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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探讨排球踏并跳动作中，先行脚与跟随脚之运动学与动力学现象的差异，以提供教学与训练一参考之

依据。方法：以 11 名国立东华大学排球特优级选手为受试对象进行踏并跳动作，以一台 MegaSpeed 高速摄

影机(120Hz)及 AMTI 三轴测力板(1200Hz)同步撷取跳跃过程中下肢运动学与动力学数据。以相依样本 t-test

检验踏并跳先行脚与跟随脚之运动生物力学特性的差异。结果：相较于踏并跳跟随脚，先行脚有较长的下蹲

期与制动期时间。在关节屈曲角位移方面，先行脚的膝与髋关节皆大于跟随脚；关节蹬伸角位移方面，先行

脚之踝、膝与髋关节皆大于跟随脚。动力学之结果发现，先行脚较跟随脚产生较大的标准化总冲量值，在蹬

伸期跟随脚较先行脚产生较大的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且峰值出现的时间亦较早，而跟随脚产生的快速肌

力指数(speed strength index, SSI)也较先行脚大。结论与建议：踏并跳是一非双边对称之动作技术，先行脚具

较慢的下蹲与制动，故牵张反射与弹性能再利用效果不大，其技术上或许是产生较大的向心收缩力量之能力

更重于牵张反射肌力与爆发力，其可藉由不具 SSC 之动作进行训练，如蹲踞跳。而跟随脚之动作则为一快速

制动蹬伸的浅蹲跳动作，牵张反射肌力与爆发力之特性对跟随脚之动作技术尤其重要，其可藉由具 SSC 之动

作进行训练，如增强式训练。 

 

关键词：先行脚、跟随脚、关节角度、冲量、肌力 

 

 

壹、 绪论 

良好的跳跃能力是排球运动中重要的动作要素，

例如跳跃发球、跳跃杀球与拦网等动作，在运动技术

上区分为助跑期、起跳期、空中期以及着地期(张木

山，1997)。在排球运动的跳跃技术又因起跳期动作

的差异可区分为踏并跳 (step-close jump)与并腿跳 

(hop jump)(图一)。两种跳跃技术相异之处在于，在并

腿跳动作的起跳期是以双脚同时接触地面而同时蹬

地跳起且同时离地；而踏并跳动作却是先有先行脚

(lead leg)接触地面，而另一跟随脚(trail leg)才跟进踏

并，最后两脚才同时蹬地跳起再同时离地(Coutts, 

1982)。由此可知，踏并跳的动作在着地期并非一双

边对称的动作型态，在观察国内 97 学年度大专排球

男子与女子组特优级预赛中发现，其选手皆使用踏并

跳的方式进行攻击，而过去关于排球跳跃动作踏并跳

的研究中，仅针对踏并跳与并腿跳之动作进行比较，

并未清楚的说明踏并跳动作中先行脚与跟随脚分别

之运动特性。 

 

 
图一、并腿跳动作与踏并跳动作 

 
跳 跃 动 作 效 益 是 以 肌 肉 的 牵 张 － 收 缩 循 环 

(stretch-shortening-cycle, SSC)为其基础原理，亦是跳

跃动作中重要的生物力学要素，其为人体在活动时，

肌肉先有一预先伸张(pre-stretch)的离心收缩之后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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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产生向心收缩的活动方式，藉此形成牵张反射 

(stretch reflex)刺激与弹性能的储存与再利用(storage 

and reutilization of elastic energy)，以增进腿部蹬伸之

力量，提升跳跃表现(Bobbert, Gerritsen, Litjens, & Van 

Soest, 1996)。过去研究证实，肌肉有预先伸张的下蹲

跳(countermovement jump, CMJ)，其跳跃高度高于没

有预先伸张的蹲踞跳(squat jump, SJ)(Bobbert et al., 

1996; Lin, Liu, Lin, Tsai, & Chao, 2008)。若单纯由冲

量(impulse)的角度思考时，动作时间的增长可使力量

作用的时间较长，看似有利于冲量的累积，进而增大

跳跃表现。以肌肉效率的研究指出，较快的牵张速度

(stretch velocity)与较短的偶联时间(coupling time)，其

肌肉弹性能的储存与再利用的效果较好(Bosco, Komi 

& Ito, 1981; Bobbert, Hijing, & van Ingen Schenau, 

1987)，且较快的牵张速度亦能产生较大的牵张反射，

换言之，过慢的动作速度会使弹性能转换成热能消散

并降低牵张反射之效果(Lin et al., 2008)，因此降低了

SSC 动作之效益。在深蹲跳与浅蹲跳的研究比较发

现，浅蹲跳所花费的动作时间虽较短，但可以产生较

大的力量与爆发力，而深蹲跳动作由于下蹲的时间拉

长，使离心至向心收缩的转换时间(即偶联时间)变长，

深蹲跳所形成的蹬伸力量也随之较小 (Lin et al., 

2008)。过去各研究发现，踏倂跳所需的动作时间比

并腿跳长，故使其下肢所产生的最大地面反作用力较

小(Coutts, 1982; 黄国铨，2001)。换言之，由于人体

肌肉之特性使得 SSC 动作中，影响冲量累积的两大要

素，力量与时间，彼此互为消长关系，动作时间的延

长并不尽然有利于跳跃表现。 

如上述所言，起跳阶段透过 SSC 动作之效益可增

大蹬伸力量，有利于冲量的累积，故为提升运动表现

之要素，而着地期之动作时间与特性是影响 SSC 效益

之一，过去研究支持了在踏并跳动作过程，先行脚着

地后，因需等待跟随脚的踏入，使其有较长的动作时

间(Coutts, 1982)。但是踏并跳之先行脚与跟随脚在动

作时间上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下肢参与跳跃之动作型

态？进而形成不同的 SSC 之效益与技术特性，值得进

一步探讨，以便对动作技术之特性有更清楚的认知。

因此，研究目的在探讨踏并跳动作中，先行脚与跟随

脚两者在着地阶段之运动学与动力学现象的差异，期

可透过动作时间、下肢节角运动，以及地面反作用力

等运动生物力学特性。针对下肢非双边对称之动作有

一更清楚的了解，以提供教学与训练一参考之依据。 

 

贰、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 11 名国立东华大学大专男子排球特优级选手

为研究对象，其中惯用手左手者 2 名，惯用手右手者

9 名，年龄 19.1±3.3 岁、身高 183.5±3.9 公分、体重

79.6±11.1 公斤、运动经历 9.8±1.5 年，受试者在过去

三个月内下肢无发生过重大伤害，且每周有三次、每

次 2 至 3 小时之专业训练。 

二、研究工具与场地布置 

本研究中以 10 块长 1.5 公尺、宽 1.5 公尺、高 0.1

公尺的木板组合成一总长 7.5 公尺之助跑道，将一块

三轴测力板(AMTI，型号 BP600900，1200Hz)以内嵌

式架设于跑道 4.5 尺处(图二)，并与一台架设于受试

者正侧方之高速摄影机(MegaSpeed，120Hz)同步撷取

矢状面之影像。并拍摄一长、宽各 1.5 公尺的比例板。 

 
图二、场地布置图 

 

三、实验步骤 

实验开始前依照 Dempster 人体肢段参数之定义

(Winter, 2005)，在受试者的身体两侧黏贴数据处理所

需之十六个标示点：肩关节、尺骨茎突、腕关节、手

指、大转子、膝关节、胫骨外踝、第五跖趾趾跟。并

请受试者进行约十分钟的热身活动与实验动作练习。

本实验测试之动作为排球三步助跑踏并跳，并撷取助

跑最后一步着地阶段先行脚与跟随脚之运动学影像

与地面反作用力参数进行分析。因受限于设备中仅有

单块测力板，故在测试时，先行脚与跟随脚之实验数

据需分开撷取，而受试者分别于两种数据撷取中各进

行五次的踏并跳，并各取五次跳跃中跳跃高度最高之

该次表现进行结果之分析。为使其动作自然顺畅，动

作过程中，双手摆动方式与实际比赛时的攻击动作相

同，其攻击位置设定为排球场上四号位置的长攻。测

验过程中以口头方式提醒受试者尽可能的向上跳跃，

且跳跃动作结束后之着地点需于测力板上。 

空间坐标

同步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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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处理与分析： 

利用动作分析软件(Kwon3D，3.0)，点取 2D 影像

中人体关节共十六个标志点，依比例板做一线性转换

求得实际值，以进一步获得所需之运动学参数，修匀

之方式为 Butterworth 四次滤波，撷取频率为 6Hz。并

以动作分析软件搜集与分析(Kwon GRF)着地期间水

平与垂直方向之地面反作用力值。检验踏并跳动作期

间先行脚与跟随脚以相依样本 t-test 考验差异，统计

显著水平订为 α＝0.05。实验操作性定义在踏并跳从

起跳期是先行脚先接触地面，而后跟随脚才跟进踏

并，最后双脚同时蹬地跳起的起跳方式(Coutts, 1982)。

动作时间以观察起跳脚接触测力板瞬间地面反作用

力大于 10N 至该脚离开测力板瞬间，此期间又可区分

为下蹲期(着地瞬间至重心加速度由负转正瞬间)、制

动期(重心速度由负转正值瞬间至重心最低点瞬间)、

蹬伸期(重心最低点瞬间至离地瞬间之期间(王令仪、

林德嘉、黄长福、黄国诠，2002；王令仪，2008)。

快速肌力指数：指蹬伸期最大力量与其产生的时间所

成的比例(王令仪，2008；刘宇，2000)。蹬伸期垂直

冲量是重心最低点瞬间至离地瞬间期间，其垂直力量

与时间乘积的总和(王令仪，2008)。关节屈曲角位移

自着地瞬间至重心最低点各关节角度变化量。关节蹬

伸角位移以重心最低点至离地瞬间各关节角度变化

量。标准化参数皆以体重百分比表示(单位:BW%)。 

 

参、结果与讨论 

在动作时间部分(表一)，踏并跳先行脚的总动作

时间明显长于跟随脚(p<.001)。而动作时间又分为下

蹲期、制动期与蹬伸期，结果显示先行脚下蹲期与制

动期的时间显著长于跟随脚(p<.001, p<.001)，但蹬伸

期的时间两者并无显著差异(p=.447)。本研究并将下

蹲期、制动期与蹬伸期以总动作时间进行百分比处理

后比较发现，先行脚下蹲期与制动期的动作百分比时

间高于跟随脚(p<.001, p<.001)，而蹬伸期的动作百分

比时间则为跟随脚长于先行脚(p<.001)。 

在关节角度方面(表二)，先行脚着地瞬间的膝与

髋关节角度皆大于跟随脚(p<.001)，但踝关节角度并

无显著差异(p=.083)。跟随脚的踝与膝关节的最大屈

曲角度皆大于先行脚(p=.020, p=.002)，而髋关节最大

屈曲角度并无显著差异(p=.056)。在关节屈曲角位移

中，先行脚的膝与髋关节角位移大于跟随脚(p<.001)，

而踝关节并无显著差异(p=0.315)。离地瞬间角度，先

行脚之髋关节大于跟随脚(p=.031)，而踝与膝关节并

无显著差异(p=.748, p=.796)。先行脚之踝、膝与髋关

节蹬伸角位移皆大于跟随脚(p=.006, p=.001, p=.003)。 

 
表一  踏并跳先行脚与跟随脚之动作时间(sec) 

 踏并跳先行脚 踏并跳跟随脚 p 值 

总动作时间 0.35±0.03 0.21±0.03 <.001＊ 

下蹲期动作时间 0.04±0.02 0.00±0.00 <.001＊ 

制动期动作时间 0.12±0.02 0.03±0.03 <.001＊ 

蹬伸期动作时间 0.19±0.01 0.19±0.02 .447 

下蹲期动作时间百分比 11.00±5.61 0.00±0.00 <.001＊ 

制动期动作时间百分比 31.59±4.01 13.19±14.41 <.001＊ 

蹬伸期动作时间百分比 55.06±3.28 90.32±9.55 <.001＊ 

注：
＊
表示踏并跳先行脚与跟随脚两动作间达显著差异，p<.05。 

 
表二  踏并跳先行脚与跟随脚下肢关节角度(deg)与角位移(deg) 

 踏并跳先行脚 踏并跳跟随脚 p 值 

着地瞬间踝关节角度 112.12±5.09 121.06±14.39 .083 

着地瞬间膝关节角度 156.82±3.70 125.56±15.61 <.001＊ 

着地瞬间髋关节角度 117.86±6.23 100.76±8.50 <.001＊ 

踝关节最大屈曲角度 98.90±5.04 110.98±16.84 .020＊ 

膝关节最大屈曲角度 92.30±7.67 112.62±17.88 .002＊ 

髋关节最大屈曲角度 97.12±5.35 100.76±8.50 .056 

踝关节屈曲角位移 13.21±5.25 10.09±7.28 .315 

膝关节屈曲角位移 64.52±8.46 12.94±8.64 <.001＊ 

髋关节屈曲角位移 20.74±5.88 0.00±0.00 <.001＊ 

离地瞬间踝关节角度 148.90±5.44 147.99±9.00 .748 

离地瞬间膝关节角度 163.13±3.47 162.65±6.54 .796 

离地瞬间髋关节角度 176.4±4.50 170.37±10.11 .031＊ 

踝关节蹬伸角位移 50.00±4.97 37.01±12.07 .006＊ 

膝关节蹬伸角位移 70.83±7.08 50.03±14.47 .001＊ 

髋关节蹬伸角位移 79.29±7.13 69.61±11.66 .003＊ 

注：
＊
表示踏并跳先行脚与跟随脚两动作间达显著差异，p<.05。 

 

表三 踏并跳先行脚与跟随脚参数(BW%) 

 
踏并跳 

先行脚 

踏并跳 

跟随脚 
p 值 

标准化垂直总冲量 4.92±0.32 2.89±0.22 <.001＊ 

标准化下蹲期垂直冲量 0.44±0.21 0.00±0.00 <.001＊ 

标准化制动期垂直冲量 2.06±0.23 0.21±0.25 <.001＊ 

标准化蹬伸期垂直冲量 2.42±0.22 2.68±0.23 .011＊ 

标准化水平总冲量 -1.22±0.20 -1.16±0.20 .504 

标准化下蹲期水平冲量 -0.13±0.09 0.00±0.00 .001＊ 

标准化制动期水平冲量 -0.70±0.10 -0.04±0.02 <.001＊ 

标准化蹬伸期水平冲量 -0.40±0.13 -1.10±0.23 <.001＊ 

标准化蹬伸期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 1.65±0.12 2.12±0.45 .002＊ 

蹬伸期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力出现时

间(秒) 
0.23±0.04 0.11±0.03 .001＊ 

快速肌力指数 7.23±1.37 21.05±10.72 .001＊ 

注：
＊
表示踏并跳先行脚与跟随脚两动作间达显著差异，p<.05。 

 

动力学之结果方面(表三)，先行脚较跟随脚产生

较大的标准化垂直冲量值(p<.001)。先行脚有较跟随

脚 大 的 标 准 化 下 蹲 与 制 动 期 垂 直 冲 量 (p<.001, 

p<.001)，蹬伸期跟随脚产生较先行脚大的标准化垂直

冲量 (P=.011)。标准化水平总冲量先行脚与跟随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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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间并无显著差异(p=.504)，而先行脚的标准化下蹲

与制动期水平冲量皆大于跟随脚(p=.001, p<.001)，跟

随脚在蹬伸期产生较先行脚大的水平冲量(p<.001)。

蹬伸期跟随脚较先行脚产生较大的最大垂直地面反

作用力 (p=.002)，踏并跳跟随脚产生最大垂直地面反

作用力的时间较先行脚早(p<.001)，而跟随脚产生的

快速肌力指数较先行脚大(p=.001)。 

踏并跳有一先行脚踩入后，等待跟随脚的踏入，

最后才同时向上蹬伸跃起，此非双边对称动作技术会

使得参与跳跃动作的两脚分别形成不同的动作特性。

在总动作时间方面，因踏并跳先行脚先踏入后需等待

跟随脚的踏并，故使其有较长的动作时间，其动作特

性为：着地后先有一主动下蹲之动作，接着进行离心

制动，最后朝上蹬伸。而踏并跳跟随脚因踩入后立即

做蹬伸动作，故动作特性为：着地后并无一主动下蹲

之动作，脚触地后就立即进行离心制动，接着便朝上

蹬伸。将下蹲期、制动期与蹬伸期之时间进行百分比

处理后可更清楚的看出其动作之特性，跟随脚的蹬伸

期占了总动作时间的 90.3％，故知蹬伸为其主要动

作；而先行脚因等待跟随脚，故其着地期较长且其中

又以较长的制动时间为分配。由两脚蹬伸期时间一致

的结果可知，先行脚与跟随脚动作时间之差异主要在

下蹲与制动阶段，最后两脚同时进行蹬伸动作。 

研究进一步透过下肢关节之角运动现象比较先

行脚与跟随脚动作技术之差异得知，因踏并跳先行脚

在着地后需等待跟随脚的踏入，而在等待过程中先行

脚仍继续屈曲，故着地瞬间先行脚的髋与膝关节较为

挺直，且着地期间有较大的屈曲角位移。而跟随脚在

踏入时，因先行脚已进行一段时间的屈曲，且跟随脚

踩入后则立即进行蹬伸动作，故其在着地期间并无太

多的屈曲行为，尤其是髋关节。在最大屈曲角度方面，

踏并跳跟随脚踝与膝关节最大屈曲时的角度大于先

行脚，形成此差异的原因应是排球踏并跳动作中，跟

随脚之着地位置在先行脚之前方，而非左右平行对称

之动作位置，且此差异亦为离地瞬间先行脚之髋关节

角度大于跟随脚之原因。离地瞬间先行脚与跟随脚之

踝与膝关节角度是相似的，此结果与胡林焕(2003)(右

髋：164.4 度，右膝：160.2 度，右踝：127.9 度，左

髋：171.2 度，左膝：169.2 度，左踝：134.8 度)及 

Coleman 等人(右髋：160 度，右膝：168 度，右踝：

133 度，左髋：167 度，左膝：174 度，左踝：136 度)

的研究相似。而最大屈曲与离地瞬间动作的差异形成

不同的关节蹬伸角位移，研究结果显示跟随脚的踝、

膝与髋的关节蹬伸角位移皆较先行脚小，显示跟随脚

在蹬伸阶段中，其角度之变化较少。 

过去研究指出，人体之肌肉肌腱透过 SSC 动作的

预先伸张会获得弹性能的储存再利用与伸张反射机

制两优势，以此可增大肌肉参与收缩的力量，有利于

运动表现(Komi & Bosco，1978; Bobbert, Gerritsen, 

Litjens, & van Soest，1996)。又由 Hill 肌肉模型的概

念知道，肌肉收缩的速度、弹性体变化的长度会影响

肌肉力量的产生(Nigg & Herzog, 2007)。过去研究便

指出，较快的牵张速度可使偶联时间(coupling time) 

愈短，故有较佳的肌肉弹性能使用，当肌肉由离心转

换至向心收缩的时间过长时，所储存的弹性能会转变

成热能消失掉而无法在接下来的向心动作中偿还

(Asmussen & Bonde-Peterson, 1974; Bosco, Komi, & 

Ito, 1981; Bosco, Tarkka, & Komi, 1982)。此外，当牵

张时间与牵张幅度(stretch amplitude)过长时会使得肌

肉劲度下降，而此种劲度较低的肌肉弹簧并不利于肌

肉力量的形成，且弹性能的储存能力亦较差(Rack & 

Westury, 1974; Flitney & Hirst, 1978)。过去透过深蹲跳

与浅蹲跳的比较便发现浅蹲跳肌肉弹性能的储存与

再利用的效果会比深蹲跳更好，因其具有较快的牵张

速度、较短的偶连时间与较少的牵张幅度(Bobbert, 

Huijing, & van Ingen Schenau, 1987; Cavagna, Dusman, 

& Margarai, 1968)。以此，由本研究观察所得两脚动

作特性之差异可以推测，踏并跳跟随脚应具有较佳的

SSC 动作效益，因其着地后采快速的制动技术，而先

行脚因下蹲与制动期较长，故其 SSC 效益应较不明

显。且本研究蹬伸期动力学之相关结果亦与此相呼

应，跟随脚在蹬伸期可形成较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力

与垂直冲量。此外，此动作特性之差异亦使得动作期

间跟随脚的快速肌力指数较大，此在最短的时间内产

生 最 大 力 量 的 能 力 是 爆 发 力 之 特 性 (Issurin & 

Tenenbaum, 1999；刘宇，2000)。由上述特性可以推

知，在踏并跳动作中跟随脚之动作技术特性是需在短

时间产生较大的力量，即需较具爆发力，而先行脚却

是需要在较长的动作时间保持力量以形成较多冲量

的累积。 

本研究由于受限于实验室仅有一块测力板，故先

行脚与跟随脚之数据需分次撷取，而无法取同一次跳

跃中之先行脚与跟随脚进行比较，此为本研究之限

制。而以此不同时间收集的数据进行操作表现的差异

比较，或许并不尽理想，然本研究期可藉由两资料撷

取时之跳跃高度为一参考的依据，透过相依样本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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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撷取先行脚料时与撷取跟随脚资料时之踏并跳

跳跃高度并无显著差异(p>.05)，故本研究假设此两次

操作表现相似。并期望未来类似之研究可透过两块测

力板同时撷取数据。 

 

肆、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踏并跳是一非双边对称之动作技术，

此特性使得着地阶段两脚形成不同的下蹲与制动时

间，以及关节屈曲角位移，此差异使得跟随脚在蹬伸

期形成较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力与快速肌力指数。以

此，本研究认为排球踏并跳动作中先行脚与跟随脚其

肌力之需求不同，故建议在训练中应让先行脚与跟随

脚所着重的训练应有所差异。在动作过程中跟随脚因

其有快速的制动与较小的关节屈曲，故其所产生的垂

直地面反作用力较大，且时间较早出现，形成较大的

快速肌力指数，故推论牵张反射肌力与爆发力之特性

对跟随脚之动作技术尤其重要，其可藉由具 SSC 之动

作进行训练，如增强式训练；而先行脚因下蹲期与制

动动作时间较长的特性使其所产生的最大地面反作

用力较小，且出现的时间为较晚，因此有最小的快速

肌力指数，故先行脚必须要产生较大的向心收缩力量

之能力或许更重于牵张反射肌力与爆发力，故其在训

练中可辅以不具 SSC 之动作进行训练，如蹲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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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kinematic and kinetic 
properties between the lead leg and the trail leg during step-close jump. Methods: Eleven varsity 
volleyball player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and to perform step-close jump. Lower extremity 
kinematics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s during landing in step-close jump task were recorded by 
using the MegaSpeed camera and AMTI force plate synchronous.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repeated t-tes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lead leg and the trail 
leg. Results: Our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a longer squatting phase and a breaking phase are required 
for the lead leg in comparison to the trail leg. The angular displacement of flexion of the knee and 
the hip joints for the lead leg are greater than those for the trail leg. The trail leg not only generated 
greater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but also reached its peak value sooner than the lead leg during 
the extending phase. The speed strength index derived from the lead leg was higher than that from 
the trail leg. Conclusions: The step-close jump is an asymmetric technique for jumping, leading to 
distinct requirements for both legs in terms of movements and muscle strength. To be specific, the 
stretch reflex and reutilization of elastic energy matter l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lead leg required 
a longer squatting phase and breaking phase. Technically speaking, for the lead leg, the capability 
of producing concentric contraction was more relevant in this regard. Such capability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non-SSC movements such as squat jumps. On the contrary, the capabilities of 
generated stretch reflex and reutilized elastic energy were more important for the trail leg. Unlike 
the lead leg, these capabilities can be trained through SSC movements such as plyometric training. 
 
Key words: lead leg, trail leg, joint angle, impuls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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