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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藉由槓-頸-髖夾角(Barbell-Cervicle-Hip angle，BCH 角)分析抓舉動作，並比較

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動作差異。方法：本研究以 1 台高速攝影機拍攝 4 位青年舉重運動員 (3 位女性、

1 位男性) 抓舉動作，攝影機架設在舉者左側，並於槓鈴中心點、舉者第七頸椎脊突及股骨大轉子

共黏貼 3 顆反光球，舉者依照教練指示進行數次抓舉試舉。本研究僅擷取每一位舉者成功與失敗各

6 筆最重的試舉資料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在提鈴離地(LO)、發力推鈴(PB)及槓鈴最高位置(MH)

時，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的 BCH 角達顯著差異。比較個人成功與失敗試舉，有兩位舉者失敗試舉

時發力推鈴(PB)點的 BCH 角明顯較小，顯示其推鈴發力點，也就是槓鈴推離身體的位置過高。BCH

角速度部分，僅舉者之間達顯著差異，成功與失敗之間則無顯著差異。比較個人結果，僅 1 位舉者

失敗試舉時在槓鈴最遠位置(MF)有明顯較大的 BCH 角速度，其餘均無顯著差異。結論與建議：失

敗試舉在槓鈴離地時有較大的 BCH 角，在發力推鈴、槓鈴最高點時有較小的 BCH 角。每位舉者

的抓舉動作模式並不相同，特別是在發力推鈴後，因此未來探討抓舉動作失敗的原因，尤其是針對

優秀舉重運動員，應以單一舉者的分析為主。 

 

關鍵字：舉重、相對槓鈴重量、矢狀面 

 

壹、緒論

在奧林匹克舉重競賽當中，抓舉成績的好壞將會

影響比賽結果。近年來大部分與抓舉相關的研究多為

不同量級 (Akkus, 2012; Campos, Poletaev, Cuesta, 

Pablos, & Carratala, 2006; Musser, 2010)、不同性別

(Gourgoulis et al., 2002; Harbili, 2012)、不同試舉重量

(Hadi, Akkus, & Harbili, 2012)的動作分析比較，針對成

功與失敗的研究資料並不多(Gourgoulis, Aggeloussis, 

Garas, & Mavromatis, 2009; 陳淑枝、陳瑞蓮、黃達德、

江明政，2009)，且多僅個別探討下肢關節角度變化、

槓鈴運動學、槓鈴軌跡等，並沒有槓鈴與舉者之間相

對運動的分析，因此較難有效地觀察出成功與失敗試

舉的關鍵因素。Gourgoulis 等(2009)以 7 位參與者進行

分析，結果顯示下肢關節角度及角速度並沒有差異，

而提鈴離地的加速度方向卻是造成失敗試舉的關鍵因

素。 

抓舉是一個相當快速且連續的動作，從提鈴到接

槓費時約 1.0~1.5 秒左右，因此需要將抓舉動作劃分

成若干個動作期，以利動作分析。過去研究是依據膝

關節角度變化做劃分，包含：第一提鈴期(First pull)、

轉換期(Transition)、第二提鈴期(Second pull)、翻轉期

(Turnover)以及接槓期(Catch)，但以上這些分期(Phase)

皆為一個時間區間，所分析的資料多取各區間的平均

值，然而該數值的呈現可能會忽略掉成敗的關鍵點，

且不易於回饋給教練或運動員。另有研究以槓鈴和舉

者的相對位置，來描述抓舉的整體動作過程，整個抓

舉過程共定義 6 個分期點(events)，分別為：槓鈴離地

(LO)、槓鈴過膝(CK)、發力推鈴(PB)、槓鈴最遠位置

(MF)、槓鈴最高位置(MH)以及下蹲接槓(CB)，各分期

點的參數有利於做比較分析，並回饋給教練或運動員

(邱宏達、梁日蕾、吳再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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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研究人員以代表槓鈴和舉者相對運動

的槓－頸－髖夾角(Barbell-Cervicle-Hip angle，BCH

角)，來評估舉重運動員抓舉的技術。BCH 角是由 Chiu 

與 Liang (2009)所提出的一個新的參數，其定義為槓

鈴與第七頸椎脊突(7th cervical vertebrae process)、第

七頸椎脊突與股骨大轉子連線的空間向量，投影在矢

狀面(Sagittal plane)的夾角。在另一篇研究中(Chiu & 

Liang, 2010)，則利用 BCH 角分析女性舉重運動員的

動作差異，發現成功抓舉重量較重與較輕的運動員，

其 BCH 角所呈現的結果略有不同，而比較個人試舉

成功與失敗的 BCH 角變化也有差異。然而以上研究

多為單一舉者的結果，較無多位舉者的分析比較。本

研究擬以 BCH 角做為評估方法，試圖找出不同舉重

運動員成功與失敗試舉的動作差異，再配合教練專業

的技能指導，對於運動員成績提升應有一定程度的幫

助。 

 

貳、研究方法 

一、參與者 

本研究對象為高雄市某高中舉重隊 4 位青年舉重

運動員，其中 3 位女性，1 位男性，基本資料如表一。

本研究經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委員審查通

過，實驗開始前向參與者詳細說明整個實驗流程及步

驟，並請參與者填寫人體試驗同意書，隨後開始進行

實驗。 

 

表一、參與者基本資料 

參

與

者 

性

別 

年

齡 

(歲) 

體重 

(公斤) 

身高 

(公分) 

最佳抓舉 

(公斤) 

最佳 

得獎記錄 

S1 女 19 54 152 90 

2009 世界青

年舉重賽

53kg 級金牌 

S2 女 19 59 151 68 

2010 亞洲青

年舉重賽

58kg 級銅牌 

S3 女 18 70 163 87 

2010 年總統

盃高女組 69 

kg 級金牌 

S4 男 18 78 168 120 

2009 亞洲青

少年舉重賽

69kg 級銀牌 

註：最佳抓舉指的是本研究拍攝到最佳的抓舉重量。 

 

二、實驗流程 

為配合教練與運動員的訓練，以及場地的限制，

本研究僅能架設一台高速攝影機(Mega speed MS1000, 

sampling rate=120 Hz)在舉者左側拍攝其抓舉動作，並

分別在橫槓最左端、舉者第七頸椎脊突及股骨大轉子，

共黏貼 3 顆反光球。為不影響教練訓練課表，全程配

合教練之指示拍攝抓舉動作。本研究僅取每一位舉者

成功與失敗各 6 筆最重的試舉資料進行比較分析(表

二)。 

為方便分析，整個抓舉過程共定義六個分期點

(events) (圖一)，分別為：槓鈴離地瞬間(LO)；槓鈴過

膝(CK)，此時槓鈴與膝關節在相同垂直高度；發力推

鈴(PB)，即舉者髖、膝、踝同時伸展將槓鈴推離身體

瞬間；槓鈴最遠位置(MF)，此時槓鈴向前移動達最遠

離身體位置；槓鈴最高位置(MH)，槓鈴向後移動並達

最高點位置；下蹲接槓(CB)，槓鈴向下掉落，舉者下

蹲以伸直雙手完成接槓(邱宏達等，2009)。槓-頸-髖夾

角(BCH 角)定義為：槓鈴與第七頸椎脊突連線及第七

頸椎脊突與股骨大轉子連線投影在矢狀面上(sagittal 

plane)的夾角(圖二)。 

 

表二、參與者六次最重的成功與失敗試舉重量 

 S1 S2 S3 S4 

 
成

功 

失

敗 

成

功 

失

敗 

成

功 

失

敗 

成 

功 

失 

敗 

試舉

槓鈴

重量

(kg) 

85 80 64 64 83 88 110 112 

87 83 65 64 85 88 113 112 

87 85 67 65 85 88 115 114 
87 85 67 65 85 89 115 122 

88 88 68 65 87 90 118 123 

90 89 68 67 87 92 120 123 

Mean 
(SD) 

87.3 
(1.6) 

85.0 
(3.3) 

66.5 
(1.6) 

65.0 
(1.1) 

85.3 
(1.5) 

89.2 
(1.6) 

115.2 
(3.5) 

117.7 
(5.5) 

 

 

圖一、依槓鈴和舉者身體相對位置劃分成六個分期點 

(邱宏達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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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槓-頸-髖夾角(BCH 角)的定義(Chiu & Liang, 2009) 

三、資料分析 

影像以 Kwon 3D 動作分析軟體(Visol, Korea)處理

及分析，重建誤差(reconstruction error)為 0.25 公分，

擷 取 光 標 訊 號 以 截 取 頻 率 為 6Hz 的 4th-order 

Butterworth 低通濾波器去除雜訊。在決定分期點時，

由於槓鈴過膝前後，槓鈴將遮擋到膝關節位置，因此

必須經由影片反覆來回播放，並以髖、踝關節以及大

腿、小腿肢段相對位置來判定過膝的位置。在舉者發

力推鈴前後，股骨大轉子的反光球同樣會受到槓鈴遮

擋，實驗人員也是經由影片的反覆來回播放方式，以

手動補點股骨大轉子的位置。此外，失敗試舉的下蹲

接槓分期點不易判別，因此下蹲接槓的資料將不做分

析。 

本研究以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Two-way 

ANOVA mixed design)比較四位舉者之間、成功與失敗

之間在各分期點 BCH 角差異。並以成對 t 檢定比較每

一位舉者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的差異。所有統計分析

都是使用 SPSS18.0 分析軟體進行，顯著水準設定為α

= .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相對槓鈴重量(Relative Barbell Mass, 

RBM)，即槓鈴重量與舉者體重之比值，來比較不同

量級運動員的運動表現 (Chiu, Wang & Cheng, 2010)，

以成功試舉為例，S1 到 S4 的最大 RBM 依序為 1.67、

1.15、1.24 及 1.54，其中 S1 的表現最佳，S2 的表現

最差。 

一、BCH 角 

比較成功與失敗試舉，在 LO(p=.009)、PB(p=.031)

及 MH(p=.01) 三個分期點上的 BCH 角度有顯著差異

(表三)。與成功試舉比較，在失敗試舉中 4 位舉者的

BCH 角在 LO 均有較大的趨勢，在 MH 則有較小的趨

勢；而在 PB 時，除了表現最差的 S2 外，其餘 3 位舉

者在失敗試舉中的 BCH 角皆較小。舉者之間則在

PB(p=.036)、MF(p=.000)及 MH(p=.000)的 BCH 角表現

有顯著差異，比較表現最好的 S1 和表現最差的 S2，

可以發現 S1 在 PB 時有較大的 BCH 角，而在 MF、

MH 時，則有明顯較小的 BCH 角。在舉者及試舉結果

之交互作用中，則僅 MF 達顯著差異(p=.029)，此交互

作用可能是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BCH角在MF未達顯

著差異的原因。 

由於 BCH 角大小受到槓鈴、第七頸椎與髖關節

位置的影響，本研究 4 位舉者在失敗試舉中，提鈴離

地時的臀位較高或是第七頸椎在槓鈴後方，都將使

BCH 角變大。槓鈴達最高點時，在失敗試舉中則可能

因下蹲過慢，或是槓鈴高度不足，拉近槓鈴和第七頸

椎的高度，使 BCH 角變小。而在 PB 時，發力推鈴的

BCH 角較小顯示發力點，也就是槓鈴推離身體的位置

過高；雖然 S2 在失敗試舉時 BCH 角較大，但其餘 3

位舉者在失敗試舉中的 BCH 角皆較小，而且個別比

較 S1 和 S3 成功與失敗試舉，在 PB 的 BCH 角有顯著

差異。舉者之間在發力推鈴後，其 BCH 角表現皆有

顯著差異，由此可以看出每位舉者都有自己的抓舉動

作模式，特別是在發力推鈴之後的動作。因此，若將

技術等級落差較大之舉者的實驗資料整合比較，可能

會影響分析結果。 

二、BCH 角速度 

分析比較 4 位舉者在 CK、MF 和 MH 的 BCH 角

速度(表四)，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

舉者之間的 BCH 角速度，則都有顯著差異(p<.05)，

比較 S1 和 S2 的結果，S1 在 CK 和 MF 時有較小的

BCH 角速度，而在 MH 時則有較大的 BCH 角速度(表

四)。個別比較每一位舉者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 BCH

角速度差異，僅 S1 的成功與失敗試舉在 MF 達到顯著

差異(p<.05)，其成功試舉有較小的 BCH 角速度，其

餘舉者在各個分期點上並沒有達顯著差異。 

由結果可看出失敗試舉中，在 CK 的 BCH 角速度

大小只有 S1 小於成功試舉，其餘 3 位舉者均大於成

功試舉。在 MF 及 MH 的 BCH 角速度，S1 的失敗試

舉其角速度都較大；S2 的失敗試舉在 MF 時 BCH 角

速度較大，而在 MH 時則較小；S3 的失敗試舉 MF 及

MH 的 BCH 角速度都較小，恰巧與 S1 相反；S4 則在

MF 時的 BCH 角速度差異不大，但在 MH 時仍可看出

失敗試舉時的 BCH 角速度較小。由以上結果可以發

現，每位舉者在三個分期點上角速度變化差異相當大，

BCH 角速度反應出槓鈴與舉者之間的相對運動，在抓

舉過程中舉者會以補償動作彌補前面動作之不足，尤

其是在發力推鈴後，不同舉者則顯示出不一樣的動作

模式。 

三、試舉失敗的原因 

Ho, Williams, Wilson, 與 Meehan (2011)以一位

舉重新手(小於六個月的訓練)進行抓舉動作分析，發

現槓鈴最大速度過慢是造成試舉重量較輕時的失敗原

因，運動員的起始位置對於成功試舉亦有重要的影響。

另外，舉重新手的踝關節角度在成功與失敗試舉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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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差異，但影響其成功、失敗的重要因素卻是骨盆

及髖關節角度，而非踝關節角度的差異。Gourgoulis 等

(2009)比較抓舉成功與失敗的結果，發現優秀選手的

下肢關節角度變化及關節角速度變化並無顯著差異，

在槓鈴軌跡、槓鈴垂直速度以及第一、第二提鈴期能

量輸出等，均無顯著差異，只有在提鈴離地時槓鈴加

速度方向有顯著的不同。邱宏達等(2009)針對女子舉

重運動員做長期追蹤，發現槓鈴參數在垂直方向的差

異並不大，然而水平方向的相位圖卻有很大的差異，

研究者認為槓鈴在水平方向的運動表現，可能與抓舉

技術有關，但仍需進一步的觀察與探討。由以上研究

可知，在新手運動員中，動作不穩定是影響他們試舉

成敗的關鍵，但是對於動作純熟的頂尖運動員而言，

失敗的關鍵因素較為細小、複雜且難以發現，研究發

現提鈴離地時槓鈴施力的方向性可能是試舉成功與失

敗的重要因素，但此仍需要更多資料來驗證。 

本研究以 BCH 角來描述舉者與槓鈴之間的相對

運動，並試圖找出舉者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的差異，

結果發現失敗試舉中，槓鈴離地時有較大的 BCH 角，

發力推鈴、槓鈴達最高點時有較小的 BCH 角；BCH

角速度則因為舉者之間的動作模式不同，因此成功與

失敗試舉之間並未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雖未將槓鈴參數列入探討，但是槓鈴高度

不足、舉者下蹲至接槓的速度過慢都可能是造成失敗

試舉的原因 (Stone, O'Bryant, Williams, Johnson, & 

Pierce, 1998)，而這些都會反應在 BCH 角度的變化，

過去的研究僅個別觀察槓鈴或是舉者的運動學參數，

較難觀察到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的差異。本研究中 4

位舉者其抓舉運動表現並不相同，以 S1 和 S2 為例，

其平均抓舉重量差在 20 公斤以上(表二)，且 4 位舉者

的動作模式並不相同，特別是在發力推鈴後，因此綜

合探討不同等級舉重運動員之間抓舉動作的成功與失

敗，可能錯失關鍵因素。未來分析比較成功與失敗試

舉，特別是針對優秀的舉重運動員，應以單一舉者分

析為主要研究方向。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槓-頸-髖夾角(BCH 角)描述抓舉動作槓

鈴與舉者之間的相對運動，並探討成功與失敗試舉之

間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失敗試舉在槓鈴離地時有

較大的 BCH 角，發力推鈴、槓鈴達最高點時有較小

的 BCH 角。此外，每位舉者的抓舉動作模式並不相

同，特別是在發力推鈴後，因此未來探討抓舉動作失

敗的原因，尤其是針對優秀的舉重運動員，應以單一

舉者的分析為主。 

 

表三、個人成功及失敗試舉在六個分期點上的 BCH 角(單位:度) 

 S1 S2 S3 S4 
顯著差異 

 成功 失敗 成功 失敗 成功 失敗 成功 失敗 

LO 
38.8 

(1.8) 

41.7 

(3.3) 

38.5 

(1.7) 

42.9 

(3.5) 

38.9 

(2.1) 

39.4 

(3.1) 

38.1 

(0.4) 

39.1 

(1.1) 
c 

CK 
32.2 
(2.1) 

34.0 
(2.8) 

34.2 
(2.9) 

36.4 
(3.3) 

34.7 
(2.0) 

33.3 
(2.3) 

35.8 
(2.8) 

33.7 
(1.8) 

 

PB 
7.4* 

(3.8) 

3.1* 

(2.0) 

3.8 

(5.9) 

6.9 

(5.7) 

5.6# 

(2.2) 

0.2 # 

(1.7) 

9.7 

(1.3) 

8.3 

(5.4) 
s, c 

MF 
25.1 

(1.8) 

23.8 

(1.7) 

52.8 

(8.6) 

61.8 

(5.2) 

36.8 

(3.0) 

32.2 

(2.2) 

31.8 

(9.9) 

31.9 

(5.5) 
s 

MH 
115.3 
(7.2) 

113.0 
(4.6) 

134.4 
(11.2) 

124.8 
(9.8) 

150.1 
(9.0) 

142.6 
(5.4) 

134.4 
(9.0) 

127.1 
(13.0) 

s, c 

LO: 槓鈴離地瞬間；CK: 槓鈴過膝; PB: 發力推鈴；MF: 槓鈴最遠位置；MH: 槓鈴最高位置(圖一) 

主要效果: s 表示舉者之間有顯著差異(p<.05)，c 表示成功與失敗之間有顯著差異(p<.05) 

*, # : 個人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 BCH 角有顯著差異(p<.05) 

 

表四、個人成功及失敗試舉在三個分期點上的 BCH 角速度(單位：度/秒)，在 LO 和 PB 時的 BCH 角速度為零，因此未列入表中 

 S1 S2 S3 S4 
顯著差異 

成功 失敗 成功 失敗 成功 失敗 成功 失敗 

CK -118.5 
(7.0) 

-109.8 
(10.0) 

-139.2 
(8.3) 

-144.3 
(28.1) 

-120.3 
(14.8) 

-121.5 
(16.5) 

-143.5 
(60.5) 

-150.7 
(29.6) 

s 

MF 245.9* 

(21.7) 

301.0* 

(49.0) 

416.8 

(45.4) 

434.1 

(50.8) 

361.0 

(41.5) 

319.5 

(18.4) 

257.5 

(20.4) 

259.3 

(41.1) 

s 

MH 624.5 

(36.4) 

646.7 

(23.9) 

545.0 

(31.3) 

525.3 

(38.3) 

600.9 

(28.4) 

590.5 

(17.0) 

699.3 

(70.9) 

632.3 

(37.6) 

s 

CK: 槓鈴過膝; MF: 槓鈴最遠位置；MH: 槓鈴最高位置(圖一) 

主要效果: s 表示舉者之間有顯著差異(p<.05)，c 表示成功與失敗之間有顯著差異(p<.05)  

* : 個人成功與失敗試舉之間 BCH 角速度有顯著差異(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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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the Barbell-Cervicle-Hip (BCH) angle to analyze the 

snatch movement an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lifts.  

Methods: Four young weightlifters (three females and one male)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 

high-speed camera was se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lifter to film the movements of snatching different 

barbell mass. Three reflective markers were placed on the 7th cervical vertebrae process, the hip 

joint of the lifter, and the left side of the barbell. Six heavier lifts for each lifter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Between the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lifts, the lifters showed different BCH 

angles significantly at the LO, PB, and MH events. Among the four lifters, only two lifters 

performed different BCH angles at the PB event significant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CH 

angular velocity were found between the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lifts for the four lifters. Only 

one lifter showed different BCH angular velocity at the MF. Conclusions: For the unsuccessful lifts, 

the lifters performed greater BCH angle as lifting barbell off the floor, and smaller BCH angle at the 

instant of the barbell pushed away from lifters’ body and going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Each lifter 

seemed to have different snatch movements after pushing barbell away from their body until 

squatting to catch the barbell. For elite weightlifters, motion analysis for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lifts should be based on individual athlete’s mov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Weightlifting, Relative barbell mass, Sagittal pla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