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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為提供開發專門針對髖關節屈伸力量訓練器材所需之人因工程參數，本研究目的在比較髖關節在不同

角度屈伸之等長與等速力量，以及髖關節、膝關節與踝關節之水平與垂直位移、角度、角速度之差異。方法：

18 位健康年輕人為受試者，收集髖關節屈伸在 0°˚、90°˚、最大角度之等長力量，以及 60°˚/s 之等速力量，再以

動作分析系統收集髖關節屈伸連續動作之髖關節、膝關節與踝關節的水平與垂直位移、角度、角速度。結果：

髖關節屈曲在 90°˚顯著產生最大等長力量，而 60°˚/s 等速力量介於 87.30 N-m 至 157.93 N-m，產生角度介於 57.17o

至 73.83o；髖關節伸展之 60°˚/s 等速力量介於 41.60 N-m 至 57.68 N-m，產生角度介於 12.67o 至 33.00o。髖關節

屈曲之最大水平與垂直位移分別為 449.82 mm 與 505.93 mm，伸展之最大水平與垂直位移分別為 723.28 mm

與 683.04 mm。髖關節屈曲時各關節之最大角度為髖關節 84.34o、膝關節 88.54o、踝關節 100.15o，髖關節伸

展時各關節之最大角度為髖關節 133.35o、膝關節 154.27o、踝關節 110.64o，而平均角速度為髖關節 47.59o/s、

膝關節 62.29o/s，踝關節 9.73o/s。結論與建議：本研究得出髖關節之屈伸力量、動作軌跡與運動範圍，可分

別作為開發髖關節屈伸力量訓練器材所需之阻力範圍、滑軌形狀與機台尺寸。 

 

關鍵字：髂腰肌、等速力量、動作軌跡、運動器材 

 

壹、 緒論  
以雙腳步行是人類最常使用、但也是最複雜的動

作之一，藉由上肢與下肢的屈肌與伸肌間的共縮作用 
(co-activation) ，才能完成走路或跑步動作（王令儀，

2007）。跑步動作可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支撐期為足

部落地後至重心向前推進，接著推蹬期為支撐末期至

足部離開地面，最後恢復期為足部離開地面並向前準

備再次落地 (Hay, 1985) 。要順利完成一個跑步週

期，主要的動力來自於髖關節的屈曲與伸展二個動

作。屈髖時所使用的主要肌肉是由髂腰肌、腰大肌、

腰小肌組成，位於脊柱腰部二側和骨盆內，主要是用

於近端支撐及收縮時使髖關節屈曲。跑步時大腿能否

快速前擺並高抬，與髂腰肌收縮的速度及力量有很大

的相關性，要有更大幅度的腿擺動及更有力的支撐腿

蹬地才能完成起動步態（孟昭莉、宋航、元文學，

2010）。當二側髂腰肌同時收縮，使得軀幹前屈、骨

盆前傾，將移動中身體重心積極前送，以完成抬腿或

下壓動作。伸髖時所使用的主要肌肉是臀大肌，位於

骨盆後外側，主要是用於遠端支撐。 
現代人因工業與科技進步，已由「立式生活型態」

轉變為「坐式生活型態」（蕭淑芬，2002），或因工

作時間增加無法常常運動，造成下肢力量的下降。先

前研究指出，年紀的增加會使力量有明顯的退化 
(Borst, 2004; Cress et al., 2004) ，尤其是下肢力量 
(Bohannon, 1997; Shephard, Montelpare, Plyley, 
McCracken, & Goode, 1991; Vandervoort & Hayes, 
1989) 。若下肢力量不足對於一般人而言，會造成生

活上的不便，如上下樓梯等，均需要常常使用屈髖與

伸髖動作。就專業運動員而言，國際上短跑專家普遍

認為骨盆和大腿間的肌肉彈性和肌力平衡是提高短跑

速度和減少運動損傷危害的重要因素（金磊、劉宇、

魏書濤、鐘運建、李慶，2008），或可藉由訓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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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髖力量以增進運動員跑步及跳躍的運動表現

（Deane, Chow, Tillman, & Fournier, 2005; 唐瑞顯、黃
長福，2009; 唐瑞顯、黃長福，2010）。由此可知，
髖關節屈伸力量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但市面上並無

針對髖關節力量訓練所設計的專門訓練器材因此常常

會被忽略 (Deane et al., 2005) 。再者，要完成一個走
路或跑步週期，屈髖與伸髖的力量訓練同樣重要，若

能開發一台可以同時訓練屈髖與伸髖力量的訓練器

材，對一般人及運動員皆有所幫助。Winter (1990) 指
出在開發一台新的力量訓練器材前，需先針對該器材

訓練目的，以及相關的人體肌肉力量及動作範圍進行

分析，若能以動力學原理進行動作表現分析，可對實

際問題更加清楚。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比較髖關節

屈伸的屈髖與伸髖動作中，在不同角度之等長與等速

力量，以及髖關節、膝關節與踝關節之水平與垂直位

移、角度、角速度之差異，並以測得之肌肉力量、動

作軌跡與運動範圍，作為開發專門針對髂腰肌進行加

強訓練並適用於所有族群的單一髖關節力量訓練器材

所需之阻力範圍、滑軌形狀與機台尺寸等人因工程參

數。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運動俱樂部隨機選取 18位（男性 12位，

女性 6位）有經常從事運動訓練的健康年輕人參與測
試。受試者半年內無下肢神經肌肉及骨骼傷害，平均

年齡 21.67±2.57歲、平均身高 173.22±10.65公分、平
均體重 66.16±12.27公斤。 

本研究分為力量測試與動作測試二個部分，測試

動作分為屈髖與伸髖動作，在測試時雙手扶握支撐架

要求保持身體直立不得有前傾或後仰的動作。測試開

始前先向受試者說明測試流程並熟悉指定的測試動

作，再請受試者針對受測部位進行 5分鐘自主伸展與
充足熱身，等到受試者自覺可盡最大努力完成測試動

作後才開始測試。力量測試依順序包括等長力量、等

速力量，在測試時收集不同角度之最大等長力矩值、

最大等速力矩值與當時角度。動作測試時屈髖與伸髖

為連續不間斷的動作，收集全程的動作軌跡及範圍。

詳細測試流程分述如下： 
力量測試以 Biodex system 3 pro力量測量儀收集

受試者髖關節屈伸之力量。本儀器包含附有軌道與力

矩主軸呈 T字形狀的座椅與力矩主軸二大部分，可利
用電腦自動設定操作控制啟動。測試前先請受試者站

立於 Biodex力量測量儀的力矩軸前，將測試支架固定

在右側大腿髕骨上方 10cm 處，之後調整動力計之水
平與垂直相對位置，使右髖關節大轉子水平對準力矩

軸之旋轉軸心。首先測試受試者的髖關節主動屈伸的

活動度 (Range of motion , ROM) 並加以設定，本研究
所定義之最大屈髖與伸髖角度，即為受試者盡最大努

力完成之主動最大屈伸角度。接著開始依序進行等長

力量測試與等速力量測試各三次。 
等長力量測試是先將 Biodex 力量測量儀的收縮

模式設定為等長收縮 (isometric) 模式，正式測試時請
受試者聽口令開始盡最大自主收縮持續 3秒，依序進
行 0°˚、90°˚與最大角度的屈髖動作，以及 0°˚與最大角度
的伸髖動作。每次測試之間並有 30秒休息，確定受試
者不疲勞後才進行下一次測試。在測試過程中會給予

口頭激勵以確保受試者盡最大力量完成。 
等速力量測試是先將 Biodex 力量測量儀的收縮

模式設定為等速向心/等速離心 (isokinetic concentric/ 
eccentric) 收縮模式。為符合一般力量訓練的動作速
度，測試的角速度設為 60°˚/s。正式測試時請受試者聽
口令開始盡最大力量完成從 0°˚到最大角度、角速度 60
°˚/s的屈髖動作連續三次，經過充分休息後再完成從 0°˚
到最大角度、角速度 60°˚/s的伸髖動作連續三次。在測
試過程中同樣會給予口頭激勵以確保受試者盡最大力

量完成。 
動作測試以 10台MotionAnalysis動作分析系統的

Eagle攝影機進行屈髖與伸髖連續動作的捕捉，捕捉頻
率設定為 200Hz。測試前在受試者身上依照 Helen 
Hayes 標誌點組的設定黏貼標誌點，用以標定下肢各
關節與肢段的相對位置，並調整 10台攝影機確認可完
整捕捉所有標誌點後才開始測試。為使屈髖與伸髖連

續動作維持流暢，避免屈髖轉換伸髖時，足部碰觸地

板，受試者是站立於長 50 cm寬 30 cm高 10 cm的測
試平臺進行測試。正式測試時請受試者先將雙手固定

於腰部，聽口令開始盡最大努力完成自主屈髖與伸髖

的三次連續動作，動作過程中下肢各關節保持自然擺

動，且要求保持身體直立不得有前傾或後仰的動作。 
三、資料處理 

力量分析在不同角度的最大等長力量是由Biodex
力量測量儀所收集之原始資料輸出至 Microsoft 
Excel，再找出屈髖三種角度及伸髖二種角度每次測試
的最大力矩值，單位 N-m。將三次測試的最大力矩值
的平均值作為每位受試者的最大等長力量代表值來進

行統計分析。 
最大等速力量及其產生的角度是由 Biodex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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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儀所收集之原始資料輸出至 Microsoft Excel，再
找出屈髖與伸髖每次測試的最大力矩值，以及產生該

最大力矩值相對應的角度，將三次測試的最大力矩值

及角度的平均值作為每位受試者的角速度 60°˚/s 最大
等速力量及角度代表值來進行統計分析。 

動作分析在髖關節、膝關節、踝關節的位置分別

使用黏貼於髂前上脊、膝部及踝部標誌點的位置代

表，並以靜止站立時各點的位置作為原點，計算水平

與垂直位移，水平與垂直方向定義如圖一所示。 
由MotionAnalysis動作分析系統的軟體 EvaRT所

收集之原始資料輸出至 Microsoft Excel，先以角度與
時間的關係求出各關節的角速度，再找出屈髖與伸髖

三次連續動作時，每次測試髖關節、膝關節、踝關節

的最大水平位移、最大垂直位移，以及髖關節、膝關

節、踝關節的最大角度、平均角速度。 
 

 
 
圖一、屈髖與伸髖方向示意圖 

 
統計分析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2.0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描述統計及差異比較。在力量分析方面，以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屈髖三種不同角度之最大等長力

量與最大等速力量，以及伸髖二種不同角度之最大等

長力量與最大等速力量之差異；在動作分析方面，以

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屈髖與伸髖動作時，膝關節與踝
關節的最大水平、垂直位移之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比較屈髖與伸髖時，不同關節最大角度、平均角

速度之差異。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有差異，則再以杜

凱氏法 (Tukey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顯著水準α值
定為.05。 
 
參、結果與討論  

屈髖分析結果如表一所示，可以看出 18位受試者

平均的 0°˚最大等長力量為 78.57±8.37 N-m，90°˚最大等
長力量為 127.65±21.51 N-m，最大角度的最大等長力
量為 91.86±11.28 N-m；18位受試者平均的 60°˚/s最大
等速力量為 121.59±35.36 N-m、範圍介於 87.30 N-m
至 157.93 N-m之間，最大等速力量產生角度為 67.06
±11.17°˚、範圍介於 57.17o至 73.83o之間。經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發現 90°˚最大等長力量與最大等速力量均顯
著大於 0°˚與最大角度的最大等長力量。 

 
表一、屈髖最大力量與角度比較表 

 最大等長  
最大等速 

 0°˚ 90°˚ 最大角度  
力矩值 
(N-m) 

78.57±8.37 127.65±21.51* 91.86±11.28  121.59±35.36* 

發生角度 
(°˚)     67.06±11.17 

*顯著大於 0°˚與最大角度的力矩值 (p < 0.05) 。 

 
伸髖分析結果如表二所示，可以看出 18位受試者

平均的 0°˚最大等長力量為 58.99±11.91 N-m，最大角度
的最大等長力量為 66.33±7.57 N-m；18位受試者平均
的 60°˚/s 最大等速力量為 52.15±9.14 N-m、範圍介於
41.60 N-m至 57.68 N-m之間，其產生角度為 20.61±
10.87°˚、範圍介於 12.67o至 33.00o之間。經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發現各力量間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二、伸髖最大力量與角度比較表 
 最大等長  

最大等速 
 0°˚ 最大角度  

力矩值 
(N-m) 

58.99±11.91 66.33±7.57  52.15±9.14 

發生角度 
(°˚) 

   20.61±10.87 

 

 
肌肉長度是評定肌肉工作性質的重要依據，而力

臂是計算肌肉力矩不可缺少的力學量，二者在肌肉力

學的功能評估是重要指針（伍勰、單大卯、魏文儀，

2008）。當肌肉收縮在適當長度時，肌動蛋白與肌凝
蛋白在橫橋上的連接數量最多，因此能產生最大力量

（許明容、劉強，2009）。從本研究屈髖不同角度等
長力量測試結果可以發現，肌肉力量由大到小排序為

90°˚最大，最大角度次之，0°˚最小。在肌肉靜態收縮時，
力量產生之大小與開始收縮的位置、長度和關節角度

有關，例如，肱二頭肌收縮時，肘關節在 180度時會
小於彎曲 90度所產生的力量（王顯智，2002）。在 0
°˚時肌肉長度最長，力量在三個角度中也最小。當髖關

節在 90°˚時肌肉長度縮短，而產生最大力量。當屈髖到
最大角度時已達到動作極限，肌肉長度再度被拉長，

因此力量次於 90°˚。先前研究曾利用青蛙肌纖維探討肌

矢狀軸(水平) 

縱
軸(

垂
直)

 
屈曲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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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長度與力量關係，利用儀器將肌纖維固定長度

後，給予等量的最大刺激，使其收縮後，再分別記載

不同長度同等量刺激之數值，發現 2.0 um為產生最大
力量之長度，且 2.0 um~2.2 um為產生最大力量之長
度，稱肌小節之最佳長度，而當肌纖維再度被拉長時，

力量也隨之下降，是因為肌動蛋白與肌凝蛋白上突出

物減少 (Gordon, Huxley, & Julian, 1996) 。因此，在
開發髂腰肌力量訓練機時，在屈髖起始位置阻力設定

可由低逐漸增加，到達 90°˚後再降為低阻力，以符合肌
肉收縮力量與長度關係。本研究結果顯示髂腰肌屈髖

的等長最大力量由 0°˚起始位置到 90°˚到最大角度依序
為 78 N-m、127 N-m、91 N-m，伸髖由 0°˚起始位置到
最大角度依序為 58 N-m、66 N-m，訓練機設計不同角
度與阻力關係時可參考此資料。 

從屈髖等速力量測試中發現，最大等速力量平均

是產生在接近髖關節屈曲 67°˚時，其數值與 90°˚最大等
長力量沒有顯著差異。由此可以推論在髖關節屈曲 90
°˚時，最大等速肌力會小於最大等長肌力，且隨著動作

範圍的增加，最大等速肌力會一直下降。肌肉收縮速

度快慢所產生的力量會不同，收縮速度太快肌動蛋白

與肌凝蛋白接觸時間短，太慢則時接觸時間不足，所

產生之力量皆會比適當收縮速度小 (Lieber, 1992) 。
身體在動作時，都會牽涉到肌肉向心和離心收縮，而

肌肉力量與收縮速度有曲線關係，肌肉生物力學稱之

為肌肉力量與收縮速度關係，意即在適當速度下才會

產生最大力量。因此，在開發髖關節屈伸力量訓練機

時，馬達或其他驅動來源應控制阻力源運動速度，使

訓練力量與速度到達最大值後，再增加阻力值，可提

高訓練效果。本研究結果顯示髂腰肌屈髖在 60°˚/s角速
度下，平均產生最大等速力量為 121 N-m，訓練機設
計速度控制及阻力設定可參考此資料。 

從屈髖等速力量測試中發現，所有受試者動作角

度在 57°˚至 73°˚之間會產生最大等速力量，而關節不同
角度所產的力量不但不一樣，同時也會影響運動表

現。例如，籃球防守準備之姿勢時，膝關節在彎曲 120
度時，會有較佳的靜態平衡力表現，相對的當膝關節

彎曲至 90度時，平衡卻非最佳狀態（林聯華、相子元，
2006）。跆拳道高速連續旋踢五次時，髖關節角度變
化小，用以避免大腿過多的屈曲，而膝關節屈膝角度

較小，則在踢擊會有較大的角度變化，有助於踢擊（蕭

景琪、鴻宗穎、鄭景隆、湯文慈，2010）。因此，在
訓練上可針對不同角度給予不同阻力，以增加訓練效

果。過去研究也曾比較向心收縮與離心收縮的訓練效

果，結果顯示屈肘力量的進步，離心訓練增加較多，

但在統計上未達顯著差異 (Mannheimer, 1969) 。離心
訓練比向心訓練更具有力學效益，可增進肌肉力量，

但容易引起延遲性肌肉酸痛（李水碧、塗仁廣，1995）。
Davies & Barnes (1972) 指出訓練時應同時進行向心
及離心訓練，並以 60%最大有氧能力從事離心訓練或
是運動，心跳率會接近最大值將有最佳訓練效果。因

此，開發髂腰肌力量訓練機時，應要能同時進行屈髖

與伸髖動作的訓練。 
動作分析在屈髖與伸髖動作時膝關節與踝關節的

最大水平與垂直位移如表三所示，可以看出屈髖時踝

關節的最大水平位移顯著大於膝關節；伸髖時踝關節

的最大水平位移顯著大於膝關節，踝關節的最大垂直

位移也顯著大於膝關節。屈髖時的最大垂直位移則沒

有差異。 
 

表三、屈髖與伸髖各關節位移 
    屈   髖      伸   髖 
 膝關節 踝關節 膝關節 踝關節 

最大水平位移

(mm) 

410.9 
± 

51.0 

449.8* 
± 

90.8 

383.0 
± 

70.5 

723.3* 
± 

76.0 

最大垂直位移

(mm) 

505.9 
± 

79.4 

502.3 
± 

36.8 

334.1 
± 

111.5 

683.0* 
± 

147.5 
*顯著大於另一個關節 (p < 0.05) 。 

 
屈髖與伸髖連續動作時各關節最大角度與平均角

速度如表四所示，可以看出屈髖時踝關節的最大角度

顯著大於膝關節與髖關節，伸髖時膝關節的最大角度

顯著大於髖關節與踝關節，髖關節的最大角度也顯著

大於踝關節；連續動作時膝關節的平均角速度顯著大

於髖關節與踝關節的，髖關節的平均角速度也顯著大

於踝關節。髖關節在屈髖與伸髖連續動作中，有 49.01
°˚移動範圍，膝關節有 65.73°˚移動範圍，踝關節有 10.49
°˚移動範圍，以上可以發現踝關節在屈髖與伸髖連續動

作中，角度變化量最小。 
 

表四、屈髖與伸髖最大角度與角速度變化 
  髖關節    膝關節  踝關節 

屈髖最大角度 
(°˚) 

84.3 
± 

13.4 

88.5 
± 

8.6 

100.2* 
± 

11.1 

伸髖最大角度 
(°˚) 

133.4# 
± 

6.8 

154.3* 
± 

10.2 

110.6 
± 

10.1 

連續動作平均角速度 
(°˚/s) 

47.6# 
± 

21.2 

62.3* 
± 

20.3 

9.7 
± 

13.9 
*顯著大於其它二個關節；#顯著大於踝關節 (p <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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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髖動作時可以發現，膝關節與踝關節的最大

水平位移相差 39 mm，代表在屈髖至最大角度時，踝
關節位置會比膝關節略為前面，而不是呈垂直狀態，

但在最大垂直位移二者僅相差 3 mm。在伸髖動作時
可以發現，膝關節與踝關節的最大水平位移相差 340 
mm，踝關節水平位移較膝關節增加 52%的位移量；
最大垂直位移二者相差 348 mm，踝關節垂直位移較
膝關節多出 48%位移量。由此可知伸髖動作時踝關節
在水平及垂直位移量上皆比膝關節多。在連續動作測

試中得知，膝關節於角速度的變化中最大，比髖關節

快 14°˚/s，也比踝關節快 52°˚/s，角速變化最小的則是踝
關節。 

肌肉力量與肌肉收縮長度、速度有關，各關節角

度也會有不同肌肉力量。本研究結果發現髖關節在下

肢運動的屈伸角度範圍接近 50°˚，但其旋轉角速度卻不
及膝關節，可見專門針對單一髖關節進行力量訓練的

器材與方法，或可幫助選手產生更大力量與爆發力，

以提升運動表現。此一原理亦可運用於各項運動器材

的設計，如復健器材、力量訓練器材及健身器材等。

例如，橢圓機是屬於閉鎖式運動，會限制原本運動習

慣，增加關節及肌肉負荷，所以在器材設計上，應加

以考慮（林明勳、王順正、王國梁，2009）。本研究
結果發現在屈髖動作時踝關節有最大 100°˚的角度變
化，如在開發髂腰肌力量訓練機時能加上活動式踏板

可更加接近原本運動型態。 
 

肆、結論與建議  
在設計復健或力量訓練器材時，宜先增加人體測

試，可使器材更符合人體工學，進而達到最佳訓練效

果。本研究以 18位受試者分別進行屈髖與伸髖動作，
並使用Biodex力量測量儀及MotionAnalysis動作分析
系統二套儀器收集力量及動作範圍，結果發現屈髖動

作在 57°˚至 73°˚範圍內，會產生 87 N-m至 157 N-m力
矩值，設計者可依此數據設定髖關節屈伸力量訓練機

的阻力範圍。屈髖與伸髖連續動作的前後最大位移為

1173 mm，設計者可依此資料設定機台尺寸，並依動
作軌跡圖作為滑軌形狀設計的依據，並增加活動式踏

板。在功能性方面由於不同角度的力量變化差異大，

建議可設計成能自由調整動作速度的機構以達到等速

訓練的模式。在機台開發完成後，亦需進行相關測試

研究，以確認該器材是否符合人因參數的工學設計。

最後可加入實際人體訓練效果的探討，以說明產品具

有實際功效。本研究的測試方法，未來也可應用在不

同動作來測試相關肌群，以瞭解更多動作與肌肉力

量、動作軌跡與運動範圍間的關係，才能設計出更多

符合人因工程之復健或力量訓練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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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provide the parameters of specialized training equipment for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termine the isometric and isokinetic hip strength during flexion and 
extension, as well as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angle, angular velocity in hip, knee 
and ankle. Methods: Eighteen healthy young people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Isometric and 60°/s 
isokinetic strength were collected at 0°, 90° and maximal range of motion during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angle and angular velocity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were also collected during continuous motion of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by motion 
analysis system. Results: The hip flexion at 90° significantly produced maximum isometric force, 
while 60 °/s isokinetic strength from 87.30 to 157.93 N-m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gle between 
57.17° to 73.83°; the 60 °/s isokinetic strength of hip extension ranged from 41.60 to 57.68 N-m,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gle between 12.67° to 33.00°. The maximal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during hip flexion were 449.82 mm and 505.93 mm, and the maximal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placement during hip extension were 723.28 mm and 683.04 mm. The maximal angle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during hip flexion were 84.34°, 88.54°, and 100.15°, and the maximal 
angle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during hip extension were 133.35°, 154.27° and 110.64°. The 
average angular velocity of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during continuous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were 47.59 °/s, 62.29 °/s, and 9.73 °/s. Conclusions: The outcome of this study in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strength, trajectory and range of motion, respectively, as specialized training equipment 
for hip flexion and extension required for resistance setting, slide shape and machine size. 
 
Key words: iliopsoas muscle; isokinetic strength; trajectory of motion; sport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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