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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討大專女子舉重選手，不同組別（前三名與非前三名）抓舉與挺舉提鈴期之最大肌力、3 秒斜率及

衝量與 1 秒斜率及衝量，進而找出女子舉重選手在抓、挺舉上搏提鈴期的最佳提鈴方式。方法：使用張力計

連接電腦，收取自願參與本實驗之 96 學年大專盃舉重錦標賽，不分級別獲得前三名與非前三名之 18 名女子

舉重選手，槓鈴拉至臏骨下緣處（提鈴期）維持 0~3 秒，測試過程中可允許受測者休息（最多兩分鐘），抓舉

與挺舉交叉各測三次。結果：抓舉和挺舉的 1 秒斜率（抓舉：前三 VS 前三，1.0±0.3vs0.9±0.2，挺舉：前三

VS 非前三，1.1±0.2vs0.9±0.2）與 3 秒衝量（抓舉：前三 VS 非前三，0.7±0.1vs0.6±0.3，挺舉：前三 0.7±0.1VS

非前三，0.7±0.1vs2.8±0.8）達 P<.05 顯著性差異。槓鈴曲線力量表現方面，能在 1 秒內瞬間將力量爆發出來

的選手，在本賽事中均獲得前三名。結論：依研究結果推測，女子舉重選手，提鈴期最大發力率大概都發生

在 1 秒左右，瞬間能將力量爆發出來的選手，比賽成績會較佳。 

 

關鍵詞：舉重、提鈴期 

 

壹、緒論 

在臺灣的國際體育競賽項目中，女子舉重項目為

高得獎率的運動之一，選手皆有良好的成績表現，替

國家爭取多次的殊榮，2000 年雪梨奧運後，女子舉重

選手在舉重國際賽會中，成績表現略有停滯，基層選

手的培育也出現斷層現象，在此幾年間，教練們接受

運動科學的洗禮後，越是了解運動科學對於訓練的重

要性，透過運動生物力學研究來輔助訓練，就不會再

只是教練單純的個人觀點及教學經驗來當作訓練指導

的方針，歷經八年後的 2008 北京奧運，更拿下兩面銅

牌的佳績，讓我們知道臺灣還是相當有實力與世界優

秀的選手競爭，更應該好好的繼續發展舉重項目，是

否能夠燃起舉重運動的風氣，不僅需要建立健全的培

育新秀人才制度，而舉重本身需要依賴高度的技巧

性、爆發力和柔軟度，為了更符合訓練效益，若再加

以運動科學的配合，發覺選手本身素質條件，這樣不

僅可以讓前輩們的動作技術及技巧得以延續，後續再

加以改良成為更適合自己或更符合力學原理的動作技

巧，如此不僅可減少訓練成本，縮短成材年齡，更可

造就出許多相當優秀的人才，提升國際競爭力奪牌率。            

舉重運動的比賽過程中，每位選手共有六次出場的機

會，三次抓舉(Snatch)及三次挺舉(Clean&Jerk)，抓舉

動作從預備期至支撐站立期約 90 毫秒會完成抓舉動

作（陳瑞蓮，2001），而挺舉以技術純熟的選手而言，

槓鈴起舉到挺舉動作的完成時間大約為 5～7 秒，因此

舉重比賽是一種高強度的間歇性運動（王信淵，

2004）。在這短短的幾秒鐘裏就能夠把一重量舉至過

頂，一氣呵成，看似容易，這似乎令人認為只要力量

大就可以了，故速度等於力量，我們認為舉重時是愈

快愈好，但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度、用

最強的爆發力及最準確的角度，將重量成功地舉起，

這是需要舉重選手具有極佳的協調性、穩定性、靈巧

性和完美的技巧。舉重是屬於速度性和爆發性的項

目，其發達的肌肉、增強體質作用，決定了舉重項目

的存在價值及其在亞、奧運和世界比賽中的地位(蔣明

雄，2006)。抓舉(Snatch〉和挺舉(Clean&Jerk)的運動

過程只有數秒，因此，在舉重的整個過程中，如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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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速度節奏沒有明顯地區分掌握運用，將會影響整 

體技術上的發揮，如何把節奏應用和貫穿挺舉的整個

動作是當下訓練中的重要部份，而肌力則是影響舉重

成績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肌力的變化會因為訓練時間

的因素而產生改變，時間增加會提高肌肉協調的能力

與提高激發頻率，有助增加衝量，提升選手的爆發力

(徐吉德、林瑞興，2005)。抓舉與挺舉提鈴期之提鈴

特性，槓鈴離地瞬間 1 秒的衝量，將影響身體重心改

變與否，身體重心的改變也將影響提鈴時後續節奏的

貫穿與力量的延續，而 3 秒的斜率與衝量，如（王金

成 1987）指出在抓舉提鈴階段與挺舉的提鈴至胸過程

中，要繼續不斷的快速用力，使槓鈴從離開舉重檯開

始就應不斷加速上升。因此；如能建立優秀選手肌力

數值，便提供教練訓練之參考，並可以針對運動員肌

力之弱點，做適度調整訓練計畫。本實驗將運用生物

力學的方法，量測大專女子舉重選手，前三名與非前

三名選手在抓舉與挺舉提鈴期過程中，擷取最大肌

力、1 秒斜率及衝量、3 秒斜率及衝量的數據，透過動

力學分析，運用應用科學化的方法來幫助競技水準的

提升。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參加臺灣 96 學年度大專舉重錦標

賽的 18 名女子舉重選手為受試者，測試時間為 2008

年 6 月 7、8 日舉重館，受試者均透過「受試者須知」

了解本實驗的目的、過程、施測方法及本身的身體狀

況，採不分量級但分前三名(身高 165.3±4.7 cm、體重

68.6±11.2 kg、年齡 22.8±0.8 yrs)與非前三名(身高

157.6±8.2 cm、體重 60.6±1.2 kg、年齡 21.8±0.4 yrs)的

差異來收集資料，總共收有 18 名大專女子舉重選手。 

     正 式 實 驗 時 ， 採 用 數 位 攝 影 機 一 台 (Sony 

Drv-350)、15kg 的槓鈴、張力計(TT Loadcell, 500k)、

訊號擷取系統(Biopac 150)，實驗過程中的測試動作如

圖一。依據舉重比賽的動作設計實驗，身體姿勢及各

關節位置皆模擬真實比賽動作，唯比賽時每位選手所

舉起槓鈴重量之最佳表現，每位選手的重量皆不同；

因此本實驗設計要求選手的測量，皆以最大努力進

行，做為能力測驗指標，以不影響動作的方式，了解

每位選手的最大提鈴能力表現。當受試者完全熱身

後，先以挺舉的動作拉起槓鈴至髕骨下緣處（提鈴期）

維持 0~3 秒，休息 2 分鐘後，再測試抓舉動作，同樣

以抓舉動作拉起槓鈴至臏骨邊緣處（提鈴期）的姿勢

維持 0~3 秒，挺舉與抓舉交叉各測三次，測試過程中

受測者充分休息，直到恢復體力（最多兩分鐘），全部

資料收集與統計分析後。實驗所測量所得之各項資

料，以統計軟體(SPSS for Windows 12.0)分別進行統計

分析，最大力量數值為求標準化客觀數值，以體重倍

數表示，便以代表各組能力，獨立樣本ｔ檢定，設顯

著性差異水準定 P < 0.05。 

 

 

 

 

 

 

 

 

 

 

 

圖一、實驗過程中的測試動作 

 

參、結果與討論 

大專女子舉重選手分別在 1 與 3 秒之間所表現的

最大肌力、斜率與衝量的關係，分別為抓舉與挺舉兩

種動作模式，擷取得最大肌力、斜率與衝量，三種不

同的表現，再加以分別出前三名與非前三名之間的關

係比較。 

如表一，抓舉 3 秒時前三名與非前三名之間做比

較 ，在最大肌力、3 秒斜率、1 秒斜率、3 秒衝量 4

種有達相關顯這差異，但在 1 秒衝量上較沒有達到相

關顯著性差異。 

 

表一、女子抓舉前三名與非前三名不同時間之最大肌力、斜率與衝量 

 前三名 非前三名 

最大肌力 

3 秒斜率 

1.5 ± 0.4 

0.5 ± 0.1 

1.1 ± 0.4* 

0.3 ± 0.1* 

1 秒斜率                1.0 ± 0.3            0.9 ± 0.2* 

3 秒衝量                0.7 ± 0.1            0.6 ± 0.3* 

1 秒衝量                3.3 ± 0.8            2.5 ± 0.7 

*P<.05，與前三名比較 

 

如表二，女子挺舉前三名與非前三名之比較，在

最大肌力、3 秒斜率、1 秒衝量關係中較沒有達到相關

的顯著性差異，但在 1 秒斜率及 3 秒衝量有著顯著的

差異(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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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女子挺舉前三名與非前三名不同時間之最大肌力、斜率與衝量 

*P<.05，與前三名比較 

 

女子選手抓舉與挺舉提鈴期之三種不同力量表

現曲線圖：藉由本實驗了解此三種曲線圖，探討選手

的運動表現，討論提鈴期階段與成績關係是否相關。

B 線：此曲線圖在上升過程中有出現一個小的峰值，

有可能是選手在做動作時，沒有做好穩定下肢的動作

姿勢；導致有極短的時間內，力量沒有達到最大值。

但後續的持續力還是有逐漸上升，此種選手成績大多

也落在非前三名到前八名左右。A 線：此種曲線的選

手爆發力都很好，可以在一瞬間把力量爆發出來，但

相對的持續力就沒有這麼好，這種表現的選手通常都

是在前三名左右。 

 

 

 

 

 

 

 

 

 

 

圖二、抓舉提鈴期二種不同力量表現圖 

 

 

 

 

 

 

 

 

 

 

 

圖三、挺舉提鈴期二種不同力量表現圖 

因採不分量級來做比較，以本賽事的前三名與非

前三名之間來做分析，因此在統計數據上面，會先把

選手所做的三次測試當中，以最大肌力表現的數據除

以選手本身的體重，讓數據呈現絕對數值，讓誤差機

率降到最低。女子選手在抓舉與挺舉提鈴期前三名與

非前三名之最大肌力、斜率、衝量之間的關係，選手

在抓舉提鈴期之最大肌力、1 秒斜率、3 秒斜率、3 秒

衝量與挺舉提鈴期 1 秒斜率和 3 秒衝量，前三名與非

前三名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差異。推論可知，肌力是

舉重專項中相當重要的能力，然而奪得 96 年大專盃女

子舉重名次前三的選手，將其本身優異的肌力表現出

來外，再加上 1 秒左右的爆發力，如此就產生單位時

間內可得到力量的總數，就此推測，96 年大專盃各量

級前三名的女子舉重選手，最大發力率大概都發生在

1 秒左右。 

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結果方面，因為抓舉提鈴期 1

秒衝量沒有達到顯著，可能是選手一開始提鈴就沒有

辦法產生瞬間的爆發力，而是平穩的拉上來。推測這

種選手本身的動作模式不同所致。如果選手本身肌力

不夠又加上比較小的發力率，所得到衝量就會比較

小。挺舉提鈴期方面，最大肌力與 3 秒斜率卻沒有顯

著，造成的原因有可能是從地面拉起槓鈴 3 秒，很多

女生選手的肌力沒有很好，，由於舉重專項肌力是一

項很重要的指標，但也需要其他像是協調、平衡…等

能力，有些女生選手在拉起槓鈴之後維持 2 秒後曲線

就會往下掉，沒有足夠的耐力撐完 3 秒，就有可能造

成此種情形發生。 

女子舉重選手在提鈴期階段所產生不同力量曲

線之間的關係性結果可知，在抓舉與挺舉提鈴期時，

會呈現二種不同的曲線結果，A 線的選手，提鈴曲線

是穩定持續上升，但較無爆發力，此類型的選手在本

賽事名次排名較後。B 線的選手，提鈴曲線則是分成

兩階段拉起，導致此種現象的原因有可能是動作模式

不熟悉，所以使得在動作表現不能夠很流暢，或是肌

力不足所形成。A 線的選手，提鈴曲線時是將力量瞬

間發出，但較無持續力，力量曲線很快的降下來，肌

力夠爆發力足，由此可知，舉重項目是比較需要爆發

型的選手，在配合上其他，如平衡、柔軟度…等等的

條件，才有辦法增強自我的運動表現能力(謝志建，

2003)。 

  

肆、結論與建議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論在女子舉重選手在抓舉提鈴

 前三名 非前三名 

最大肌力                 1.5 ± 0.4           1.3 ± 0.4 

3 秒斜率                 0.5 ± 0.1           0.4 ± 0.1 

1 秒斜率                 1.1 ± 0.2           0.9 ± 0.2*   

3 秒衝量                 3.6 ± 0.8           2.8 ± 0.8*    

1 秒衝量                 0.7 ± 0.1           0.6 ± 0.4     

速
度(m

/s) 

時間(ms) 

時間(ms) 

速
度(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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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最大肌力、1 秒斜率、3 秒斜率、3 秒衝量與挺舉

的 1 秒斜率和 3 秒衝量，前三名比非前三名具有較佳

能力。抓舉提鈴期 1 秒衝量與挺舉提鈴期最大肌力與

3 秒斜率沒有明顯差異。在提鈴期三種不同力量的表

現曲線圖上，可以得知在大專盃舉重錦標賽前三名的

女子舉重選手，抓舉與挺舉提鈴期的力量表現上，是

瞬間發力型的選手比賽成績會較佳，而在非前三名的

選手，在抓舉與挺舉提鈴期時，力量表現上是分為兩

段式提鈴或是緩慢式的提鈴。由此可見，瞬間將力量

爆發出來的提鈴方式，在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度、

最強的爆發力是較有利於舉重選手成績的表現。  

本研究設計只能把槓鈴從地面拉起到臏骨下緣

處，單單只能做到提鈴期階段，如果能夠做完整的抓

舉與挺舉的動作模式，加上 EMG 來了解肌肉用力的

順序，再進一步以標準化後的積分肌電(IEMG)量化並

相比較在不同負荷下徵召運動單位的多寡，藉著主要

肌群之活化的程度，未來可做為肌力訓練時強化肌肉

的參考標準，更可以應用在各種不同的階段，加以探

討動作過程中的肌肉骨骼系統的變化，在未來訓練方

面會有更加完整的標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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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maximum strength, 3-second slope and impulse, and 1-second slope 
and impulse of the snatch and clean & jerk during the pull phase in different groups of college 
women weightlifters (grouping: the top three winners and non-top three) to find out the best way to 
pull the weight for women weightlifters. Methods: Eighteen women weightlifters voluntaril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contestants (the top three winners and non-top three from 
different weight classes) of the College Cup Women’s Weightlifting Championship in 1998. A 
tensionmeter was attached to a computer for collecting data from the subjects who pulled the 
barbell up to the lower edge of the patella (the pull phase) and held for 0-3 seconds. Subjects were 
allowed to rest (two minutes top) during the test. The snatch and clean & jerk were tested rotatingly 
three times each. Results: Both the snatch and clean & jerk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5) 
in the 1-second slope (the snatch: top three winners vs. non-top three, 1.0±0.3 vs. 0.9±0.2; the clean 
& jerk: top three winners vs. non-top three, 1.1±0.2 vs. 0.9±0.2) and in the 3-second slope (the 
snatch: top three vs. non-top three, 0.7±0.1 vs. 0.6±0.3; the clean & jerk: top three vs. non-top three, 
0.7±0.1 vs. 2.8±0.8). In terms of the strength curve of barbell, those who were able to instantly burst 
out force within one second were all those top three winners in the above-mentioned championship.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presume that the maximum rate of force for the 
women lifters occurs approximately in the first second of the pull phase. Those who can give an 
explosive force instantaneously would have bette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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