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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針對高抬腿與一般抬腿馬克

操抬腿腳關節角度進行比較。實驗以一名具有 24
年訓練選手經驗的男性田徑教練為受試者，並使

用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和 Mathcad 14 數學計算

軟體來計算髖、膝和踝關節的角度計算。結果顯

示：高抬腿動作所有關節角度最小值均較一般抬

腿動作來的小，由此可知高抬腿動作馬克操較能

使抬腿腳屈曲髖、膝關節並背屈踝關節進而充分

伸展下肢肌群，由此可知若要強調下肢肌群訓

練，建議還是以高抬腿動作的馬克操為主。 
 

關鍵詞：馬克操、抬腿、關節角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compare the lifting leg’s joint angle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 leg lifting March Drill. In experiment, a 
field and track coach owning 24 years experiences 
in training athlete was recruited as subject. VICON 
motion analysis system and Mathcad 14 
mathematical computing software were used to 
calculate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angle. Result 
showed: all joint angles’ minimum values of higher 
leg lifting were smaller than joint angles’ minimum 
values of normal leg lifting. This meant higher leg 
lifting March Drill could let lifting leg to flex hip, 
flex knee and dorsi flex ankle joint more. 
Furthermore, the muscle groups of lower extremity 
could be stretched adequately. Thus, higher leg 
lifting March Drill was to be suggested if the 
training of muscle groups of lower extremity were 
be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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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馬克操(March Drill)是田徑運動中最常被採

用的訓練方式，其源起為波蘭籍加拿大國家田徑

隊教練馬克先生(Mach,G)為了能提高短距離成

績，而根據跑步周期的動作結構所提出。這是一

套以抬高膝蓋前進的腿部動作配合彈跳訓練的

運動操，強調手腳協調配合及穩定身體姿勢，能

強化選手步幅及步頻的能力，對速度的迅速提升

有很大的成效(運動生理學網站，2010)。 

在練習馬克操動作時，有高抬腿動作和一般

抬腿動作兩種，而這兩種動作在執行與練習時也

有其不一樣的特點，因此確認這兩種動作之特點

與差異可說是教練、選手和體育教師所應了解與

掌握的。 
基於如此，本研究嘗試以一個案針對其馬克

操高抬腿動作和一般抬腿動作抬腿腳的關節角

度進行比較，進而對於這兩種動作的特點與差異

能有所了解。 
 
三、實驗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以一名具有 24 年訓練選手經驗的男

性田徑教練來示範馬克操高抬腿和一般抬腿動

作，進而取得具代表的運動學資料。 
(二)反光球之黏貼 

反光球之黏貼位置有右側肩峰、右側髖關

節、右側膝關節、右側踝關節、右腳足跟、右腳

足背第一蹠趾關節。 
 

 
圖 1 本研究馬克操動作之定義與關節角度定義 

 
(三)動作與關節角度定義 
 本研究主要針對馬克操抬腿腳開始抬腿(圖
1A)、抬腿抬至最高點(圖 1B)至抬腿動作結束(圖
1C)進行研究，關節角度則如圖 1B 所示。 
(四)實驗器材、設備與場地佈置 
 以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含六部 M2 攝影

機，取樣頻率為 250Hz)進行拍攝。 
(五)實驗流程 
 受試者分別連續進行馬克操高抬腿動作和

一般抬腿動作各五次。 
(六)資料收集、處理與統計 
 以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進行反光球座標之

計算與濾波，之後以 Mathcad 14 數學計算軟體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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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關節角度數值，相關作圖則以 MS Excel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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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抬腿與一般抬腿髖關節角度趨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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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抬腿與一般抬腿膝關節角度趨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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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抬腿與一般抬腿踝關節角度趨勢線 

 
 
表 1 馬克操高抬腿和一般抬腿動作抬腿腳在抬

腳開始到著地前關節角度最小值 
 髖關節角度

最小值 
膝關節角度

最小值 
踝關節角度

最小值 
高抬

腿 79.78±1.13 63.65±2.12 72.66±1.30 

一般

抬腿 100.80±7.62 74.79±2.72 77.86±2.26 

 
四、結果與討論 

在一般動作訓練中，教練往往會針對動作進

行示範與說明，因此如果能夠運用這些高精密度

的儀器來分析選手之技術與動作並且提供準確

的數據，則更能了解動作的特點與差異(全國體育

學院教材委員會，1990)。 
圖2為受試者進行馬克操高抬腿動作和一般

抬腿動作抬腿腳的髖關節角度趨勢線，由圖可知

受試者在抬腿腳開始抬腿後髖關節角度會逐漸

減少以伸展臀部與大腿後側肌肉，當抬至最高點

後由於抬腿腳開始下踩，所以髖關節角度會再逐

漸變大。若針對高抬腿動作和一般抬腿動作進行

比較可以發現，高抬腿動作髖關節角度曲線會降

得比較低，由表 2 的資料可知高抬腿髖關節角度

最小值會比一般抬腿的角度來的小，所以可知馬

克操高抬腿動作的腳確實抬的比較高。 
圖3為受試者進行馬克操高抬腿動作和一般

抬腿動作抬腿腳的膝關節角度趨勢線，由圖可知

受試者在抬腿腳開始抬腿後膝關節角度會逐漸

變小進而屈膝並伸展大腿前側肌肉，在抬腿腳開

始下踩後膝關節角度會再逐漸變大。若針對高抬

腿動作和一般抬腿動作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高抬

腿動作膝關節角度曲線會降得比較低，由表 2 的

資料可知高抬腿膝關節角度最小值會比一般抬

腿的角度來的小，所以可知馬克操高抬腿動作的

腳屈膝動作確實比較顯著。 
圖4為受試者進行馬克操高抬腿動作和一般

抬腿動作抬腿腳的踝關節角度趨勢線，由圖可知

受試者在抬腿腳開始抬腿後踝關節角度會逐漸

變小進而讓踝關節背屈並伸展小腿後側肌肉，在

抬腿腳開始下踩後踝關節角度會再逐漸變大。若

針對高抬腿動作和一般抬腿動作進行比較可以

發現，高抬腿動作踝關節角度曲線會降得比較

低，由表 2 的資料可知高抬腿踝關節角度最小值

會比一般抬腿的角度來的小，所以可知馬克操高

抬腿動作的腳背屈動作確實比較顯著。 
 
五、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討論可知馬克操抬腿動作主要是

要讓抬腿腳可以屈曲髖關節、屈曲膝關節和背屈

踝關節進而充分的伸展下肢相關肌群。而高抬腿

和一般抬腿動作比較起來，高抬腿動作所有關節

角度的最小值均較一般抬腿動作來的小，由此可

知若要充分訓練到下肢肌群，建議還是以高抬腿

動作的馬克操為主。 
另外在日後的研究上，兩種動作的對地作用

力分析還有肌肉活化的程度，則是未來可進行研

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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