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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運動過程中疲勞時產生的不穩定性，容易造

成關節或肌肉的傷害。觀察疲勞後產生的不穩定

性程度，為此研究的主要課題。在本研究中，我

們將分析伏地挺身以及仰臥推舉兩種運動在疲

勞前(Initial)以及疲勞後(Fatigue)，其不穩定性角

度變化以及關節活動角度。 
實驗結果發現，伏地挺身運動在疲勞時，兩

肩的俯仰度(Pitching)以及偏搖度(Yawing)比起疲

勞前有明顯的不穩定性產生，俯仰度有 2.16°的角

度變化、偏搖度有 2.32°的角度變化，而肘關節在

身體下降時屈曲角度減少 11.25°。另一方面仰臥

推舉在疲勞時，槓鈴兩端的俯仰度以及偏搖度比

起疲勞前有明顯的不穩定性產生，俯仰度有 9.13°
的角度變化、偏搖度有 5.60°，而肘關節在身體下

降時屈曲角度減少 5.9°。整體而言，疲勞時的不

穩定角度變化相當明顯。 
 

關鍵詞：伏地挺身、仰臥推舉，動力鏈運動、不

穩定性角度、肘關節活動角度 
 
Abstract 
 

In exercise, the instability of extremity may 
cause the injury of the joint or the muscle when 
fatig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biomechanical testing model of push-up and 
bench-pres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fatigu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igue and the degree of 

instability during kinetic chain exercise of the upper 
extremity. 

In result, the Push-Up exercise shows the 
degree of instability(θ)increased 2.16° in pitching 
and increased 2.32° in yawing when fatigue, and  
the elbow flexion angle in down was decreased 
11.25°. On the other side, The Bench-Press exercise 
shows the degree of instability(θ)increased 9.13° in 
pitching and increased 5.60° in yawing when 
fatigue, the elbow flexion angle in down was 
decreased 5.9°. In conclusion, the degree of 
instability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th of 
pitching and yawing when fatigue. 

 
Keywords: Push-Up, Bench-Press, kinetic chain, 
degree of instability, elbow flexion angle  
 
二、緣由與目的 
 

運動是維持身體健康的一項重要因素，但運

動傷害也常常伴隨著運動一起發生。要如何保持

運動習慣且避免運動傷害，成為目前的重要課

題。最普及也最實用的運動不外乎伏地挺身

(Push-Up)與仰臥推舉(Bench-Press)。也經由這兩

個運動比較中，當疲勞時上肢的關節開始呈現怎

麼樣的搖晃程度以及承受了多少外觀無法量測

的力量，以至於這些力量是否照成上肢關節的傷

害，更為需要探討。 
近年來在上肢運動方面，藉由模擬來探討關

節受力與力矩等生物力學模式，已日趨成熟。

Blackard et al. [1]針對三種開放性動力鏈與閉鎖



性動力鏈運動，分別為伏地挺身、仰臥推舉及無

外加負載的仰臥推舉，結果顯示，在類似的開放

性動力鏈與閉鎖性動力鏈動作下，只要具有相同

的負載，其肌肉的活化程度並無差異，在此情況

下，外加的負載顯得較重要。Chou、Kuo et al. [2]
也探討在三種不同速度下做伏地挺身運動，上肢

關節的受力與力矩情形。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利用動態分析系統，建立

一套上肢動力鏈運動的實驗測試與模型，並分析

伏地挺身與仰臥推舉在疲勞前後，上肢的不穩定

性與關節屈曲角度。 
 

 
三、材料與方法 
 

本實驗邀請了 15 名無上肢殘疾病史的年青

男性參與實驗計畫，在正常速度下，進行伏地挺

身運動及仰臥推舉運動。實驗使用三維動態分析

系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Analysis System, 
Motion Analysis Corp., Santa Rosa, C.A.,  
U.S.A.)，包括八部紅色可見光高速數位攝影機

(Eagle and Hawk Digital Cameras)以及 Kistler 
Instrument AG CH-8408 Winterthur/Schweiz 公司

所生產製造的壓電式測力板。做仰臥推舉所使用

之槓鈴，在選擇每位受測者的槓鈴重量時，因安

全考量受測者並非專業的舉重選手，並且使用槓

鈴健身的機會不多，所以在重量挑選上以每位受

測者的 1/3 體重為原則。 
實驗中讓受測者在正常速度條件下進行伏

地挺身與仰臥推舉運動，直至運動疲勞。探討運

動疲勞前後對於上肢的不穩定性關係。 
 
四、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將討論分別在伏地挺身與仰臥推舉

運動，在疲勞前、後上肢穩定性角度的變化。實

驗定義 Up1 為動作起始狀態且肘關節角度最小

的位置；Down 為肘關節角度最大的位置；Up2
為動作結束時且肘關節角度最小的位置。一個動

作循環包括兩個衝程，一個是肘關節屈曲，另一

個是肘關節伸展。位置示意圖如圖 4-1 以及圖

4-2，分別為疲勞前(Initial)與疲勞後(Fatigue)在伏

地挺身與仰臥推舉動作中的肘關節角度變化。 
如圖 4-3，為單一受測者在伏地挺身運動過

程中，俯仰度(Pitching)，疲勞前後的角度變化。

越接近疲勞時，角度的晃動程度越大。如圖 4-4，
為單一受測者在伏地挺身運動過程中，偏搖度  
(Yawing)，疲勞前後的角度變化。越接近疲勞時，

角度的晃動程度越大。如圖 4-5，為單一受測者

在仰臥推舉運動過程中，俯仰度(Pitching)，疲勞

前後的角度變化。越接近疲勞時，角度的晃動程

度越大。如圖 4-6，為單一受測者在仰臥推舉運

動過程中，偏搖度(Yawing)，疲勞前後的角度變

化。越接近疲勞時，角度的晃動程度閱大。 

 
圖 4-1 伏地挺身動作循環示意圖 

 
圖 4-2 仰臥推舉動作循環示意圖 

 
圖 4-3 伏地挺身俯仰度(Pitching)變化圖 



 
圖 4-4 伏地挺身偏搖度(Yawing)變化圖 

 
圖 4-5 仰臥推舉俯仰度(Pitching)變化圖 

 
圖 4-6 仰臥推舉偏搖度(Yawing)變化圖 

 
圖4-7 puP, bpP, puY, 及bpY分別為伏地挺身俯仰

度，仰臥推舉俯仰度，伏地挺身偏搖度及仰臥推

舉偏搖度。縱軸為角度，表示疲勞產生前後之晃

動角度。 
 
五、結論 
 
(一)不穩定性參數-晃動角度討論 

Sparto PJ, R. et al. (1997)[ 3]在文獻中提到，

在反覆抬舉的運動過程中無法預測的擾動，指示

著穩定性的減少和力量的產生，這都會對關節帶

來高危險性的傷害。 

    在前面章節定義了運動過程中，俯仰度與偏

搖度的角度變化(θ)，而在這一章節中，為了觀察

整個運動過程中不穩定性的變化程度，所以定義

一個不穩定性參數-晃動角度(Φi)來討論。 

亦即： 

Φi =(Θfatigue-Θinitial)/ Θinitial 

 

Φipu：在伏地挺身運動中，晃動角度變化的程度 

Φibn：在仰臥推舉運動中，晃度角度變化的程度 

(二)晃動角度討論(伏地挺身) 

如圖 4-7 所示，俯仰度 θpp(Pitching)在疲勞前

平均變化角度 4.18°，疲勞後平均變化角度

6.34°。偏搖度 θpy (Yawing)在疲勞前平均變化角

度 5.47°，疲勞後平均變化角度 7.79°，晃動角度

變化程度如下：Φipu（pitching）：↑52％，Φipu

（yawing）：↑42％。 

(三)晃動角度討論(仰臥推舉) 

圖 4-7，俯仰度 θbp(Pitching)在疲勞前平均變

化角度 2.85°，疲勞後平均變化角度 11.98°。偏搖

度 θby (Yawing)在疲勞前平均變化角度 3.27°，疲



勞後平均變化角度為 8.87°。晃動角度變化範圍，

如下：Φibp（pitching）：↑320％，Φibp（yawing）：

↑171％ 

    在伏地挺身運動和仰臥推舉運動過程中，其

晃動角度變化範圍，在俯仰度或是偏搖度方面，

疲勞後的角度比疲勞前的角度都是有明顯增加

的趨勢，亦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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