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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专女子举重选手，不同组别（前三名与非前三名）抓举与挺举提铃期之 大肌力、3 秒斜率及

冲量与 1 秒斜率及冲量，进而找出女子举重选手在抓、挺举上搏提铃期的 佳提铃方式。方法：使用张力计

连接计算机，收取自愿参与本实验之 96 学年大专杯举重锦标赛，不分级别获得前三名与非前三名之 18 名女

子举重选手，杠铃拉至膑骨下缘处（提铃期）维持 0~3 秒，测试过程中可允许受测者休息（ 多两分钟），抓

举与挺举交叉各测三次。结果：抓举和挺举的 1 秒斜率（抓举：前三 VS 前三，1.0±0.3vs0.9±0.2，挺举：前

三 VS 非前三，1.1±0.2vs0.9±0.2）与 3 秒冲量（抓举：前三 VS 非前三，0.7±0.1vs0.6±0.3，挺举：前三 0.7±0.1VS

非前三，0.7±0.1vs2.8±0.8）达 P<.05 显著性差异。杠铃曲线力量表现方面，能在 1 秒内瞬间将力量爆发出来

的选手，在本赛事中均获得前三名。结论：依研究结果推测，女子举重选手，提铃期 大发力率大概都发生

在 1 秒左右，瞬间能将力量爆发出来的选手，比赛成绩会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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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绪论 

在台湾的国际体育竞赛项目中，女子举重项目为

高得奖率的运动之一，选手皆有良好的成绩表现，替

国家争取多次的殊荣，2000 年雪梨奥运后，女子举重

选手在举重国际赛会中，成绩表现略有停滞，基层选

手的培育也出现断层现象，在此几年间，教练们接受

运动科学的洗礼后，越是了解运动科学对于训练的重

要性，透过运动生物力学研究来辅助训练，就不会再

只是教练单纯的个人观点及教学经验来当作训练指导

的方针，历经八年后的 2008 北京奥运，更拿下两面铜

牌的佳绩，让我们知道台湾还是相当有实力与世界优

秀的选手竞争，更应该好好的继续发展举重项目，是

否能够燃起举重运动的风气，不仅需要建立健全的培

育新秀人才制度，而举重本身需要依赖高度的技巧性、

爆发力和柔软度，为了更符合训练效益，若再加以运

动科学的配合，发觉选手本身素质条件，这样不仅可

以让前辈们的动作技术及技巧得以延续，后续再加以

改良成为更适合自己或更符合力学原理的动作技巧，

如此不仅可减少训练成本，缩短成材年龄，更可造就

出许多相当优秀的人才，提升国际竞争力夺牌率。              

举重运动的比赛过程中，每位选手共有六次出场的机

会，三次抓举(Snatch)及三次挺举(Clean&Jerk)，抓举

动作从预备期至支撑站立期约 90 毫秒会完成抓举动

作（陈瑞莲，2001），而挺举以技术纯熟的选手而言，

杠铃起举到挺举动作的完成时间大约为 5～7 秒，因此

举重比赛是一种高强度的间歇性运动（王信渊，2004）。

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就能够把一重量举至过顶，一气

呵成，看似容易，这似乎令人认为只要力量大就可以

了，故速度等于力量，我们认为举重时是愈快愈好，

但是，如何在 短的时间、 快的速度、用 强的爆

发力及 准确的角度，将重量成功地举起，这是需要

举重选手具有极佳的协调性、稳定性、灵巧性和完美

的技巧。举重是属于速度性和爆发性的项目，其发达

的肌肉、增强体质作用，决定了举重项目的存在价值

及其在亚、奥运和世界比赛中的地位(蒋明雄，2006)。

抓举(Snatch〉和挺举(Clean&Jerk)的运动过程只有数

秒，因此，在举重的整个过程中，如果强弱的速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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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没有明显地区分掌握运用，将会影响整 

体技术上的发挥，如何把节奏应用和贯穿挺举的整个

动作是当下训练中的重要部份，而肌力则是影响举重

成绩 重要的因素之一，肌力的变化会因为训练时间

的因素而产生改变，时间增加会提高肌肉协调的能力

与提高激发频率，有助增加冲量，提升选手的爆发力

(徐基德、林瑞兴，2005)。抓举与挺举提铃期之提铃

特性，杠铃离地瞬间 1 秒的冲量，将影响身体重心改

变与否，身体重心的改变也将影响提铃时后续节奏的

贯穿与力量的延续，而 3 秒的斜率与冲量，如（王金

成 1987）指出在抓举提铃阶段与挺举的提铃至胸过程

中，要继续不断的快速用力，使杠铃从离开举重台开

始就应不断加速上升。因此；如能建立优秀选手肌力

数值，便提供教练训练之参考，并可以针对运动员肌

力之弱点，做适度调整训练计划。本实验将运用生物

力学的方法，量测大专女子举重选手，前三名与非前

三名选手在抓举与挺举提铃期过程中，撷取 大肌力、

1 秒斜率及冲量、3 秒斜率及冲量的数据，透过动力学

分析，运用应用科学化的方法来帮助竞技水平的提升。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参加台湾 96 学年度大专举重锦标

赛的 18 名女子举重选手为受试者，测试时间为 2008

年 6 月 7、8 日举重馆，受试者均透过「受试者须知」

了解本实验的目的、过程、施测方法及本身的身体状

况，采不分量级但分前三名(身高 165.3±4.7 cm、体重

68.6±11.2 kg、年龄 22.8±0.8 yrs)与非前三名(身高

157.6±8.2 cm、体重 60.6±1.2 kg、年龄 21.8±0.4 yrs)的

差异来收集资料，总共收有 18 名大专女子举重选手。 

     正式实验时，采用数字摄影机一台 (Sony 

Drv-350)、15kg 的杠铃、张力计(TT Loadcell, 500k)、

讯号撷取系统(Biopac 150)，实验过程中的测试动作如

图一。依据举重比赛的动作设计实验，身体姿势及各

关节位置皆仿真真实比赛动作，唯比赛时每位选手所

举起杠铃重量之 佳表现，每位选手的重量皆不同；

因此本实验设计要求选手的测量，皆以 大努力进行，

做为能力测验指标，以不影响动作的方式，了解每位

选手的 大提铃能力表现。当受试者完全热身后，先

以挺举的动作拉起杠铃至髌骨下缘处（提铃期）维持

0~3 秒，休息 2 分钟后，再测试抓举动作，同样以抓

举动作拉起杠铃至膑骨边缘处（提铃期）的姿势维持

0~3 秒，挺举与抓举交叉各测三次，测试过程中受测

者充分休息，直到恢复体力（ 多两分钟），全部资料

收集与统计分析后。实验所测量所得之各项数据，以

统计软件(SPSS for Windows 12.0)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大力量数值为求标准化客观数值，以体重倍数表示，

便以代表各组能力，独立样本ｔ检定，设显著性差异

水平定 P < 0.05。 

 

 

 

 

 

 

 

 

 

 

 

图一、实验过程中的测试动作 

 

参、结果与讨论 

大专女子举重选手分别在 1 与 3 秒之间所表现的

大肌力、斜率与冲量的关系，分别为抓举与挺举两

种动作模式，撷取得 大肌力、斜率与冲量，三种不

同的表现，再加以分别出前三名与非前三名之间的关

系比较。 

如表一，抓举 3 秒时前三名与非前三名之间做比

较 ，在 大肌力、3 秒斜率、1 秒斜率、3 秒冲量 4

种有达相关显这差异，但在 1 秒冲量上较没有达到相

关显著性差异。 

 

表一、女子抓举前三名与非前三名不同时间之 大肌力、斜率与冲量 

 前三名 非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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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冲量                0.7 ± 0.1            0.6 ± 0.3* 

1 秒冲量                3.3 ± 0.8            2.5 ± 0.7 

*P<.05，与前三名比较 

 

如表二，女子挺举前三名与非前三名之比较，在

大肌力、3 秒斜率、1 秒冲量关系中较没有达到相关

的显著性差异，但在 1 秒斜率及 3 秒冲量有着显著的

差异(p<.05)。 

 

表二、女子挺举前三名与非前三名不同时间之 大肌力、斜率与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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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选手抓举与挺举提铃期之三种不同力量表

现曲线图：藉由本实验了解此三种曲线图，探讨选手

的运动表现，讨论提铃期阶段与成绩关系是否相关。

B 线：此曲线图在上升过程中有出现一个小的峰值，

有可能是选手在做动作时，没有做好稳定下肢的动作

姿势；导致有极短的时间内，力量没有达到 大值。

但后续的持续力还是有逐渐上升，此种选手成绩大多

也落在非前三名到前八名左右。A 线：此种曲线的选

手爆发力都很好，可以在一瞬间把力量爆发出来，但

相对的持续力就没有这么好，这种表现的选手通常都

是在前三名左右。 

 

 

 

 

 

 

 

 

 

 

图二、抓举提铃期二种不同力量表现图 

 

 

 

 

 

 

 

 

 

 

 

图三、挺举提铃期二种不同力量表现图 

 

因采不分量级来做比较，以本赛事的前三名与非

前三名之间来做分析，因此在统计数据上面，会先把

选手所做的三次测试当中，以 大肌力表现的数据除

以选手本身的体重，让数据呈现绝对数值，让误差机

率降到 低。女子选手在抓举与挺举提铃期前三名与

非前三名之 大肌力、斜率、冲量之间的关系，选手

在抓举提铃期之 大肌力、1 秒斜率、3 秒斜率、3 秒

冲量与挺举提铃期 1 秒斜率和 3 秒冲量，前三名与非

前三名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推论可知，肌力是

举重专项中相当重要的能力，然而夺得 96 年大专杯女

子举重名次前三的选手，将其本身优异的肌力表现出

来外，再加上 1 秒左右的爆发力，如此就产生单位时

间内可得到力量的总数，就此推测，96 年大专杯各量

级前三名的女子举重选手， 大发力率大概都发生在

1 秒左右。 

没有达到显著差异结果方面，因为抓举提铃期 1

秒冲量没有达到显著，可能是选手一开始提铃就没有

办法产生瞬间的爆发力，而是平稳的拉上来。推测这

种选手本身的动作模式不同所致。如果选手本身肌力

不够又加上比较小的发力率，所得到冲量就会比较小。

挺举提铃期方面， 大肌力与 3 秒斜率却没有显著，

造成的原因有可能是从地面拉起杠铃 3 秒，很多女生

选手的肌力没有很好，，由于举重专项肌力是一项很

重要的指标，但也需要其它像是协调、平衡…等能力，

有些女生选手在拉起杠铃之后维持 2 秒后曲线就会往

下掉，没有足够的耐力撑完 3 秒，就有可能造成此种

情形发生。 

女子举重选手在提铃期阶段所产生不同力量曲

线之间的关系性结果可知，在抓举与挺举提铃期时，

会呈现二种不同的曲线结果，A 线的选手，提铃曲线

是稳定持续上升，但较无爆发力，此类型的选手在本

赛事名次排名较后。B 线的选手，提铃曲线则是分成

两阶段拉起，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动作模式

不熟悉，所以使得在动作表现不能够很流畅，或是肌

力不足所形成。A 线的选手，提铃曲线时是将力量瞬

间发出，但较无持续力，力量曲线很快的降下来，肌

力够爆发力足，由此可知，举重项目是比较需要爆发

型的选手，在配合上其它，如平衡、柔软度…等等的

条件，才有办法增强自我的运动表现能力(谢志建，

2003)。 

  

肆、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本研究结论在女子举重选手在抓举提铃

 前三名 非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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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冲量                 3.6 ± 0.8           2.8 ± 0.8*    

1 秒冲量                 0.7 ± 0.1           0.6 ± 0.4     

速
度(m

/s) 

时间(ms) 

时间(ms) 

速
度(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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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 大肌力、1 秒斜率、3 秒斜率、3 秒冲量与挺举

的 1 秒斜率和 3 秒冲量，前三名比非前三名具有较佳

能力。抓举提铃期 1 秒冲量与挺举提铃期 大肌力与

3 秒斜率没有明显差异。在提铃期三种不同力量的表

现曲线图上，可以得知在大专杯举重锦标赛前三名的

女子举重选手，抓举与挺举提铃期的力量表现上，是

瞬间发力型的选手比赛成绩会较佳，而在非前三名的

选手，在抓举与挺举提铃期时，力量表现上是分为两

段式提铃或是缓慢式的提铃。由此可见，瞬间将力量

爆发出来的提铃方式，在 短的时间、 快的速度、

强的爆发力是较有利于举重选手成绩的表现。  

本研究设计只能把杠铃从地面拉起到膑骨下缘

处，单单只能做到提铃期阶段，如果能够做完整的抓

举与挺举的动作模式，加上 EMG 来了解肌肉用力的

顺序，再进一步以标准化后的积分肌电(IEMG)量化并

相比较在不同负荷下征召运动单位的多寡，借着主要

肌群之活化的程度，未来可做为肌力训练时强化肌肉

的参考标准，更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阶段，加以探

讨动作过程中的肌肉骨骼系统的变化，在未来训练方

面会有更加完整的标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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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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