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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言：許多運動都有關於跳躍投擲的技術動作，就是要藉由更進一步的延續來造成較優勢進攻，像是

網球或羽毛球的跳躍殺球，籃球和手球中的跳躍投籃與射門。然而並沒有太多文獻探討起跳後的投

擲與下蹲垂直跳的地面反作用力上特徵的差異。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國家級手球運動員垂直跳 (CMJ) 

與跳躍擲球 (JS) 之地面反作用力特徵。方法：18 個優秀手球運動員，他們的年齡、體重和身高分別

是 21.1 ± 1.4 歲， 77.0 ± 12.6 公斤，和 177.6 ± 7.4 公分。要求他們在 Kistler 測力板 (型號： 9287BA，

2000 赫茲) 上原地執行叉腰 CMJ (CMJAA)、 擺臂 CMJ (CMJAS)、原地垂直跳躍擲球 CMJ (CMJBS) 

以及前後腳站姿跳躍方式全力擲球 (CMJNS)。結果：垂直跳的跳躍表現較跳躍擲球高 (p < .05)，值得

注意的是 JS 的二個類型中地面反作用力的峰值皆比 CMJ 的二個類型高 (p < .05)，且跳躍擲球的二

個類型發力率也比 CMJ 的二個類型高 (p < .05)，並且跳躍擲球的二個類型的動作時間比 CMJ 的

二個類型短 (p < .05)。結論與建議：本研究結果說明了，JS 的技術具有較高爆發力，要求快速起跳

的反應動作，而非是以跳的高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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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手球運動與籃球運動型態相似，在比賽過程中，

運動員都必須在面對防守者的情況下進行攻擊，因此

跳躍攻擊的方式越來越常見，其動作會隨著實際情況

而產生些許的差異，畢竟運動場上的情況瞬息萬變，

高層次的運動員必須運用自己的身體條件，在不同準

備姿勢的情況下用力蹬起後尋求機會進行射門投擲。

跳躍投擲 (jump shot, JS) 是手球運動中常見的攻擊技

巧，其主要動作表現便是在起跳後的空中停留階段進

行上肢的投擲動作  (Wagner, Pfusterschmied, von 

Duvillard, & Muller, 2011)，其目的不外乎增加射門的

成功率。  

下蹲跳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是許多運

動中常見且重要的動作元素，過去也已經有許關於跳

躍表現的研究課題 (Klavora, 2000)，尤其在探討垂直

地面反作用力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vGRF) 

對表現的影響的部分 (Cormie, McBride, & McCaulley,  

2009; Sheppard, Chapman, Gough, McGuigan, & Newton, 

2009)，這些研究間接說明，地面反作用力對於評估跳

躍表現、下肢肌肉能力或運動技術的可靠性，因此，

從跳躍動作的地面反作用力曲線特徵，可以了下肢爆

發力相關動作的情況，或是運動技術的特點。 

在手球運動中，通常會以球速或投擲精準度作為

投擲表現的考量 (García, Sabido, Barbado, & Moreno, 

2013; Wagner et al., 2011; Wagner, Pfusterschmied, Von 

Duvillard, & Muller, 2012)，然而在思考投擲表現的情

況下，必須先理解上肢工作乃是受到下肢工作驅動所

產生的結果 (Wagner et al., 2011)，這樣的動作模式又

可以稱為動力鏈 (kinetic chain)，才是真正能影響投擲

表現的結果，先前有關壘球投擲的研究指出，球速與

支撐腿的地面反作用力有顯著的相關  (Oliver & 

Plummer, 2011)，學者 Guido 與 Werner (2012) 也進一

步發現投擲表現與力量曲線到達峰值與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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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峰值的時間上有極高的相關，此外在標槍

的研究上也提出，較高的制動地面反作用力，有助於

軀幹傳遞動力時的扭轉動作產生 (古國宏、黃長福、

廖逢錦、蔡永川，2009)。同時，投擲表現也可以透過

足底力量的變化情況進行觀察 (詹文祥、邱文信、林

思妤， 2015)。事實上，早在 1998 年便有學者

MacWilliams 等，針對棒球投擲提出腕關節速度與垂

直、制動地面反作用力有顯著相關，但是同樣作為熱

門團體項目的手球運動，似乎沒有太多的關注被放在

投擲過程的地面反作用力曲線特徵，或是地面反作用

力對跳躍投擲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透過垂

直跳與不同跳躍投擲的方式比較地面反作用力特徵。 

 

貳、方法 

一、實驗參與者 

    本研究實驗參與者為18位男性國家級手球運動員，

皆自願參與本實驗，並且簽屬參與實驗同意書，所有

受試者在實驗前六個月內無下肢骨折，肌肉或韌帶斷

裂等病史，表1為實驗參與者之年齡、身高、體重等基

本資料，實驗期間所有參與者並無身體不適之情況，

若有當下可以立即提出，並且在實驗前告知所有相關

事項，倘若尚有疑慮可提說明出或退出實驗。 

 

表1 實驗參與者基本資料 

樣本數 

(人) 
年齡 (年)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18 21 ± 1.4 178 ± 7.4 77 ± 12.6 

註：呈現方式為平均數與標準差 

 

二、實驗設計 

    為了觀察跳躍投擲與垂直跳動作的地面反作用力

特徵差異，本研究進行四種垂直跳工作，分別為原地

叉腰垂直跳 (CMJAA)、原地擺臂垂直跳 (CMJAS)、原

地垂直跳躍擲球  (CMJAB) 與前後腳站姿跳躍擲球 

(CMJNS) 動作，其中CMJAA 與CMJAS代表的是單純的

下蹲跳 (CMJ) 動作類型，而CMJAB 與CMJNS代表跳

躍包含投擲 (JS) 動作類型，在跳躍擲球部分，要求實

驗參與者需起跳後將球擲向目標區，以確認其投擲行

為非亂無目的的丟擲，該投擲動作為模擬運動場上之

射門動作，用以區別跳躍投擲與單純垂直跳動作。其

目標範圍為24×24公分的正方形區塊，距離實驗參與

者前方6公尺，高1.8公尺。實驗參與者以隨機 (random) 

方式進行動作施測，每個跳躍動作收集3次進行分析，

每次動作完成休息30秒，每組動作間休息5分鐘。要求

實驗參與者中需盡最大努力表現，並在起跳後穩定落

回測力板，且投擲動作須將球投擲至指定的目標位置

才算動作完成，並在施測過程隨時確認實驗參與者的

狀態，若有自覺不適或疲勞情況，隨時可終止實驗或

延長休息時間。本研究施測前進行動作教學與說明，

並確認實驗參與者著適合執行本研究跳躍動作之服裝，

以及相同廠牌之比賽運動鞋，實驗前給予5分鐘時間進

行跳躍動作練習與5分鐘靜態伸展熱身，以確認所有實

驗參與者皆能盡全力完成實驗要求。 

 

 

圖1 原地叉腰垂直跳動作 (CMJAA) 

 

 

圖2 原地擺臂垂直跳 (CMJAS) 

 

 

圖3 原地垂直跳躍擲球 (CMJAB) 

 

 

圖4 前後腳站姿跳躍擲球 (CMJ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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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測力板 (1000Hz, 9287BA, Kistler 

Instruments AG, Winterthur, Switzerland) 進行四種跳

躍動作的地面反作用力資料收集，然後再以Bioware 

3.2版軟體進行力量曲線的分析。而投擲使用球為網球

公開賽指定網球，品牌為Slazenger。為了清楚了解垂

直動作過程的曲線特徵，透過vGRF、重心位移與重心

速度曲線關係，本研究將垂直跳的動作分成以下幾個

階段 (Linthorne, 2001)，詳見圖5-7部分，點A表示動作

開始瞬間，同時也是vGRF低於體重20N瞬間；B下蹲

速度最大瞬間；C為下蹲最低點瞬間；D為動作速度最

快瞬間；E為離地瞬間，此時地面反作用力為0N。此

外，從地面反作用力曲線來看，作用力曲線小於體重

的面積主要產生負衝量 (negative impulse)，而大於體

重的面積部分主要產生正衝量 (positive impulse)；若

從重心位移曲線來看，A至C過程中重心位移持續向下，

至C時為下蹲最低瞬間，因此將該階段之動作定義為

離心階段，該階段股四頭肌被動伸展 (Padulo, Tiloca, 

Powell, Granatelli, Bianco, & Paoli, 2013)，然後從C開

始至E則定義為向心階段，該階段股四頭肌主動收縮 

(Padulo et al., 2013)。原始vGRF資料經由衝量動量定

理 (Impulse-momentum method) 概念 (見公式1) 經

積分與微分計算後，可獲得重心位移、速度與加速度

參數 (Linthorne, 2001)，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peak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PvGRF) 收集跳躍過程最

大vGRF值，而衝量 (impulse) 計算方式為力量-時間

曲線的積分，發力率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RFD) 

則是vGRF超過體重20N後到PvGRF的力量變化除以

時間，再經由體重進行標準化 (公式2)。本實驗研究所

獲得之參數以SPSS 15.0版進行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處理，顯著水準定為α =. 05，若達顯著差異再

以Tukey方法進行事後比較。 

 

公式1： 

衝量動量定理：
   dtWtFvm R )(

 

加速度： mtFta /)()(   

速度： dtatatv )0)(()( 
 

位移： dtvtvts )0)(()( 
 

公式2：   BWtF //  

 

圖 5 垂直地面反作用力曲線、PvGRF、衝量與動作

階段示意圖。 

 

圖 6 重心位移曲線與動作階段示意圖。 

 

圖 7 重心速度曲線與動作階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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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 

    研究所獲得之參數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15.0版本

計算，經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處理後，達顯著

差異部分進行事後比較，從統計事後比較的結果來看，

可以將本研究的四個跳躍工作分成兩個組別，也就是

原地垂直跳組 (CMJs) 與跳躍投擲組 (JSs) 兩種動作

型態，前者為CMJAA與CMJAS後者為CMJAB與CMJNS 

兩種型態的動作。其獲得以下結果 (表2)：在重心位移

部分CMJs顯著高於 JSs (F(3,51) = 40.97, p < .001, 

η2= .707)、正衝量部分CMJs顯著高於JSs (F(3,51) = 

38.21, p < .001, η2= .692)、負衝量部分CMJs顯著高於

JSs (F(3,51) = 18.18, p < .001, η2= .517)、兩種JS的垂直

地面反作用力峰值顯著高於CMJs (F(3,51) = 28.58, p 

< .05, η2= .63)、發力率部分JSs顯著高於CMJs (F(3,51) 

= 16.33, p < .001, η2= .490)、向心與離心動作時間 (圖

8) 有顯著差異。 

 

 

圖 8 向心與離心階段作用時間。 

註：CMJBS與 CMJNS之作用時間比 CMJAA與 CMJAS短

達顯著差異 (p < .001)。 

肆、討論 

在本研究中CMJAB與CMJNS的跳躍表現明顯較差，

可能是因為跳躍投擲的主要目的並非跳高，而是傾向

協調的完成投擲動作要求，因此在跳躍表現的結果，

較低於原地垂直跳動作。從反作用力的特徵結果來看，

說明了跳躍投擲的跳躍動作型態，有相對較較大的蹬

伸力，比較先前投擲動作的地面反作用力結果，

MacWilliams等 (1998) 的男子棒球投擲動作的地面

反作用力峰值約在1.5倍體重，另外，青年男子壘球運

動員投擲研究，地面反作用力峰值約在1.4倍體重 

(Guido & Werner, 2012)，而女子大約在1.8倍 (Oliver & 

Plummer, 2011)，先前研究認為下肢地面反作用力特徵，

可以反映身體核心穩定情況， (Willson, Dougherty, 

Ireland, & Davis, 2005)，尤其是在投擲動作過程的姿勢

控制或恢復 (Kibler, Press, & Sciascia, 2006; Oliver & 

Plummer, 2011)，而跳躍投擲動作 (CMJAB與CMJNS) 

的慣用腳蹬伸力高達體重的3倍，與先前的研究結果類

似 (Rousanoglou, Noutsos, Bayios, & Boudolos, 2014)，

可能是身體為了控制起跳後能順利完成投擲動作，而

產生的結果，因為投擲動作的動力起源在地面反作用

力。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起跳後的投擲動作必須在騰

空時完成，因此投擲動作無法透過地面反作用力進行

調整，因此在本研究中，跳躍投擲動作較大的蹬伸地

面反作用力，反映出跳躍投擲動作能量傳遞的特殊性，

先前研究也提出，跳躍投擲的軀幹最大屈曲、旋轉角

度與肩關節內旋速度會大於沒有跳躍的情況 (Wagner, 

Buchecker, von Duvillard, & Müller, 2010)，這說明較大

的地面反作用力，可能反應出動力鏈傳遞過程的能量

傳遞需求，因為起跳後至空中動作的調整，仰賴較大

的起跳動能，而這樣的動作控制特徵將牽涉到核心肌

群的能力，因為較好的核心肌力將有助於減緩骨盆至

肩關節動力傳遞過程的損耗 (Wagner et al., 2011)。 

 

表 2 各項參數統計結果 

工作 CMJAA  CMJAS  CMJAB  CMJNS    

參數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F η2 Post hoc 

高度 (cm) 47 8  58 7  43 9  41 11 40.97* .707 
AA, AS > AB, 

NS 

負衝量 (N˙s) 1.23 0.16  1.19 0.26  1.0 0.16  0.91 0.19 18.18* .517 
AA, AS > AB, 

NS 

正衝量 (N˙s) 4.02 0.33  4.20 0.34  3.62 3.40  3.41 0.46 38.21* .692 
AA, AS > AB, 

NS 

PvGRF (BW) 2.4 0.2  2.6 0.3  3.0 0.4  3.0 0.4 28.58* .627 AA, AS <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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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5。註：mean 為平均數，SD 標準差，PvGRF 為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然而跳躍投擲動作是否與核心肌群有相關，則必

須在未來的研究中，增加相關肌群肌電訊號的測量，

以確認騰空投擲動作與核心肌群的關係。 

在發力率方面JS的二個類型比 CMJ的二個類型高，通

常在研究跳躍表現的比較上，發力率參數常被用來衡

量下之爆發力強度，並且與肌肉向心工作以及彈性結

構元件有極大的相關性，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起跳速度 (Laffaye & Wagner, 2013)，也就是說發力率

參數在高爆發力工作上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腳色。而本

研究關於發力率的結果顯示出，JSs動作的發力率約是

CMJs的1.5倍，說明了作為進攻動作的JS需要較為快速

的起跳，以利完成進攻任務，這一點也可以從動作時

間的參數上獲得進一步的支持。 

下蹲期可稱為離心工作期，在這個階段中的主要

進行制動 (breaking) 工作，蹬伸期又可以稱為向心工

作期，這個階段的參數結果直接反應了跳躍表現，本

研究的下肢向心與離心期透過重心位移進行分期 (圖

6)，在JSs與CMJs這兩種情況的較上，由於向心期與離

心期時間長短通常會影響跳躍動作表現 (Ruan & Li, 

2010)，而較短的離心期與向心期時間，則是能反應肌

肉牽張縮短循環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SSC) 的效

果，而較快的肌肉牽拉速度過程，可能會增加牽張反

射  (stretch reflex) 作用  (Kallio, Linnamo, & Komi, 

2004)，在本研究中可以發現，JSs的整體動作時間明顯

較短，理應有較好的SSC表現，但卻沒有產生較好的跳

躍表現，這可能是JS動作所產生的快速爆發力，支持

了JSs能有快速的躍起動作，但卻沒有足夠的能量提高

重心位移。 

另外，衝量透過力量與時間曲線積分獲得，也是

一種常見觀察跳躍表現的參數，在本研究正衝量值與

負衝量結果中，發現JSs雖有較高的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但較短的與地面作用時間導致衝量值小於CMJs，說明

JSs的起跳速度較CMJs快速，也就是說JSs的跳躍動作

可能傾向於高推蹬力且起跳快速的方式，而這樣的起

跳特徵可能受到騰空後的投擲動作影響。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CMJ與JS的方式的地面反作用力

特徵，參數通過資料的統計分析後，結論為跳躍投擲

動作的跳躍高度表現較一般原地垂直跳情況低，而跳

躍投擲情境下會產生較大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以及

較短的起跳過程。跳躍投擲的起跳技術著重在於較快

速度起跳方式，以便獲得較具優勢的進攻機會。由本

研究在動作測試過程中並沒有給予實際的防守動作，

因此本研究之結果僅能作為制定基本的技術策略參考，

協助教練員結合理想的技術進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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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Jump to perform the further actions are usually present in many kinds of sport to gain the 

mastery of the offense, e.g. jump smash in tennis, jump smash in badminton, baseball throwing, and 

jump shooting in handbal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 reaction force among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CMJ to ball shooting, and jump 

shooting in usual stand for national handball players. Methods: Eighteen elite handball players were 

served as the participants for this study. Their age, body weight, and height were 21.1 ± 1.4 years old, 

77.0 ± 12.6 kg, and 177.6 ± 7.4 cm respectively. Every participant was asked to perform no arm swing 

on CMJ (CMJna), arms swing on CMJ (CMJas), CMJ to ball shooting forcefully (CMJbs), and jump 

shooting in usual stand (CMJus) in sequence on a Kistler force platform system (type: 9287BA, 

2000Hz).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jump height of CMJs were higher than jumps with ball 

shooting (p < .05). The peak ground reaction force in two types of ball shooting were higher than two 

types of CMJ (p < .05). The peak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were also showed two types of ball 

shooting higher than two types of CMJ (p < .05). The force applied times in two types of ball shooting 

were shorter than two types of CMJ (p < .05). Conclusions: It indicated the skill of jump shooting 

was forceful to jump but decrease the force applied times on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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