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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較單、雙腳高台著地反彈跳動作中蹬伸期之動力學特性。方法:以 12 名大學體育系男性學生為研究

對象，進行三種高台著地反彈垂直跳測試：10 公分高台單腳（單腳 DJ_10 公分）、20 公分高台雙腳（雙腳 DJ_20

公分）與 40 公分高台雙腳（雙腳 DJ_40 公分）。以一部高速攝影機與一塊三軸測力板擷取資料，並透過動力

學逆過程計算淨關節肌肉力矩與功率。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檢驗三種動作間之

各生物力學參數是否有差異，統計水準訂為 α＝.05。結果：本研究蹬伸期之結果顯示，在最大垂直地面反作

用力方面，單腳 DJ_10 公分顯著的大於雙腳 DJ_20 公分與雙腳 DJ_40 公分。且單腳 DJ_10 公分之踝關節與膝

關節最大力矩顯著的大於雙腳 DJ_20 公分與雙腳 DJ_40 公分。另外，單腳 DJ_10 公分之踝關節最大功率顯著

大於雙腳 DJ_40 公分，單腳 DJ_10 公分之髖關節最大功率顯著小於雙腳 DJ_20 公分。結論：以單腳進行高台

著地反彈跳動作時其動力學特性與雙腳不同，故本研究推論，以單腳或雙腳進行此增強式訓練時，其肌力與

爆發力之訓練成效應會有所不同。 

 

關鍵詞：地面反作用力、動力學逆過程、力矩、功率 

 

 

壹、緣由與目的 

運動中存在了許多的跳躍動作，如：跳高、跳遠、

排球跳躍發球、籃球搶籃板球等。因而，跳躍能力的

增進有益於其運動表現，此跳躍表現的好壞與運動員

之下肢肌力、爆發力及協調能力有所關聯 (卓重亨、

陳五洲，2004；吳慧君、羅興樑，2009)。因此，在動

作技術中具有跳躍這類爆發性運動之運動員的肌力訓

練中，會透過各種的訓練方式，如：重量訓練、增強

式訓練、複合式訓練、震動訓練等，期可達到下肢肌

力 與 爆 發 力 增 進 之 成 效 。 其 中 ， 增 強 式 訓 練 

(plyometric training) 廣泛被使用於增進肌力與爆發力

的 訓 練 中  (Kotzamanidis, 2006; Markovic, 2007; 

Matavulj, Kukolj, Ugarkovic, Tihanyi, & Jaric, 2001)，此

訓練 方 式是 利用 肌 肉產 生預 先 伸張 再快 速 收縮 

(stretch-shortening-cycle, SSC) 的行為，來提升動作過

程中 肌 肉參 與運 動 的程 度， 進 而提 升訓 練 效果 

(Norman & Komi, 1979; Komi, 1984)。因為，在 SSC

動 作 中 的 離 心 制 動 階 段 ， 肌 肉 因 一 預 先 伸 張 

(pre-stretch) 使其被拉長，此時肌梭 (muscle spindles) 

會偵 測 到肌 肉長 度 的變 化而 產 生一 反射 性 收縮 

(stretch reflex) ，此反射性收縮會增大該肌群的活化程

度，進而增大其接下來的收縮階段肌肉參與動作的力

量 (Asmussen & Bonde-Petersen, 1974; Komi, 1984; 

Komi & Gollhofer, 1997)，增加訓練之成效。 

    而高台著地反彈跳 (drop jump) 動作的設計，更

是藉由高台高度的協助，形成一位能－動能的轉換，

使得著地瞬間形成一初速度，此速度與身體質量形成

一著地瞬間的動量，而人體為使下落速度降至為零，

便需在著地期間形成足夠的衝量，以產生足夠的動量

變化，而此衝量是由著地期間下肢的離心制動力量與

時間積分而成 (Hall, 2007)，故以此可增進離心制動階

段的伸張負荷 (stretch load)，以對肌梭產生更大的反

射性收縮刺激，此可增大肌肉勁度 (stiffness) 且增大

肌肉產生的力量 (Komi & Gollhofer, 1997)。過去研究

證實，藉由高台著地進行增強式訓練，可以促進肌肉

的效率，並有效提升跳躍、速度，尤其是對爆發力、

速度、敏捷性方面的增進 (林芳英，2002)。 

然而，過去關於增強式訓練之研究，多是探究雙

腳高台著地反彈跳的特性，未見單腳高台著地反彈跳

之動作特性探究。而 Van Soest, Roebroeck, Bobbert, 

Huijing, 與 Van Ingen Schenau (1985) 指出，採單腳

進行下蹲跳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動作時，

下肢各關節肌群參與動作的特性與雙腳時有所不同。

以此，我們認為以雙腳進行高台著地反彈跳之增強式

訓練時，對各關節肌群訓練的成效與特性或許會與以

單腳進行動作時有所差異。故本研究欲探究單腳高台

著地反彈跳動作中，其下肢的動力學特性與雙腳動作

時之差異為何，以上若能釐清，應可對教練進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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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訓練設計時提供一有用的參考。 

 

貳、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以 12 名慣用腳皆為右腳之大學體育系男

性學生為研究對象 (身高：1.74±0.05 公尺，體重：

70.92±6.56 公斤，年齡：20.33±0.49 歲)，其於實驗前

六個月內無下肢受傷之經驗。實驗以一塊 AMTI 三軸

測力板 (1200 Hz) 量測受試者高台下落觸地瞬間至

躍起 離 地瞬 間此 期 間之 地面 反 作力 參數 ， 一 台

MegaSpeed 高速攝影機 (120 Hz) 架設於受試者正右

側以拍攝其矢狀面之動作影像，並於受試者右肩關

節、右髖關節、兩膝關節、兩踝關節、兩足第五蹠趾

趾跟處黏貼影像處理所需之標示點。以 MegaSpeed 同

步訊號啟動器進行同步。 

本實驗之三種動作分別為 10 公分高台之單腳 

(慣用腳) 著地反彈垂直跳 (drop jump, DJ)，以及 20

公分與 40 公分高台之雙腳著地反彈垂直跳。雙腳著地

反彈跳動作之高台高度選擇方面，20 公分高台的設計

是直接以高度為考量，選擇單腳動作時之兩倍下落高

度，而 40 公分高台的設計是以動量－衝量原理為考

量，選擇單腳動作時之兩倍著地速度。各受試者動作

測試之順序採平衡消去法安排，測試時要求受試者著

地後盡力朝上跳起。 

運動學資料處理是以 Kwon3D 3.0 版動作分析軟

體獲得二度空間之運動學參數，並以一長、寬各 150

公分之正方形木板為比例板作線性轉換。地面反作用

力資料之蒐集與分析是以 KwonGRF 軟體進行。採用

Dempester 人體肢段參數 (Winter, 2005)。並以動力學

逆過程模式計算下肢淨關節肌肉力矩與功率。本研究

定義高台下落後觸地瞬間至重心最低瞬間之期間為著

地期，而重心最低瞬間至離地瞬間之期間為蹬伸期。

各動力學參數皆以受試者體重之牛頓值進行標準化處

理。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檢驗三種動作間（單腳 DJ_10 公分、雙腳 DJ_20 公分、

雙腳 DJ_40 公分）之各生物力學參數是否有差異，若

主效果達顯著，則進一步以杜凱氏法 (Tukey) 進行事

後比較，統計顯著水準訂為 α＝.05。 

 

參、結果與討論 

運動訓練中經常運用高台著地反彈跳動作之設計

來進行下肢肌群的增強式訓練，因反彈跳動作技術中

包含了 SSC 的特性，再加上高台高度在著地階段所提

升的牽張刺激，藉此兩點，可增大蹬伸階段肌肉參與

動作的程度，進而增加肌肉向心收縮的力量，以達到

肌力與爆發力之訓練效果  (Markovic, 2007; Komi, 

2000; Komi & Gollhofer, 1997; Bobbert, Huijing, & van 

Ingen Schenau, 1987a)。過去關於增強式訓練特性的研

究，皆以雙腳為探究，而運動中存在許多單腳跳躍的

動作，且單腳與雙腳進行跳躍動作時，下肢各關節肌

群參與動作的特性不同 (Van Soest et al., 1985)。故本

研究欲探究，以單腳進行增強式訓練時，其效果與特

性上與雙腳之差異。 

在運動生物力學研究中，經常以蹬伸期的最大垂

直地面反作用力參數來評估動作階段的下肢整體的動

態性肌力表現 (劉宇，2000)，並以動力學逆過程所推

得的力矩與功率來進一步的推估各關節肌群參與動作

的程度與特性 (Winter, 2005)。本研究在蹬伸期之結果 

(表一) 發現，在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方面，單腳

DJ_10 公分顯著的大於雙腳 DJ_20 公分與雙腳 DJ_40

公分 (p<.05)。且單腳 DJ_10 公分之踝關節與膝關節

最大伸肌力矩顯著的大於雙腳 DJ_20 公分與雙腳

DJ_40 公分 (p<.05)，而在髖關節最大伸肌力矩上，三

組間並無顯著的差異 (p>.05)。另外，單腳 DJ_10 公

分踝關節伸肌最大向心功率顯著大於雙腳 DJ_40 公分 

(p<.05)，單腳 DJ_10 公分髖關節伸肌最大向心功率顯

著小於雙腳 DJ_20 公分 (p<.05)，而在膝關節伸肌最

大向心功率上，三組間並無顯著的差異 (p>.05)。 

故由本研究所得之地面反作用力結果可知，進行

單腳 DJ_10 公分增強式訓練時，下肢可產生的蹬伸力

量最大。且由淨關節肌肉力矩可知，踝關節與膝關節

肌群參與蹬伸的力量亦是於單腳 DJ_10 公分動作時最

大。另外，由各關節肌群之功率可知，單腳 DJ_10 公

分時踝關節伸肌群可形成較雙腳 DJ_40 公分時大的爆

發力，而雙腳 DJ_20 公分時髖關節伸肌群卻可形成較

單腳 DJ_10 公分時大的爆發力。以此我們推論，以單

腳進行增強式訓練時，在 10 公分高台時下肢肌力訓練

的整體效果便顯著高於雙腳 20 公分與 40 公分高台，

且單腳 DJ_10 公分之訓練可有利於踝關節伸肌群爆發

力的增進，雙腳 DJ_20 公分則有利於髖關節伸肌群爆

發力的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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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結果發現雙腳 DL_40 公分高台之增強式

訓練效果並不會比雙腳 DL_20 公分好。過去研究指

出，高台下落之高度會影響增強式訓練的效果，雖然

高度的增加可增大對肌梭的伸張反射刺激，但當伸張

反射刺激過大時，人體為了避免受傷，高爾基腱便會

起保護作用，降低肌肉參與動作之力量 (林正常、黃

勝裕、陳重佑，1999；Komi & Gollhofer, 1997)。Bobbert, 

Huijing, 與 Van Ingen Schenau (1987b) 在雙腳 20 公

分、40 公分與 60 公分高度的高台著地反彈跳研究中

便發現，60 公分高台時，骨骼肌肉的機械能量產升的

效果便會降低。故本研究之受試者在雙腳著地反彈跳

動作中高台高度由 20 公分增至 40 公分後，訓練效果

便無再增加的現象了。 

 

肆、結論 

綜合本研究結果可知，以單腳進行著地反彈跳動

作時其動力學特性與雙腳不同，並由本研究結果我們

推論，以單腳進行高台著地反彈跳之增強式訓練時，

採 10 公分的高台高度便會有較雙腳 DJ_20 公分或雙

腳 DJ_40 公分還佳的下肢肌力訓練成效，尤其是踝關

節與膝關節伸肌群。但在爆發力之增進方面，雙腳

DJ_20 公分則可有較單腳 DJ_10 公分佳的髖關節伸肌

群爆發力訓練成效，而單腳 DJ_10 公分則可有較雙腳

DJ_40 公分佳的踝關節伸肌群爆發力訓練成效。本研

究僅以蹬伸期之動力學特性為探究，未來可再搭配著

地期之動力學特性，進一步探究著地負荷，以對下肢

傷害的風險進行評估，提供增強式訓練課程設計時更

多的參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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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三種高台著地反彈跳動作蹬伸期最大伸肌力矩、向心功率與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值 ( M±SD) 

 單腳 DJ_10 公分 雙腳 DJ_20 公分 雙腳 DJ_40 公分 事後比較 

 蹬伸期最大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BW)  

地面反作用力* 2.55 ± 0.20 1.76 ± 0.36 1.67 ± 0.31 a>b；a>c；b=c 

 蹬伸期最大伸肌力矩 (Nm/BW)  

踝關節* 0.26 ± 0.03 0.21 ± 0.04 0.18 ± 0.04 a>b；a>c；b=c 

膝關節* 0.28 ± 0.07 0.23 ± 0.05 0.24 ± 0.06 a>b；a>c；b=c 

髖關節 0.21 ± 0.07 0.17 ± 0.04 0.18 ± 0.07  

 蹬伸期最大向心功率 (W/BW)  

踝關節* 1.56 ± 0.27 1.45 ± 0.24 1.29 ± 0.33 a=b；a>c；b=c 

膝關節 1.37 ± 0.41 1.47 ± 0.29 1.54 ± 0.31  

髖關節* 0.55 ± 0.28 0.76 ± 0.25 0.75 ± 0.23 a<b；a=c；b=c 

註：*主要效果達顯著差異，p<.05。a.單腳 DJ_10 公分。b.雙腳 DJ_20 公分。c.雙腳 DJ_4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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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kinetics characteristic of single- and double-legged drop 

jump during push off phase. Methods: Twelve college physically activity men was asked to 

perform the single-legged drop jump from height of 10 cm (SDJ_10), and double-legged drop 

jumps from heights of 20- and 40-cm (DD_J20 and DDJ_40). A high speed camera and one force 

plate were synchronized to collect the data. The inverse dynamics process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net muscle joint moment and power.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test for differences in 

dependent variables among three drop jump tasks.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 = 0.05. 

Results: The SDJ_10 ha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and a larger peak 

ankle extension moment and peak knee extension moment then the DDJ_20 and DDJ_40. The 

SDJ_10 produc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peak ankle concentric power and significantly smaller peak 

hip concentric power then the DDJ_20 and DDJ_40.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sh off phase kinetics of the single- and double-legged drop jumps. We infer that the 

plyometric training on single- and double-legged drop jumps, muscle strength and explosive 

training efficiency should b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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