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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力量與動作時間是影響動作表現的兩大要素，關節角度的不同會形成不同的肌長度與肌肉施力方向，

進而改變力量之產生。另外，動作型態的改變會影響動作時間之長度，故本研究旨在探討膝關節不同預蹲角

度之蹲踞跳對跳躍動作之力量、時間與跳躍表現的影響。方法：以20名東華大學體育學系男性學生為對象，

分別進行五種膝關節預蹲角度（50、70、90、110、130度）之蹲踞跳。以高速攝影機與三軸測力板同步擷取

資料。以動作分析軟體執行影像與地面反作用力之資料處理，並將所得之生物力學相關參數以重複量數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與進行統計考驗，比較五種不同預蹲角度間在下肢力量、動作時間與動作表現等參數上是否有

差異，並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角度與各參數間之相關，設定α=.05為顯著水準。結果隨著膝關節預蹲角度的

增大，跳躍高度、動作時間與衝量值呈現下降的趨勢，而最大地面反作用力、發力率以及爆發力則隨著膝關

節預蹲角度的增大而增加。角度與跳躍高度、動作時間及衝量值呈顯著負相關，而角度與最大地面反作用力、

發力率以及爆發力則呈顯著正相關。結論與建議：SJ動作中，採不同的膝關節預蹲角度會影響跳躍表現，較

小的膝關節預蹲角度可有較長的動作時間，有利於衝量的累積，使得SJ跳躍表現較佳，而較大的膝關節預蹲

角度可在SJ動作中產生較佳的肌力表現。 

 

關鍵字：蹲跳、地面反作用力、衝量、肌力指數 

 

壹、 緒論 

人類運動能力發展的過程乃依爬、走、跑等順序，

然後發展至跳躍。因此，跳躍動作亦人類運動的基本

且重要的運動能力之一。現今競技運動追求的目標是

「跑的更快、跳的更高、擲的更遠」，欲達此一目標，

需有良好的爆發力，而爆發力＝速度×肌力。此外，

動作技術亦是影響動作表現的一大要素，因此若能再

具備優異爆發力之基礎下，再加上最佳肢體動作，必

將能提升運動員的整體表現。此外，本研究欲透過膝

關節不同預蹲角度的垂直蹲跳 (squat jump, SJ)，來探

討肢體動作的改變對下肢肌肉力量的形成與動作表現

的影響，進而整理出最佳垂直蹲跳的起跳預備角度，

以作為教練或教師於相關運動指導、動作修正時之參

考。 

人體運動通常是多肢體的複合運動  (motility- 

segment movement)，以生物力學觀點而言，肢體運動

是受關節力矩所控制（劉宇、陳重佑、莊榮仁、黃長

福，1998）。而關節角度的改變會影響肌肉之長度，進

而影響力矩之大小。當增加膝關節彎曲－伸展動作的

速度時，於伸展階段所產生之最大力矩最適位置，會

越接近 60 度角的位置 (Osterning at et, 1986)。膝部收

縮之相關研究指出，膝關節於 90 度角時，有較大的作

功量 (Logan & Mckinney, 1973)。此外，由基礎力學的

觀點知道，力矩＝力量×力臂長，在生物體機制中，

即為肌肉收縮產生的力量與肌肉在骨骼上之附著點到

活動關節的垂直距離，因此，肌肉力量與力臂是影響

力矩大小的兩大要素。進一步由幾何觀點來看，力臂

大小主要會受施力方向與施力點所影響，換言之，在

生物體機制不同的關節活動角度會改變施力方向進而

影響力臂長（Hall, 2007）。研究便指出動作過程中可

形成之力矩值會受關節角度所影響 (Thorstensso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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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76；李水碧，1996)。 

衝量 (impulse) 為外力 (F) 與動作時間 (t) 的

乘積，其單位為 N×s。由動量－衝量原理得知，物體

速度的改變會受作用在物體上力的大小與力的作用時

間所影響，因此，研究指出，衝量與發力率、作用力

的大小及力量的作用時間等因素有關 (Hall, 2007；劉

宇、江界山、陳重佑，1996；劉宇 2000a,b)。在運動

過程中，速度是影響運動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得到較大的衝量必將增進運動表現（劉宇，2000a,b）。

故，在跳躍過程中增加衝量的累積，可得到較大的動

量變化，進而產生較佳的跳躍表現，所以，在跳躍動

作的蹬伸階段時，地面反作用力與動作時間所形成的

衝量越大，則對於運動表現的增進，亦是較佳。

Ugrinowitsch 等（2007）比較運動選手、業餘運動員

及一般運動者間運動表現的研究指出，運動選手因在

動作過程中獲得較多的衝量值，故其跳躍表現也是較

佳 的 。 亦 有 研 究 指 出 ， 跑 步  (Farley &Gonzalez, 

1996) 、不同高台著地反彈跳 (drop jump) (Walsh, 

Arampatzia, Schsde, & Bruggemann, 2004) 及單腳水平

跳著地 (single-leg hop) (Van der Harst, Gokeler, & Hof, 

2007) 之相關研究也指出，衝量值與運動表現存有相

當大的相關性。由於力量與時間的積分可求得衝量

值，據此，跳躍過程中，蹬伸期的地面反作用力與蹬

伸作用時間是影響跳躍的重要因素，若蹬伸過程中，

獲得較大的地面反作用力，或者有較長的蹬伸動作時

間，皆可增加衝量的累積，形成較大的動量改變，進

而獲得較高的跳躍高度。 

而關節角度會影響力量之形成，其因素有二，其

一為關節角度的不同會形成不同的肌肉長度，進而影

響肌肉力量之形成；另一為，當關節角度改變時肌肉

收縮所形成的施力方向隨之改變，進而改變力臂長度

（曹昭懿、賴金鑫，1990；杜宜憲、陳五洲，2008）。

有學者於不同背景受試者的實際跳躍測驗研究中指

出，無運動背景者膝關節於 43 度～57 度會有最佳跳

躍表現，而排球選手之膝關節角度約 90 度（張至滿，

1970；蔡崇濱，1987）。然而這些研究皆是含有反向動

作之下蹲跳 (countermovement jump) 動作，此反向動

作過程中，能產生「牽張－收縮循環效應  (stretch 

shortening cycle, SSC)」來增加跳躍表現。而 SJ 亦常

被作為下肢動態爆發力檢測之重要指標，其動作為，

人體先以蹲姿預備，此時因下肢肌群會在離心收縮後

靜止一段時間，故肌肉執行等長收縮，待聞起跳指令

後，不再做任何下蹲動作即進行蹬伸向上垂直跳起，

此時作用肌群作一向心收縮（洪彰岑、莊榮仁、劉宇，

1997），因此，SJ 動作中，跳躍表現的肌力來源主要

來自於下肢肌群的向心收縮（劉宇，2000a）。故透過

SJ 動作的檢測，可反應下肢在向心收縮時肌力表現

（姬榮軍、李宜芳、劉宇、黃長福，2002)。 

然而，過去研究並未指出在 SJ 動作中，膝關節

預蹲角度的改變是否會影響下肢力量與動作時間，以

及對於實際跳躍表現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不同

膝關節預蹲角度的 SJ 動作之蹬伸階段進行生物力學

特性與跳躍表現的探討。透過上述之探討與分析，以

作為相關教學過程、訓練內容或動作調整之參考。 

 

貳、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為無參與任何校隊訓練之東華大學體育

系男生 20 名。實驗流程前置作業方面，先建立受試者

基本資料並說明實驗目的與流程，之後進行熱身與實

驗動作練習並填寫自覺量表。完畢後先講解實驗流程

並簽署受測者同意書，再依 Dempster (1955)提出之人

體肢段參數為依據，黏貼關節點於右側之髖、膝、踝

關節處（如圖一）。 

實驗步驟讓受測者立於測力板上且作插腰半蹲

姿勢預備，利用自制關節角度器測量膝關節彎曲角度

達測驗之夾角後，依指示口令執行 SJ 跳躍動作。每位

受試者從下蹲指令開始計算，5 秒內必須開始執行向

上蹬伸，若計時員發現下蹲至測驗角度超過 5 秒時，

必須立即提醒並經休息後再重新開始。於實驗過程

中，為排除疲勞與學習等因素之影響，分為五日測驗，

每日僅測驗一種角度，並利用平衡消去法分組(5×4)，

每組四人，共五組，每組每日所接受測驗的角度皆不

相同。一種角度皆完成測驗 3 次，每次中間間隔 30

秒休息與運動填寫自覺量表，完成 3 次測驗者則做休

息，直到其餘受測者皆完成同一角度測驗後，在接續

下一個角度測驗。若連續 3 次跳躍測驗皆失敗，則休

息至下一位受測者測驗結束再做測驗。實驗過程中，

若受試者對於某角度時自覺表現不佳，且於自覺量表

上自評成績較低時，可待全部受測者完成全部測驗

後，再進行額外的測驗。 
本實驗使用儀器為三軸測力板(AMTI，1200Hz)

一塊 、高速攝影機一部 (MegaSpeed，120Hz)、自製

關節角度器一組、同步器、放大器與訊號接收器各一

部。資料選取方面，先以跳躍高度為最高之資料進行

分析，若高度相同，則以地面反作用力之最大值為次

選擇依據，若資料數值再相同，則以受測者自覺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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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填寫分數較高的分數為主要分析資料之依據。利用

高速攝影機與測力板收集受測者於動作過程之相關資

料，並將收集之影像透過動作分析軟體(Kown 3D)點

選髖、膝、踝關節，藉此求得受測者實際執行之膝關

節角度，利用Kown GRF所蒐集之資料來計算與定義

生物力學相關參數。 

 

 

 

 

 

 

 

 

 

 

 

圖 一、膝關節角度定義圖 
 

資料分析在不同預蹲姿勢依據SJ動作特性，受測

者需先執行蹲姿準備動作，其髖、膝、踝關節所形成

的五種不同關節夾角 (50°、70°、90°、110°、130°) 為

預蹲姿勢。動作時間：以測力板曲線判斷，蹬伸動作

開始至離地瞬間之間隔時間，即為動作時間。最大垂

直地面反作用力：蹬伸動作開始至離地瞬間，此期間

垂直地面反作用力之最大值。並將地面反作用力值除

以受測者自身體重 (N) 進行標準化處理，故單位為

BW。離地高度：以測力板曲線判斷離地時間，將離

地到最高點所需時間，帶入算式：V=V0+at，此為離

心瞬間重心初速度。再帶入公式：S=V0t + 1/2at2，即

得離地高度S。垂直衝量：將標準化垂直地面反作用

力值減去體重後求得動作期間的垂直衝量。最大爆發

力：公式：P=F*V，F為標準化地面反作用力值減去體

重，乘以每個區間測得的重心速度V，再從中取得最

大值。快速肌力指數：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值減去

體重後除以時間，此所指時間為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

力出現時間減去動作開始的時間。30毫秒內初始發力

率：將蹬伸期初始30毫秒之標準化的最大垂直地面反

作用力值減去體重後，再除以30毫秒。統計處理以

SPSS for Windows 12.0版套裝軟體依研究目的，以重

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 進行不

同角度間，各生物力學參數之差異性考驗，若交互作

用達顯著，再以杜凱式HSD法進行事後比較；並利用

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角度與各生物力學參數間之相

關係數，並設定α=.05為顯著水準進行統計考驗。 

 

參、結果與討論 

實驗中受試者於各操弄角度中實際執行之膝關節

預蹲角度呈現於表一，圖二為膝關節於不同預蹲角度

下，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形成狀況。 

 

表一、實際膝關節預蹲角度 

實驗角度 50 度 70 度 90 度 110 度 130 度 

實際角度 
49.70 

± 2.74 

68.80 

± 2.98 

89.20 

± 3.58 

108.70 

± 3.48 

128.10 

± 2.47 

 

 

 

 

 

 

 

 

 

 

圖二、膝關節不同預蹲角度下時間－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圖 

 

研究結果顯示（如表二），跳躍高度隨膝關節預蹲

角度增大而降低，各角度間皆達顯著差異 (p＜.05)。

動作期間之垂直衝量於膝關節預蹲角度達 110 度後，

開始下降 (p＜.05)。動作時間(Ttotal)  隨膝關節預蹲

角度增大而降低，各角度間皆達顯著差異 (p＜.05)。

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GRFmax)隨角度增大而明顯

增加；快速肌力指數 (SSI) 方面，從 70 度開始隨著

膝關節預蹲角度的增大而明顯增加，各角度間皆達顯

著差異 (p＜.05)；30 毫秒初始發力率 (RFD30)從 90

度開始隨著膝關節預蹲角度的增大顯著的增大  (p

＜.05)。最大爆發力  (Pmax)從 90 度開始隨著膝關節

預蹲角度的增加而增大 (p＜.05)，但 110 度 130 度間

未達顯著差異 (p＞.05)。由膝關節預蹲角度與各運動

生物力學參數間的相關係數（表三）可知，最大地面

反作用力、快速肌力指數、30 毫秒內初始發力率與最

大爆發力皆與角度成正相關(p＜.05)。而跳躍高度垂直 

膝關節 

髖關節 

踝關節 

膝關節角度 

 

力

量

(N)

時間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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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膝關節預蹲角度與各參數相關係數 

 跳躍高度 

(m) 

垂直衝量 

(N‧s) 

Ttotal 

(s) 

GRFmax 

(BW) 

SSI 

(BW) 

RFD30 

(BW/s) 

Pmax 

(BW*m/s)

預蹲角度 -0.80＊ -0.48＊ -0.86＊ 0.88＊ 0.82＊ 0.58＊ 0.64＊ 

*：p＜.05 

 

衝量與動作時間與下蹲預備角度成負相關 (p＜.05)。

以動量的原理可知，跳躍表現乃受蹬伸期間之衝量所

影響，研究結果顯示，SJ 動作期間之垂直衝量隨膝關

節角度增大有減小的趨勢，尤其是在膝關節預蹲角度

達 110 度後，開始達顯著的差異。在跳躍高度的表現

上亦與垂直衝量的結果相呼應，SJ 動作預備時採愈大

的膝關節角度，跳躍高度的表現愈差。相關結果亦顯

示膝關節預蹲角度與垂直衝量及跳躍高度皆呈現負相

關，換言之，在 SJ 動作中膝關節採較大的預蹲角度並

不利於衝量的累積，故降低了跳躍的表現。而由衝量

之力學觀念知道，動作期間之力量與力量之作用時間

是影響衝量累積的兩大要素（劉宇 2000a；2000b），

故本研究將進一步針對不同的膝關節預蹲角度對動作

力量與動作時間的影響進行探討，以釐清其對動作表

現之影響因素。 

在動作過程中愈快形成最大力量愈有利於衝量的

累積（Jenq-Dong Lin 等, 2008；林政東、陳全壽、劉

宇、趙竣郁，2000；林政東、劉宇、呂進宏，2000），

此外，力量產生的速度亦是影響爆發力的要素。因此，

快速肌力指數、30 毫秒初始發力率以及最大爆發力皆

是與動作表現相關的要素（王令儀，2008）。研究結果

顯示快速肌力指數隨著膝關節預蹲角度的增大而增

加，膝節預蹲角度增大至 90 度後，30 毫秒初始發力

率與最大爆發力開始增大，此外，角度與此些參數間

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以此推論，愈大的預蹲角度可

使力量產生的速度愈快，若採小於 90 度的膝關節預蹲

角度便不利於力量的快速形成，過去研究亦提及，運

動員若能使其在動作時間中產生較大的力量，便能形

成較大的加速能力以增大速度變化，有利於運動表現 

(Andersen & Aagaard, 2005) 。 

然而，採較小的膝關節預蹲角度可形成較長的蹬

伸動間，此應是因膝關節預蹲角度較小時可增大動作

期間膝關節蹬伸的活動範圍，進而增大了動作時間。

過去於不同下蹲深度的下蹲跳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之相關研究亦顯示，深蹲 CMJ 動作幅度

較淺蹲 CMJ 大，故會形成較長的動作時間 (Lin 等, 

2008; 林政東、陳全壽、劉宇、趙竣郁，2000)。而時

間是形成衝量累積的另一要素，較長的動作時間有利

於重量的累積，本研究結果便顯示，較小的膝關節預

蹲角度可形成較長的動作時間，因此產生較大的衝量

累積，故跳躍表現較佳。 

綜合本研究結果，發現在不同預蹲姿勢 SJ 動作

中，雖然與動作力量有關之生物力學參數會隨著膝關

節預蹲角度的增加而增大，但是較小的膝關節預蹲角

度卻可增長力量的作用時間。因此，不同的動作技術

對衝量累積的優劣各有影響，而最終由垂直衝量與跳

躍高度之結果發現，在 SJ 動作中採較小的膝關節預蹲

角度以增大動作時間是提升跳躍表現主要因素，採較

大的膝關節預蹲角度雖可增大動作力量，但相對帶來

動作時間的縮短反不利於衝量的累積。 

此結果與過去透過不同下蹲身度之 CMJ 動作研

究中發現，深蹲 CMJ 動作因下蹲時間拉長，使離心至

向心收縮轉換時間（即偶聯時間）變長，因此深蹲跳

所形成的蹬伸力量較淺蹲 CMJ 小，這與本研究結果相

似，但深蹲 CMJ 動作雖可形成較長的蹬伸動作時間，

表二、膝關節不同預蹲角度進行 SJ 動作蹬升期各運動生物力學參數 

預蹲角度 50 度 70 度 90 度 110 度 130 度 

跳躍高度 (m) 0.42 ± 0.04 
b.c.d.e. 

0.40 ± 0.05 
a.c.d.e. 

0.37 ± 0.05 
a.b.d.e. 

0.30 ± 0.06 
a.b.c.e. 

0.20 ± 0.06 
a.b.c.d. 

垂直衝量 (N‧s) 0.31 ± 0.13 
d.e. 

0.28 ± 0.07 
d.e. 

0.27 ± 0.02 
d.e. 

0.24 ± 0.03 
a.b.c.e. 

0.20 ± 0.03 
a.b.c.d. 

Ttotal (s) 
0.43 ± 0.04 

b.c.d.e. 
0.39 ± 0.05 

a.c.d.e. 
0.30 ± 0.05 

a.b.d.e. 
0.24 ± 0.04 

a.b.c.e. 
0.19 ± 0.03 

a.b.c.d. 

GRFmax (BW) 
2.26 ± 0.12 

b.c.d.e. 
2.42 ± 0.2 

a.c.d.e. 
2.81 ± 0.29 

a.b.d.e. 
3.30 ± 0.29 

a.b.c.e. 
3.52 ± 0.36 

a.b.c.d. 

SSI (BW) 
4.07 ± 2.21 

b.c.d.e. 
1.42 ± 0.20 

a.c.d.e. 
9.64 ± 3.46 

a.b.d.e. 
16.64 ± 5.28 

a.b.c.e. 
24.54 ± 8.33 

a.b.c.d. 

RFD30 (BW/s) 
142.23 ± 81.12 

d.e 
115.71 ± 91.21 

c.d.e. 
197.6 ± 155.93 

b.d.e. 
312.63 ± 234.99 

a.b.c.e. 
632.91 ± 385.57 

a.b.c.d. 

Pmax (BW*m/s) 
21.48 ± 5.06 

c.d.e. 
23.65 ± 5.03 

c.d.e. 
29.33 ± 7.9 

a.b.d.e. 
35.89 ± 8.5 

a.b.c. 
40.48 ± 13.39 

a.b.c. 

註：a.與 50 度間有顯著差異；b.與 70 度間有顯著差異；c.與 90 度間有顯著差異；d.與 110 度間有顯著差異；e.與 130 度間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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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 CMJ 動作的模式下，主要影響衝量值之因素卻為

力量 (Lin 等, 2008; 林政東、陳全壽、劉宇、趙竣郁，

2000) 。 以 此 推 論 ， 一 個 具 有 伸 張 － 收 縮 循 環 

(stretch-shortening-cycle, SSC) 的動作中，力量的增大

較動作時間的延長更有利於動作的表現，但在一個沒

有 SSC 的動作中，卻是相反的，透過動作技術的改變

增長動作時間反較增大動作力量更有利於動作的表

現。 

 

伍、結論與建議 

SJ 不同的膝關節預蹲角度會影響跳躍表現，較小

的膝關節預蹲角度可增大動作時間，提升衝量之累

積，進而增加跳躍高度。此外，膝關節預蹲角度會影

響 SJ 動作中下肢肌力的產生，較大的膝關預蹲角度可

提升 SJ 動作期間下肢最大肌力的產生，並可增快肌肉

力量的形成，此特性有利於動作時間短、具爆發力的

動作特性需求。而此結果可提供 SJ 動作技術與運動訓

練為參考。此外，本研究結果未來期望可進一步搭配

運動學、動力學逆過程與肌電等現象，進行深入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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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two major factors of influencing movement performance are strength and 
movement time. Different joint angles would lead to different muscle lengths and force directions, 
and then change the production of strength. In addition, the change of the movement pattern will 
influence the movement time. S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quat 
jumps (SJ) at different knee starting angles on the strength, movement time and performance. 
Methods: Twenty male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Dong Hwa 
University were recruited and they were required to perform SJ tasks at five knee starting angles 
(angles: 50°, 70°, 90°, 110°, and 130°). Data was obtained with synchronization using a MegaSpeed 
high-speed cinecamera and three axle force plates of AMTI. The image and ground reacting force 
data were processed with Kown software. The repeated measures of One-way ANOVA analyzing 
statistics test for relationship parameter of biomechanics was obtained. We made comparisons 
among five knee starting angles on parameters of lower-limb strength, movement time, and 
movement performance. The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prob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gles and parameter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α=.05. Results: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knee starting angles, the jump height, movement time and impulse had the 
tendency to decrease whereas the peak ground reaction force (PRFD), power, and explosive force 
had the tendency to increase. The knee starting angle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jump height, movement time and impulse; but it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ak ground reacting force (PRFD), power, and explosive force.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knee starting angles could influence 
the jumping performance. The smaller angle could lead to longer movement time which was in 
favor of impulse accumulation and could help to perform the squat jump better; whereas, the bigger 
angle could help to produce greater strength during squat jump. 
 
Key words: squat jump, ground reaction force, impulse, strength 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