時又再

次的接近選手，這稱為近 - 遠 - 近 (Toward- 

Away-Toward)的運動型態 3-7，因此”近”的原則與

近-遠-近的運動型態是代表著人與槓鈴之間在移

動時的相互作用關係。因此本研究目的為瞭解不

同重量級別選手的槓鈴運動型態以及在槓鈴垂

直速度曲線上的特徵。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 2010 年第二屆世界大學舉重錦標

賽之男子組 105kg 級、+105kg 以上級和女子組

75kg 級、+75kg 以上級之抓舉冠軍選手為研究對

象，其基本資料見表 1。 

 
表 1 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

試

者 

性 

  

別 

級 

別
(kg) 

年 

齡 

(歲) 

國 

 

籍 

身 

高 

(m) 

體 

重 

(kg) 

成 

績 

(kg) 

M1 男 105 27 TPE 1.68 99.76 162* 

M2 男 +105 24 HUN 1.91 139.70 187* 

W1 女 75 23 TPE 1.64 71.98  98* 

W2 女 +75 26 THA 1.69 101.86 105* 

備註：+代表以上級 ＊代表破全國紀錄 

 

  以一台數位攝影機(型號：SONY DCR-TRV 

15，每秒 60Hz)架設於選手左手邊看台 20 公尺



處，將光軸鏡頭對準舉重台平面中點位置，全程

拍攝選手在抓舉時的整體動作，來擷取選手試舉

成功之最佳成績進行分析。利用 Kwon 3D 動作分

析軟體進行槓鈴的中心點與地面兩點的二度空

間數位化處理，並以 Butterworth 2
nd

-order 進行資

料修勻，擷取頻率為 6Hz，來獲得槓鈴的位移和

速度資料。 

  本研究將抓舉動作分為四個時間點(圖 1)：1 

：槓鈴離開地面瞬間、2：槓鈴離開身體瞬間(槓

鈴從最接近髖關節位置後，開始遠離髖關節之瞬

間)、3：槓鈴到達最大高度瞬間、4：接住槓鈴瞬

間(選手接住槓鈴後，讓槓鈴停止移動之瞬間)。

此外，在分析槓鈴近-遠-近的運動型態上，則是

以槓鈴中心為原點，設一條垂直向上的假設線稱

為垂直參考線，以此線作為評估槓鈴水平位移之

依據。 

 

 

 
 

圖 1 抓舉動作的四個時間點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四位選手存在著不同的槓鈴高

度、槓鈴軌跡型態與前後偏移程度(圖 2)。從圖中

發現 M1、W1、W2 三位選手在槓鈴離開地面瞬

間到槓鈴離開身體瞬間之間，槓鈴並無明顯的向

右側通過垂直參考線，僅 M2 選手在這期間是通

過此參考線，並且槓鈴軌跡的前後水平位移也較

其他三位選手大。從整體槓鈴軌跡來看，兩位女

子選手(W1、W2)的槓鈴軌跡很相似，但男子選

手則不相同。此外，M2 與 W2 選手的槓鈴最大

高度比另兩位選手來的高，其原因可能是 M2 與

W2 這兩位選手的身高較高所造成的結果。 

  在抓舉過程中，槓鈴越靠近身體其可以減少

抗力臂的產生，故較省力；且槓鈴的移動最好是

避免過多的前後移動，否則會影響接住槓鈴的穩

定性 1。本研究 M2 選手就是一個實例，從槓鈴

離地瞬間到接住槓鈴瞬間的過程中，M2 選手有

較大的水平位移變化，使得在下蹲接住槓鈴過程

中，軌跡是持續的向左側移動，其移動距離比另

外三位選手大，而導致槓鈴的不穩定。如果 M2

選手的接槓技術不佳時，將有可能造成試舉失

敗。 

 

 
 

  垂直參考線         垂直參考線 

水平位移(m) 

圖 2 男子與女子選手之槓鈴軌跡圖 

 

  先前研究發現的近-遠-近運動型態 3-7，在本

研究的選手亦發現此現象。從圖 2 中可以看出，

M1、W1、W2 三位選手在槓鈴離地瞬間開始皆

是往垂直參考線的左側移動，雖然 M2 選手在舉

起槓鈴瞬間，槓鈴是向右側移動且水平位移較

大，但隨後也朝向垂直參考線左側移動接近選

手。M1 與 M2 選手在槓鈴中心上升約 0.7m 處開

始向右朝垂直參考線移動遠離選手，而 W1 與

W2 選手則約在 0.6m 處開始。在槓鈴到達最高點

後，槓鈴開始下降，並開始又向左側移動，而再

次的接近選手身體。在這四位選手當中，以 M1

選手之槓鈴軌跡較靠近垂直參考線在做移動，而

這樣的槓鈴運動軌跡與先前研究奧運冠軍選手

的槓鈴運動軌跡很相似 4，這顯示出 M1 選手是

有較佳的技術表現。 

  在抓舉過程中，選手動作僅符合近-遠-近的

槓鈴運動型態，其實是不夠的。如果槓鈴在垂直

高度上未能提升，縱使有好的槓鈴運動形態下，

仍然無法確保試舉成功。因為槓鈴的最大高度之

高低，將會影響選手接住槓鈴的動作。當槓鈴的

最大高度過低時，讓選手身體無法順利的快速下

降，並在最適當的位置接住槓鈴；但過高的槓鈴

也有可能造成試舉失敗，因為選手為了使槓鈴的

高度提升至更高而導致用力過於猛烈，造成水平

位移的過度增加，讓選手在接住槓鈴瞬間其槓鈴

會向後方掉落。 

  表 2 為選手在槓鈴到達最大高度瞬間的高

度、接住槓鈴瞬間的高度和槓鈴高度百分比[（接

住槓鈴瞬間高度/槓鈴到達最大高度）*100%]的資

料；表中顯示 W2 選手的槓鈴高度百分比高出其

他三位選手，這三位選手則介於 81%-85%之間。

- M1 

--M2 

 

 

－W1 

--- W2 

－M1 

--- M2 

垂

直

位

移 

(m) 

時間(s) 

－M1 

--- M2 



垂 

直 

速 

度 

(m/s) 

垂 

直 

速 

度 

(m/s) 

而本研究結果均高於先前研究菁英亞洲舉重選

手 108kg 級別的 70.8%之數值 8。 

 

 

  槓鈴高度百分比越大，代表著接住槓鈴瞬間

高度接近於槓鈴的最大高度，在接住槓鈴瞬間乃

選手完全下蹲且兩臂伸直，並將槓鈴高舉至頭頂

上方，此時接住槓鈴瞬間的槓鈴高度主要受到選

手身材的影響，因此同一位選手在多次試舉中，

此高度的變化不大，所以槓鈴的最大高度將影響

槓鈴高度百分比最大。在抓舉技術上，當一位選

手的槓鈴高度百分比增大時，表示他的槓鈴最大

高度降低，此時選手必頇要更快的下蹲接槓，技

術難度提高，但槓鈴高度降低，也代表著選手就

不需要將槓鈴舉很高就可以完成動作，故較省

力。本研究選手的槓鈴高度百分比比起過去研究

大，表示現今選手的技術水準提高。 

  除了槓鈴軌跡運動型態與槓鈴高度百分比

外，槓鈴速度是另一個評估動作的重要指標，因

此過去有許多研究以槓鈴的垂直速度，作為評估

選手表現的依據 3-6,8。Baumann 等指出優秀選手

在抓舉過程中，其槓鈴垂直速度曲線的特點是呈

現單峰曲線 3。然而，在研究 1984年奧運舉重 56kg

與+110kg 重量級別的冠軍選手，則發現到 56kg

級別的選手槓鈴垂直速度之曲線呈現單峰，而

+110kg 級別的選手則呈現雙峰曲現 4。 

 
 

 

 

 

 

 
 

 

 
 

 

 
 

 

 

 

 

 
 

 

 
 

 

 

 
 

 

 
 

  本研究從圖 3 和圖 4 中發現，M1 與 W1 選

手抓舉過程的槓鈴之垂直速度曲線皆呈現雙峰

曲線，而 M2 與 W2 選手僅出現單峰曲線。這和

先前研究發現到較重級別的選手，呈現雙峰曲

線，而較輕級別的選手為單峰曲線 4 的結果不

同。從這兩種不同的垂直速度曲線型態來看，雖

然 M1 與 W1 選手在槓鈴離地瞬間之後約 0.2~0.3

秒間，其速度曲線是較平穩且無明顯的加快，但

這之後的垂直速度開始持續增快，則和 M2 及

W2 選手有相同的情形。 

  造成這兩種不同的曲線型態，其原因為影片

中之選手在準備將槓鈴舉起時的預備姿勢不

同，使得軀幹向前傾斜有所差異，在槓鈴舉起至

超過膝關節時，選手為了符合”近”的原則，必頇

將膝關節向前移動使槓鈴靠近身體，雖然每位選

手的身材不同，因此在技術上會有所差異，但選

手為了使槓鈴可以持續的上升，因此充分的利用

下肢向上伸展，使得槓鈴接近髖關節並產生一個

短暫的摩擦而騰空，此時全體的槓鈴垂直速度皆

是持續增快。因此在個別技術表現的差異，而使

得用力方式不同，造成單峰與雙峰的槓鈴速度曲

線。 

 

四、結論 

 

  本研究發現這四位不同級別選手的槓鈴軌

跡路徑不儘相同，但符合先前研究所提出的近-

遠-近槓鈴運動型態。槓鈴高度百分比比先前研究

的數值大，因此選手必頇要更快的下蹲接槓，其

技術難度更高，但也表示不需要將槓鈴舉起很高

就可以接住槓鈴，所以較省力。從槓鈴的垂直速

度曲線圖發現有兩種不同的曲線，主要是因為選

手預備姿勢的型態不同，使得軀幹向前傾斜的角

度不同，造成用力方式不同而出現單峰與雙峰的

槓鈴曲線型態。 

  本研究建議選手若要舉起更重的重量，除

了”近”的原則與近-遠-近的槓鈴運動型態外，也

必頇減少槓鈴水平位移，而槓鈴的高度提升、下

表 2 槓鈴在各時間點之高度與槓鈴高度百分比 

 M1 M2 W1 W2 

槓鈴到達最大高度(m) 1.18                                               1.27 1.09 1.20 

接住槓鈴瞬間高度(m) 0.98 1.03 0.93 1.08 

槓鈴高度百分比(%) 83.05 81.10 85.31 90.00 

圖 4 女子選手槓鈴垂直速度-時間曲線圖 

時間（s） 

圖 3 男子選手槓鈴垂直速度-時間曲線圖 

－W1 

--- W2 

時間（s） 

－M1 

--- M2 



蹲接槓的速度與技術表現，也是很重要的條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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