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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動作分析來瞭解許淑淨選手在不同試舉重量之抓舉技術動作表現。方法：以一台數位攝影

機進行拍攝比賽之抓舉三次試舉動作，藉由動作分系統將選手身體與槓鈴之關鍵位置進行數位化分

析，並進一步計算所需之槓鈴與 BCH 角運動學之相關資料，再透過描述性之方式來呈現三次試舉

重量之時間結構變化、關鍵之槓鈴運動學參數與 BCH 角表現。結果：(一) 試舉重量 95kg 與 100kg

之第一次拉、試舉重量 95kg 與 103kg 之第二次拉、試舉重量 95kg 與 100kg 之總拉時間結構相似，

且總時間隨著試舉重量增加而提升；(二) 三次試舉重量之槓鈴軌跡不盡相似，且減少槓鈴拋物線

範圍與增加垂直移動範圍，以及槓鈴最大垂直速度隨著試舉重量增加有明顯下降之趨勢；(三) BCH

角位移曲線特徵相似，最小之 BCH 角出現在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與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之

前，隨後 BCH 角從槓鈴最大垂直速度瞬間至接槓瞬間有快速增加的趨勢。結論：許淑淨選手在三

次試舉中的槓鈴軌跡不盡相似，但藉由減少槓鈴之拋物線與槓鈴垂直移動範圍來獲得穩定之槓鈴動

作與有效之接槓空間，以及透過不斷調整軀幹姿式，讓 BCH 角的曲線運動趨近相似化程度。BCH

角確實可以瞭解選手的軀幹與槓鈴的相對運動，亦是一個有效作為未來評估抓舉技術動作之關鍵指

標。 

 

關鍵字：抓舉、時間結構、槓鈴運動、BCH 角 

 

壹、緒論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運動科學研究人員的各項檢測

介入，使得我國各項競技運動在比賽場上都有進步之

趨勢，以我國女子舉重在近年來的發展看來也有越來

越好的趨勢。在 2012 年倫敦奧運會，我國女子舉重項

目，53 公斤級的許淑淨選手獲得銀牌，並在兩年後，

於 2014 年仁川亞洲運動會獲得金牌。當時 2012 年倫

敦奧運會的抓舉為 96 公斤、挺舉成績為 123 公斤，總

和 219 公斤，而 2014 年仁川亞洲運動會女子 53 公斤

級之抓舉成績為 101 公斤、挺舉 132 公斤，總和 232

公斤，這兩年期間總共進步了 13 公斤，並打破了女子

53 公斤級的世界紀錄 230 公斤，也為我國舉重史締造

一項殊榮。 

在競技舉重  (Olympic Weightlifting) 中，抓舉 

(Snatch Lifts) 為比賽的第一個項目，除了比賽規定之

三次試舉失敗而無法進行挺舉比賽外，其技術動作的

好壞也會影響到後續之挺舉 (Clean & Jerk) 的比賽 

(莊銘修、張立羣，2014)。為此，以往的研究多在分

析抓舉的槓鈴運動或下肢運動表現  (Okada, Iijima, 

Fukunaga, Kikuchi, & Kato, 2008; Harbili, 2012)，並將

抓舉動作以槓鈴上升高度與膝關節運動變化來劃分階

段，分別為：第一次拉  (First pull)、轉換階段 

(Transition phase)、第二次拉 (Second pull)、翻轉階段 

(Turnover phase) 與 接 槓 階 段  (Catch phase) 

(Gourgoulis, Aggelousis, Mavromatis, & Garas, 2000)。

此能瞭解到膝關節與踝關節在抓舉前三個動作階段會

產生伸展-屈曲-伸展、髖關節則是持續伸展動作，且

槓鈴因肢體的屈曲與伸展動作所產生的能量而獲得速

度表現；此外，另有研究認為這樣的分期方式雖然能

提供教練與運動員在抓舉動作架構能更明確，但是對

於成敗的關鍵因素是有可能被忽略，且較不易回饋於

教練與運動員在技術上之修正 (邱宏達等，2009；龔

哲榮、邱宏達，2014；莊銘修、張立羣，2014；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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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 Wang, 2010)，因此透過槓鈴與運動員的相對

位置運動，來描述抓舉的整體運動過程 (Chiu et al., 

2010)，方法主要是將抓舉動作共分為五個事件 

(events) 點：槓鈴離地 (LO)、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 

(CK)、運動員伸展髖關節將槓鈴推離至最遠離身體位

置 (PB)、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位置 (MH) 與接住

槓鈴瞬間 (CB)。其結果發現到，不同層級之運動員有

著不同的槓鈴軌跡，且重量級別越重的運動員，所產

生的槓鈴水平運動越廣泛，相對於槓鈴被推離後的最

大水平速度則大於級別較輕之選手 (莊銘修、張立羣，

2014；Chiu et al., 2010)。 

此外，有學者認為僅分別探討肢體動作與槓鈴運

動仍是不足，因此就發展出一個新的評價參數，此參

數是定義為槓鈴與頸椎第七節之向量和頸椎第七節與

股骨大轉子之向量連線的空間向量 (矢狀面)所形成

之夾角，即為 BCH 角 (Barbell-Cervicle-Hip angle)，

以此評估槓鈴與選手肢體之相對運動 (龔哲榮、邱宏

達，2014；Chiu, Liang 2009)。其結果發現到，優秀女

子運動員與一般運動員在槓鈴最遠離位置瞬間所產生

的 BCH 角較小 (Chiu, Liang 2010)，且不同層級之運

動員在各動作分期上也發現到技術動作上之差異 (龔

哲榮、邱宏達，2014)，且以往研究大多將不同性別、

不同層級之選手進行分析以此提供技術動作修正之訊

息，但也受限於體型、層級、性別與力量上之差異所

影響 (Baumann, Gross, Quade, Galbierz, & Schwirtz, 

1988; Bartonietz, 1996; Garhammer, 1985; Gourgoulis, 

Antoniou, Charistoforids, Mavromatis, G., & Garas, 

2002; ) 。基於如此，本文透過個案分析之方式，藉由

槓鈴與身體關鍵位置來瞭解舉者在抓舉過程中之用力

模式，並結合 BCH 角來觀察舉者的技術動作表現，

最後將重要訊息提供教練與舉者在技術修正上之指標，

此為本研究之目的。 

 

貳、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與國家舉重總教練 蔡溫義教練進行協商

與討論，針對許淑淨選手在一場打破國家紀錄之中華

民國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舉重錦標賽，進行三次抓舉

試舉成功進行分析 （95kg、100kg 與 103kg），其身高：

159cm、體重 53kg、比賽量級：社會女子組 53kg 級，

以及三次成功試舉之 RBM 指數分別為：1.79、1.89

與 1.94。其中，RBM 指數 (Relative Barbell-Mass index) 

表槓鈴重量與體重之比值，Chiu 等 (2010) 指出，當

RBM 指 數 大 於  1.63 表 示 最 佳 表 現 組

(Better-performance group)。 

二、實驗程序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一部 Sony HDR-XR 520V 數位攝影機，

拍攝頻率為 60Hz，架設在距離舉重檯中心點左側 10

公尺處，將鏡頭光軸對準二維平面座標架 (180 × 180

公分) 之中心處來拍攝許淑淨選手在三次抓舉試舉動

作表現。由於本研究是在比賽中進行拍攝，則無法黏

貼反光標記點於舉者身上，僅能透過人工判別之方式

來反覆確認與標記影像中之槓鈴中心點、頸椎第七節、

股骨大轉子位置，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將所拍攝影片以 Kwon 3D 動作分析軟體來數位

化二維平面 (2-Diomensional digital) 處理。再將原始

數據以Butterworth 4th-order loss pass filter進行資料修

勻 (smooth)，截斷頻率為 6Hz (Chiu et al., 2010)，2D

重建誤差 (Reconstruction error) 在 0.08 公分。各項參

數之時間結構、槓鈴關鍵運動學參數與 BCH 角，以

及時間標準化 (線性內插法，Linear Interpolation)，則

透過自寫之 Excel macros 進行計算並繪製圖表以表示

之。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參考 Chiu et al. (2010) 所定義之動作事件

瞬間點，槓鈴離開地面瞬間 (LO)、槓鈴經過膝關節瞬

間 (CK)、選手伸展髖關節將槓鈴推離瞬間 (PB)、槓

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 (MH) 與接槓瞬間 (槓鈴

從最大垂直高度下降至最低點位置瞬間，CB)，與教

練研商後，將其修正為槓鈴離開地面瞬間 (LO)、槓鈴

經過膝關節瞬間 (CK)、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 (Barbell 

toward the body [TB])、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 

(Max Vv)、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 (Barbell away the 

body [AB])、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 (MH) 與接

槓瞬間 (CB [槓鈴從最大垂直高度下降到最低點位置

瞬間])，共七個動作瞬間事件點 (圖 1)；之後再依據

Garhammer (1980, 1989) 與 Buamann et al. (1988) 所

定義之槓鈴相對身體位置的動作階段來計算時間結構

變化，分別為第一次拉 (槓鈴離地瞬間至槓鈴經過膝

關節瞬間，1st pull)、第二次拉 (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

至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2nd pull)、接槓階段 (槓鈴從

最大垂直高度至接槓瞬間，Catch phase) 與總拉 (槓鈴

離地瞬間至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Total pull)，

此外，作者另自行定義槓鈴之慣性上升階段 (即槓鈴

最靠近身體瞬間到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此外，

為了有效評估槓鈴在水平方向的位移表現，因此以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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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離地瞬間作為原點並作一條垂直參考線 (Vertical 

Reference Line, VRL) 進行評估，其中正值為槓鈴在此

線右側進行運動，代表槓鈴接近選手身體方向，左側

則反之 (莊銘修、張立羣，2014；Garhammer, 1985)，

見圖 1。 

 

圖 1、槓鈴相對身體位置之分期點與槓鈴接近、遠離身體方向定義

(備註：槓鈴離開地面瞬間 (LO)、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 (CK)、槓

鈴最靠近身體瞬間 (TB)、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 (Max Vv)、

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 (AB)、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 (MH)、

與接槓瞬間 (CB)、＋代表接近、－代表遠離。) 

 

在槓鈴之關鍵運動學中，本研究透過垂直參考線

與七個槓鈴動作分期點來分析六個槓鈴水平方向運動

參數，分別為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 (TB)、槓鈴最遠離

身體瞬間 (AB)、水平移動範圍 (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

至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之水平距離，HTR)、接槓瞬間

槓鈴距離垂直參考線之水平位置 (CB-VRL)、拋物線

範圍 (PR)：即槓鈴最遠離身體的位置到接槓瞬間的位

置之水平位移、槓鈴被推離身體後的最大水平速度 

(Max Hv)；此外，分析五個槓鈴垂直方向運動的參數，

分別為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之高度 (TB-H)、槓鈴最大

垂直高度 (MH)、槓鈴高度比(MH/BH)：即槓鈴最大

垂直高度與選手身高之比值、接槓瞬間之垂直高度 

(CBH)、垂直移動範圍 (VTR)：即槓鈴最大垂直高度

到接槓高度之垂直位移與槓鈴最大垂直速度  (Max 

Vv)。再依據龔哲榮、邱宏達 (2014) 所定義之 BCH

角，係以槓鈴中心點與頸椎第七節之向量長度和軀幹

投影在矢狀面之角度，並依據各動作事件點進行選取

BCH 角度。本研究將上述之各項參數，以描述性方式

來呈現個案分析之時間結構變化、槓鈴關鍵運動學與

BCH 角度之結果。 

 

參、結果 

一、時間結構變化 

觀察不同階段之時間結構表現 (圖 2)，在第一次

拉之時間結構表現上，試舉重量 95kg 與 100kg 所花

費的時間最為相似 (95kg：0.37 秒、100kg：0.36 秒)，

但以且以試舉重量 103kg 花費時間較長 (0.43 秒)；在

第二次拉之時間結構表現上，試舉重量 95kg 與 103kg 

所花費的時間相同，皆為 0.17 秒，而試舉 100kg 為 0.22

秒；在慣性上升階段，試舉 95kg 所花費的時間 (0.36

秒) 較試舉 100kg (0.32 秒) 與 103kg (0.33 秒)長。當

槓鈴從離地瞬間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 (總拉)，試舉

重量 95kg 與 100kg 所花費的時間相同，皆為 0.66 秒，

以試舉重量 103kg 花費較長時間 (0.71 秒)；進一步觀

察槓鈴從最大垂直高度至接槓瞬間 (接槓階段) 之時

間結構表現上，則發現試舉重量 95kg、100kg與 103kg，

皆有相似的時間結構特徵，分別為 0.36 秒、0.37 秒與

0.38 秒。最後在總時間結構表現上，以試舉重量 103kg

花費最長時間 (1.30 秒)，其次為試舉重量 100kg (1.28

秒)，以試舉重量 95kg 花費時間最短 (1.26 秒)。 

 

 

圖 2 抓舉時間結構之長條圖 

(備註：第一次拉：槓鈴離地瞬間到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之時間變

化；第二次拉：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至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之時間

變化；慣性上升：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至鈴從最大垂直高度瞬間之

時間變化；總拉：槓鈴離地瞬間至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之時間變

化；接槓階段：槓鈴從最大垂直高度至接槓瞬間之時間變化；總時

間：槓鈴從離地瞬間至接槓瞬間之時間變化。) 

 

二、槓鈴之關鍵運動學 

本研究在三個不同重量之槓鈴軌跡曲線圖中發現 

(圖 3)，不同重量之槓鈴軌跡在槓鈴離地瞬間皆未橫越

過垂直參考線，且試舉重量 95kg 與 103kg 的槓鈴軌跡

圖相似，即槓鈴在最大垂直速度瞬間 (Max Vv) 至槓

鈴最大垂直高度過程中 (MH) 的軌跡走向是朝向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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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參考線左側移動而形成拋物線軌跡，雖然試舉重量

100kg 在此過程中亦有產生拋物線之現象，但是並未

橫越過垂直參考線，且在垂直參考線右側進行移動。 

 

 
圖 3 不同重量之槓鈴軌跡曲線圖與關鍵事件位置 

(備註：槓鈴離開地面瞬間 (LO)、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 (CK)、槓

鈴最靠近身體瞬間 (TB)、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 (Max Vv)、

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 (AB)、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 (MH)、

與接槓瞬間 (CB)、＋代表接近、－代表遠離。) 

 

此外，表 1 分別為槓鈴在水平與垂直方向之關鍵

運動學參數特徵。觀察槓鈴在水平方向之關鍵運動參

數特徵，結果發現試舉重量 103kg 在槓鈴最靠近身體

瞬間 (TB) (5.69 公分) 比試舉重量 100kg (7.89 公分) 

與 95kg (6.35 公分) 遠離身體方向；在槓鈴最遠離身

體瞬間 (AB) 的表現，以試舉重量 95kg 最遠離身體

方向 (-2.44cm)，其次是試舉重量 103kg (-1.76cm)，這

兩次試舉都在垂直參考線左側方向，而試舉重量

100kg 為 1.71cm，但是在垂直參考線右側方向進行移

動。進一步觀察槓鈴從最接近身體瞬間到最遠離身體

瞬間之水平移動範圍 (HTR) 之表現，結果發現試舉

重量 100kg 所產生的水平移動範圍最小 (6.17 公分)，

其次為試舉 103kg (7.45 公分)，最大為試舉重量 95kg 

(8.80 公分) 。 

當槓鈴被推動遠離身體後所產生之最大水平速度 

(Max Hv) 結果上，可以發現到試舉重量 95kg (-91.43

公分 / 秒 ) 之最大水平速度快於試舉重量 100kg  

(-73.90 公分/秒) 與 103kg (-74.81 公分/秒) 許多。隨

後在接槓瞬間之槓鈴距離垂直參考線的水平位置 

(CB-VRL) 結果，以試舉重量 95kg (6.58 公分) 與

103kg (5.74 公分) 最為相似，且接近垂直參考線，但

以試舉重量 100kg (11.10 公分) 最遠離垂直參考線右

側。最後，進一步觀察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至接槓瞬

間之水平位移，即拋物線範圍 (PR)，結果發現試舉重

量 95kg (9.02cm)與試舉重量 100kg (9.39cm) 相似，且

大於試舉重量 103kg (7.49cm) 約莫 2 公分左右。 

在垂直方向的關鍵運動學參數當中，以試舉重量

95kg 的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之高度 (TB-H) (50.37 公

分) 高於試舉重量 100kg (47.58 公分) 與試舉重量

103kg (45.11 公分)；當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 (MH) 

時，發現試舉重量 95kg 高於試舉重量 100kg (88.19 公

分) 與 103kg (89.30 公分)，其中試舉重量 100kg 與

103kg 之最大垂直高度相似，這樣的特徵也出現在槓

鈴最大垂直高度與身高之比值 (MH/BH) 與接槓瞬間

之垂直高度 (CBH)。進一步觀察槓鈴最大垂直高度與

接槓瞬間之垂直移動範圍 (VTR)，結果發現試舉重量

100kg 與 103kg 的垂直移動範圍相似，且高於試舉重

量 95kg 約莫 1 公分左右；此外，本研究發現到試舉重

量 95kg 之最大垂直速度 (Max Vv) 快於試舉重量

100kg 與 103kg 約 24.62 公分/秒 ~ 34.32 公分/秒。 

 

表 2 不同試舉重量之關鍵槓鈴運動學參數特徵 

 
槓鈴重量 (kg) 

槓鈴運動方向 95  100  103  

水平方向 
   

TB (cm) 6.35  7.89  5.69  

AB (cm) -2.44  1.71  -1.76  

HTR (cm) 8.80  6.17  7.45  

CB-VRL (cm) 6.58  11.10  5.74  

PR (cm) 9.02  9.39  7.49  

Max Hv (cm/s) -91.43  -73.90  -74.81  

垂直方向 
   

TB-H (cm) 50.37  47.58  45.11  

MH (cm) 101.83 88.19  89.30  

MH/BH (%) 64.04 55.47 56.16 

CBH (cm) 86.85  72.46  73.46  

VTR (cm) 14.98  15.73  15.83  

Max Vv (cm/s) 162.20 127.88 137.58 

備註：TB：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AB：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HTR：

水平移動範圍、CB-VRL：接槓瞬間槓鈴距離垂直參考線之水平位

置、PR：拋物線範圍：即槓鈴最遠離身體的位置到接槓瞬間的位置

之水平位移、Max Hv：槓鈴被推離身體後的最大水平速度、TB-H：

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之高度、MH：槓鈴最大垂直高度、MH/BH：

槓鈴最大垂直高度與身高之比值、CBH：接槓瞬間之垂直高度、

VTR：垂直移動範圍，即槓鈴最大垂直高度到接槓高度之垂直位

移、Max Vv：槓鈴最大垂直速度。 

 

三、抓舉動作事件瞬間點之 BCH 角運動 

圖 4 為不同重量之 BCH 角曲線圖與其槓鈴垂直

速度平均曲線圖，從圖中可以發現到三次試舉重量之

BCH 角曲線圖的曲線是相似的。其中，BCH 角最小

值在試舉重量 95kg、100kg 與 103kg 中，則是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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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 (TB) 後不久，其分別佔整體時

間百分比之 45.95%、45.33%與 48.11%。在此之後，

BCH 角逐漸上升至最大角度，並且在接槓瞬間到達最

大 BCH 角度。其中整體時間百分比為 BCH 角最小值

出現時間與接槓瞬間時間比，再將其乘上 100%。 

 

 

圖 4 不同重量之 BCH 角度與槓鈴水平與垂直速度曲線圖 

(備註：LO：槓鈴離開地面瞬間、CK：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TB：

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Max Vv：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AB：

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MH：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與 CB：接

槓瞬間。) 

 
表 3 不同重量之 BCH 角在各動作事件瞬間點的運動 

動作事件點 

BCH 角 (deg) 

95kg 100kg 103kg 

LO 37.42 43.17  39.81  

CK 33.35 37.83  32.25  

TB 4.99 6.07  8.21  

Max Vv 15.38 15.32  13.90  

AB 30.51 32.83 35.97 

MH 136.36 115.79  105.78  

CB 198.54 185.78  187.55  

備註：LO：槓鈴離開地面瞬間、CK：槓鈴經過膝關節瞬間、TB：

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Max Vv：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瞬間、AB：

槓鈴最遠離身體瞬間、MH：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與 CB：

接槓瞬間。 

 

此外，進一步觀察不同重量之 BCH 角在各動作

事件瞬間點的運動表現 (表 3)，其結果發現在槓鈴離

地瞬間 (LO) 之 BCH 角於三次試舉重量間則不相似，

以試舉重量 100kg 的角度最大 (43.17 度) ，試舉重量

95kg 的角度最小 (37.42 度) 。當槓鈴橫經過膝關節

瞬間 (CK)，其 BCH 角都呈現下降之現象，直到槓鈴

最接近身體瞬間 (TB) 到達較小的 BCH 角度，並以試

舉重量 95kg 的角度最小 (4.99 度)。隨後在槓鈴到達

最大垂直速度瞬間 (Max Vv)，其試舉重量 95kg (15.38

度) 與 100kg (15.32 度) 之 BCH 角較為相似，但以試

舉重量 103kg 之 BCH 角較小 (13.90 度)；在此之後槓

鈴到達最遠離身體瞬間 (AB)，其結果發現試舉重量

103kg之BCH角大於試舉重量95kg (30.51度)與100kg 

(32.83 度)。最後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高度瞬間 (MH) 並

在接槓瞬間 (CB) 的過程中，其三次試舉重量之 BCH

角則明顯增加。 

 

肆、討論 

抓舉是一種典型接近垂直上升與落下之動作型態 

(莊銘修、張立羣，2014)，一位技術成熟之舉重運動

員可以將自身體重 1~1.5 倍之槓鈴，拉離地面並高舉

至頭頂上方處，其整個運動過程中的時間花費僅需

1~1.4 秒左右 (邱宏達、梁日蕾與吳再富，2009；莊銘

修，2014；Campos, Poletaev, Cuesta, Pablos, & Carratalá, 

2006; Gourgoulis et al., 2000; Harbili, 2012)，因此在抓

舉動作執行過程中，為了有效的獲得動作的穩定性與

降低試舉失敗之可能性，則減少槓鈴在水平方向的移

動幅度，是可以增加槓鈴在垂直方向的效益性 (Hadi, 

Akkus, & Harbili, 2012; Stone, O’Bryant, Williams, 

Johonson, & Pierce, 1998)。 

在時間結構的表現上，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在三

次試舉重量中，其第一次拉時間花費較第二次拉來的

長，這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 (莊銘修，2014；Campos 

et al., 2006; Garhammer, 1980; Gourgoulis et al., 2002; 

Harbili, 2012)。其中，第一次試舉與第二次試舉之第

一次拉時間結構快於 2010 年世界女子冠軍、希臘國家

女子菁英 (Akkus, 2012; Harbili, 2012; Gourgoulis et al., 

2000)，但第三次試舉之第一次拉時間結構則較為相似 

(Hoover, Carlson, Christensen, & Zebas, 2006; 

Gourgoulis et al., 2000)；在第二次拉的時間結構表現上，

第一次試舉與第二次試舉相似於 1987 年世界女子冠

軍  (Garhammer, 1991) 與 2010 年世界女子冠軍 

(Akkus, 2012; Harbili, 2012)、希臘國家女子菁英選手 

(Gourgoulis et al., 2000)，其範圍在 0.15 秒 ~ 0.19 秒左

右。隨後，槓鈴在第二次拉過程中，因下肢快速伸展

與伴隨著軀幹快速向上擺動，使得髖關節將槓鈴向前

推動之動作，使槓鈴獲得能量產生快速向上移動，在

此過程中，槓鈴會呈現騰空狀態，並伴隨著舉者聳肩

提肘動作與快速下降身體重心，使槓鈴到達最高點位

置，最後穩定接住槓鈴之動作 (Gourgoulis et al., 2000; 

Hadi et al., 2012; Stone et al., 1998) 。從槓鈴被推離後

至接槓瞬間，是經由兩個動作階段所組成，即騰空階

段與接槓階段；在騰空階段中，研究參與者在三次試

舉的時間結構則顯著較2010年世界女子冠軍 (Akkus, 

2012; Harbili, 2012) 、 希 臘 國 家 女 子 菁 英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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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goulis et al., 2000) 來的長，但接槓階段則較為相

似 (Harbili, 2012)。雖然與世界級優秀女子選手之時間

結構有其差異，但三次試舉重量之總時間結構表現上

則過去研究果相似 (Akkus, 2012; Garhammer, 1991; 

Gourgoulis et al., 2002; Hoover et al., 2006; Harbili, 

2012)。進一步觀察研究參與者在三次試舉重量的時間

結構特徵，試舉重量 95kg 與試舉重量 100kg 在第一次

拉的時間結構較為相似，且時間花費少於試舉重量

103kg，而在第二次拉的時間結構，以試舉重量 95kg

與試舉重量 103kg 相同，但以試舉重量 100kg 花費較

長時間；在槓鈴騰空的時間結構當中，試舉重量 100kg

與試舉重量 103kg 較為相似，但以試舉重量 95kg 花費

較長時間，最後在接槓階段的時間結構特徵上，則三

次試舉重量皆為相似。從上述的現象可以發現到，研

究參與者在第一次拉與騰空階段、接槓階段的時間結

構分配是相似的，此與過去研究有其不同的時間結構

特徵與分配情況  (Akkus, 2012; Garhammer, 1991; 

Gourgoulis et al., 2002; Hoover et al., 2006; Harbili, 

2012)。 

觀察槓鈴的運動表現，發現研究參與者在同一天

之三次試舉當中，雖然有著不相同的槓鈴軌跡型態，

但邱宏達等 (2009)、龔哲榮、邱宏達 (2014) 與 Chiu

等 (2010) 等學者皆指出，舉者在抓舉過程中會盡可

能的將槓鈴靠近身體方向進行運動，因此會隨著槓鈴

的走向或者偏離身體而作出適當的調整動作，使身體

與槓鈴產生最佳的距離，以此來增加試舉成功的表現。

在槓鈴軌跡運動表現中，發現到三次試舉中過程中，

其槓鈴在離地之後都有接近身體之方向 (TB)，當被推

離之後有遠離身體方向 (AB)，最後在槓鈴到達最大

垂直高度後，又再次接近身體方向之特徵 (Akkus, 

2012; Garhammer, 1985, 2001; Gourgoulis et al., 2000, 

2002, 2004; Harbili, 2012)；雖然槓鈴軌跡運動有接近-

遠離-接近的運動特徵，但是進一步發現到槓鈴水平移

動範圍 (HTR) 之結果大於Garhammer (1989) 所提出

之最佳水平移動範圍 (4 ~ 6 公分) ，以及世界女子冠

軍 (Okada et al., 2008; Harbili, 2012) 與亞洲冠軍女子 

(Ikeda, Jinji, Matsubayashi, Matsuo, Inagaki, Takemata, 

& Kikuta, 2012) 選手 4 ~ 5.8 公分。進一步觀察有較大

的槓鈴水平移動範圍 (HTR)，在 2008 年亞洲錦標賽

的研究當中 (Ikeda et al, 2012)，其結果發現到日本選

手 (平均約 7.74 公分) 較亞洲冠軍選手 (平均約 4.00 

公分) 有較大的槓鈴水平移動範圍，並進一部比較槓

鈴被推離身體後的最大水平速度表現，其結果也發現

到日本選手 (平均約-63.60 公分/秒) 的槓鈴被推離身

體後的最大水平速度快於亞洲冠軍選手  (平均約

-38.20 公分/秒) 許多；雖然本研究僅是觀察一位舉者

在三次試舉中的抓舉表現，但是也有類似的結果出現，

研究參與者在試舉重量 95kg (8.8 公分) 時，有較大的

槓鈴水平移動範圍，其次為試舉重量 103kg (7.45 公分)，

最小為試舉重量 100kg (6.17 公分)，而槓鈴被推離身

體後的最大水平速度表現以試舉重量 95kg 最快 

(-91.43 公分/秒)，其次為試舉重量 103kg (-74.81 公分/

秒)，最後試舉重量 100kg 為-73.90 公分/秒；雖然槓

鈴在運動過程中應該是減少水平方向的移動表現，以

此獲得最有效的垂直運動效率 (莊銘修，2014；Hadi et 

al., 2012)，但若是減少槓鈴被推離後的最大水平速度，

或許能夠減少槓鈴水平移動範圍，然而此部分仍須有

更多的資料進行證實，例如觀察舉者在槓鈴最接近身

體方向至最遠離身體方向瞬間的垂直位移、水平速度

差，以及之間的相關性等，此部分仍需要未來進一步

進行研究。 

此外，過去研究指出，槓鈴在運動過程中應該是

減少水平方向的移動表現，以此獲得有效的垂直運動

效率，本研究除了觀察槓鈴最接近身體方向瞬間 (TB)、

槓鈴最遠離身體方向瞬間 (AB) 與槓鈴水平移動範

圍 (HTR) 外，亦分析槓鈴從最遠離身體方向瞬間至

接槓瞬間之槓鈴拋物線範圍 (PR)，Chiu et al. (2012) 

研究發現臺灣優秀男子之最佳表現組的拋物線範圍 

(PR) 與槓鈴被推離後所產生的最大水平速度 (Max 

Hv) 約為 11.9 公分/秒左右，而本研究參與者在三次

試舉之拋物線範圍在 7.49 ~ 9.02 公分左右，且槓鈴被

推離後所產生的最大水平速度為-73.90 ~ -91.43 公分/

秒。從上述的現象可以發現到，本研究參與者與 Chiu 

et al. (2012) 的研究參與者有相似之槓鈴水平方向運

動特徵。進一步觀察槓鈴在垂直方向的運動特徵，本

研究參與者在槓鈴最靠近身體瞬間的垂直高度隨著試

舉重量增加而從 50.37 公分下降至 45.11 公分，此現象

也出現在槓鈴最大垂直高度中。而這樣的結果與 Ikeda 

et al. (2012) 分析 2008 年亞洲錦標賽之女子選手的表

現相似，其隨著試舉重量的增加而使得槓鈴高度降低；

此外，Garhammer (1985) 與 Baumann et al. (1988) 研

究亦指出，槓鈴垂直方向的高度除了會受到試舉重量

影響外，亦會隨著身高有所差異；最為特別的是，接

槓瞬間的垂直高度，其表示槓鈴從最大垂直高度瞬間

下降至最低點位置，此關鍵指標主要受到人體解剖上

的限制，因此同一位選手在試舉相同重量之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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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完全下蹲接槓動作的高度變化並不大 (莊銘修、張

立羣，2010)。但若進一步觀察槓鈴最大垂直高度與身

高之比值 (MH/BH)，則發現其範圍在 59% ~ 70% 左

右 (莊銘修、張立羣，2010；Baumann et al., 1988; 

Campo et al., 2006; Chiu et al., 2012; Gourgoulis et al., 

2000, 2002, 2004)。進行觀察本研究參與者在第二次 

(100kg) 與第三次 (103kg) 之試舉重量表現，發現兩

次試舉都有較低的槓鈴最大垂直高度與身高之比值 

(MH/BH)，分別為 55.47% (試舉重量 100kg) 與 

56.19% (試舉重量 103kg)，此結果略低於上述之過去

研究發現。雖然兩次試舉重量略低於過去研究發現，

但在上述的研究當中，大多是以最重之試舉重量進行

分 析  (Baumann et al., 1988; Campo et al., 

2006;Gourgoulis et al., 2000, 2002, 2004)，而在 Chiu et 

al. (2010) 與 莊銘修、張立羣 (2014) 的研究當中，

所選取的舉者試舉最少皆有兩次試舉的次數，從中也

發現到試舉重量越重時，其槓鈴最大垂直高度與身高

之比值都有下降之趨勢，這也就表示當槓鈴最大垂直

高度降低時，其身體必須要越快下降  (Garhammer, 

2001; Hadi et al., 2012)，以此快速執行支撐槓鈴動作。 

為了瞭解槓鈴最大垂直高度與接槓瞬間之垂直高

度的關係，本研究進一步觀察槓鈴垂直移動範圍 

(VTR) 之表現，其結果發現到隨著槓鈴重量增加，研

究參與者透過減少槓鈴最大垂直高度，來達到快速接

住槓鈴之動作，這主要是舉者為了舉起更重的重量而

減少量支出與槓鈴上升之空間，來快速下降身體重心

去接住槓鈴 (Garhammer, 2001; Hadi et al., 2012)，當

垂直移動範圍越短，能進一步顯示舉者在不將槓鈴提

拉至很大的高度，就能快速執行下蹲接槓動作，此時

技術難度相對越高 (莊銘修、張立羣，2011)；雖然本

研究在三次試舉重量當中，發現試舉重量 100kg 與

103kg 都有較大的垂直移動範圍程度，在 Hadi et al. 

(2012) 針對三次不同試舉重量的研究結果指出，舉者

在試舉越重的重量過程中，相對的會更快的下降身體

重心表現，但卻會增加槓鈴的垂直動範圍，而這主要

是為了因應後續支撐槓鈴的穩定性，因此影響槓鈴垂

直移動範圍在於身體重心下降速度快慢 (Garhammer, 

2001; Hadi et al., 2012)。 

另外，槓鈴最大垂直速度 (Max Vv) 是過去研究

用來做為爆發力的重要指標 (Baumann et al., 1988; 

Bartonletz, 1996; Garhammer, 1985; Gourrgoulis et al., 

2002; Harbili, 2012)，而槓鈴最大垂直速度與槓鈴在垂

直方向的移動表現，均會受到試舉重量之影響。若一

位舉者要增加試舉重量，除了減少槓鈴在水平方向的

移動表現外，亦能使舉者獲得更大的垂直高度與獲得

下蹲接住槓鈴之空間，這也意味舉者若減少第二次拉

的時間結構並增加槓鈴最大垂直速度表現，此能使槓

鈴獲得更大的功率表現，因此舉重教練在未來的訓練

過程中，可以透過不同的訓練方式來增加第二次拉到

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之範圍的肌力與爆發力素質 

(Harbili, 2012; Harbili & Alptekin, 2014; Gourgoulis et 

al., 2002)，其中肌力素質代表為作功的能力，亦指肌

力 (力量) 表現，而爆發力素質 (Power = F × V)即力

量 (Force) 與速度 (Velocity) 的表現。 

此外，BCH 角是選手的軀幹與槓鈴所產生的夾角，

亦能反映出選手身體相對於槓鈴的運動特徵。從 BCH

角位移的運動特徵中發現到，從槓鈴離地瞬間到槓鈴

經過膝關節瞬間的角度是下降，而 BCH 角從槓鈴經

過膝關節瞬間到最靠近身體瞬間則是下降至最小之角

度，於此之後到接槓瞬間，其 BCH 角逐漸增至最大，

其中 BCH 角在槓鈴最遠離身體與槓鈴最大垂直高度

位置這兩個關鍵瞬間，是影響試舉成功與失敗的關鍵

因素 (Chiu & Liang, 2009, 2010)，該研究結果發現兩

個瞬間位置之BCH角度為 27度~42度與 116度 ~ 140

度，這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分別為 30 度 ~ 35 度與 105

度 ~ 136 度)。從圖 4 中發現到，研究參與者之 BCH

角到達最小角度出現在槓鈴到達最大垂直與水平速度

瞬間之前，而槓鈴要獲得快速的移動特徵，須舉者在

槓鈴經過膝關節位置瞬間快速的產生屈曲的肢體動作，

此時股四頭肌被拉長與腿後肌群縮短之作用，以此儲

存肌肉的彈性能 (Enoka, 1979) ，隨後在第二次拉至

槓鈴到達最大垂直速度過程中，舉者透過推髖動作將

能量傳遞至槓鈴上來產生最大速度與慣性上升 (邱宏

達等，2009；莊銘修、張立羣，2011, 2014；Garhammer, 

1985; Gourgoulis et al., 2000)，因此從 BCH 角位移的

曲線特徵可以明顯觀察到，其角度由小快速增加，除

了槓鈴上升的速度外，亦與軀幹之快速伸展有很大之

關係，且從結果可以發現到，雖然槓鈴軌跡在三次試

舉當中不盡相似，不過舉者藉由調整軀幹姿式讓槓鈴

盡可能的靠近身體方向進行運動，因此 BCH 角在三

次的試舉過程中，都有相似的曲線特徵，因為 BCH

角的定義為槓鈴中心點與頸椎第七節之向量長度和軀

幹投影在矢狀面之角度。此外，BCH 角除了有效用來

評估舉者之軀幹與槓鈴相對運動外，亦較為適用於單

一舉者在試舉過程中之 BCH 角特徵，主要是因為每

位舉者的動作模式不相似的原因 (龔哲榮、邱宏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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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因此 BCH 角可以供教練在未來觀察單一特定

之舉者的抓舉運動特徵，以此作為長期之追蹤來瞭解

或改善舉者的不佳動作模式。 

 

伍、結論 

本研究以許淑靜 (本研究參與者) 選手在三次抓

舉過程中，觀察其在抓舉過程中之時間結構、槓鈴運

動特徵與 BCH 角位移之運動。研究結果發現，研究

參與者在動作執行的時間結構，是透過平均分配時間

結構的特徵，來完成抓舉的動作表現。雖然在三次試

舉重量之槓鈴軌跡並非完全相似，但舉者藉由減少槓

鈴之拋物線與增加槓鈴垂直移動範圍來獲得接槓的穩

定性與有效之接槓空間；此外，雖然三次試舉的槓鈴

軌跡不盡相似，不過舉者藉由不斷調整軀幹姿式讓槓

鈴盡可能的靠近身體方向進行運動，因而讓 BCH 角

運動特徵趨近相似化程度，此為許淑淨選手之抓舉技

術動作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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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o understand the snatch technique for Hsu Chu-Ching athlete in three different barbell 

weights by using motion analysis. Methods: Through a digital camera to records the three lifts in 

snatch. By use the motion analysis software to digital the lifter’s body and barbell, and to calculate 

the key of the barbell kinematics and BCH angular data, and description on the above parameters. 

Results: First, the time structure of the first pull and total time in the 95kg and 100kg lifts, the 

second pull in the 95kg and 103kg lifts were similar, and as well as the total time was increased 

with loads increased. Seco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rbell trajectories among three lifts are not 

similar, and the lifter was described the projectile range and to increase the vertical travel range of 

the barbell, as well as the maximum vertical velocity of the barbell was described with barbell 

weight increased. Thi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CH angle was similar among three lifts, the smallest 

BCH angle was appeared earlier than the barbell most toward the body to its reached the maximum 

vertical velocity, and then the BCH angle was rapid increased between its to catch phase. 

Conclusions: The barbell trajectories among three lifts was not similar of Hsu Chu-Ching, and to 

through descried projectile range and to increase the vertical travel range of the barbell to stability 

the catch performance and obtained the its effective. We suggestion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es and 

coaches can through BCH angular to evaluation the snatch technique during the snatch l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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