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標槍選手肩胛骨活動與肌肉活化之關係(第2年)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6-2410-H-003-097-MY2

執 行 期 間 ： 107年08月01日至108年08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張家豪

共同主持人： 周宜辰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瑞麟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李宥達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謝哲安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Muhammad lzhar Ahmed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Muhammad Adeel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羅瑭勻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30　日



中 文 摘 要 ： 目的:建立量測肩胛骨活動之方法，計算標槍選手肩關節活動度。方
法:招募大專甲組標槍選手5名。使用磁場式三度空間動作擷取系統
從肩關節上抬0度至最終角度每10度進行肩關節動作量測，計算肩關
節外展中肩胛骨與肱骨相對於軀幹的角度。結果：慣用側與非慣用
側於不同外展位置下，肱骨相對於軀幹的角度 (A_HT) 與外展角度
類似。肩胛骨相對於軀幹之角度(A_ST) 於不同的外展位置下其角度
皆小於5度，慣用側之A_ST有較大的趨勢。標槍選手於慣用側及非慣
用側之 A_HT 及 A_ST 皆呈現正相關，於慣用側上，A_HT 與 A_ST
間的關係較貼近線性關係，而非慣用側則較貼近二次關係。結論
：標槍選手慣用側與非慣用側肩胛骨與肱骨的活動特性不同。

中文關鍵詞： 盂肱關節、活動度、肩關節

英 文 摘 要 ： Purpose: To measure scapular movement and calculate the
shoulder range of motion in javelin throwers. Method: Five
division 1 college javelin throwe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Electromagnetic motion capture system was used to
capture the shoulder abduction from 0 degree to end range
of abduction in the step of 10 degree. The angle between
humerus and trunk (A_HT) and the angle between scapula and
trunk (A_ST)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Both in the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sides, the A_HT was similar to the
abduction angle at each abduction position. The A_ST was
less than 5 degrees in both sides and was larger in the
dominant side at the different abduction position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A_HT and A_ST in both
sides of javelin throwers. In dominant side, the
relationship was close to linear relation,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was close to quadratic relation. Conclusion:
The movements of humerus and scapula were different between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sides in javelin throwers.

英文關鍵詞： Glenohumeral joint, Range of motion, Shoulder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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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建立量測肩胛骨活動之方法，計算標槍選手肩關節活動度。方法:招募大專甲組標槍選手

5 名。使用磁場式三度空間動作擷取系統從肩關節上抬 0 度至最終角度每 10 度進行肩關節動

作量測，計算肩關節外展中肩胛骨與肱骨相對於軀幹的角度。結果：慣用側與非慣用側於不同

外展位置下，肱骨相對於軀幹的角度 (𝐴𝐻𝑇) 與外展角度類似。肩胛骨相對於軀幹之角度(𝐴𝑆𝑇) 

於不同的外展位置下其角度皆小於 5 度，慣用側之𝐴𝑆𝑇有較大的趨勢。標槍選手於慣用側及非

慣用側之 𝐴𝐻𝑇 及 𝐴𝑆𝑇 皆呈現正相關，於慣用側上，𝐴𝐻𝑇 與 𝐴𝑆𝑇 間的關係較貼近線性關係，

而非慣用側則較貼近二次關係。結論：標槍選手慣用側與非慣用側肩胛骨與肱骨的活動特性不

同。  

 

關鍵詞：盂肱關節、活動度、肩關節 

  



Abstract 

Purpose: To measure scapular movement and calculate the shoulder range of motion in javelin 

throwers. Method: Five division 1 college javelin throwe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Electromagnetic motion capture system was used to capture the shoulder abduction from 0 degree to 

end range of abduction in the step of 10 degree. The angle between humerus and trunk (𝐴𝐻𝑇) and the 

angle between scapula and trunk (𝐴𝑆𝑇 )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Both in the dominant and non-

dominant sides, the 𝐴𝐻𝑇 was similar to the abduction angle at each abduction position. The 𝐴𝑆𝑇 was 

less than 5 degrees in both sides and was larger in the dominant side at the different abduction position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𝐴𝐻𝑇 and 𝐴𝑆𝑇  in both sides of javelin throwers. In dominant 

side, the relationship was close to linear relation,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was close to quadratic 

relation. Conclusion: The movements of humerus and scapula were different between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sides in javelin throwers. 

 

Key words: Glenohumeral joint, Range of motion, Shoulder joint 

 

 

 



(一) 前言 

    肩關節是上肢運動最重要的關節之一，高重覆性的揮臂動作極容易造成肩關節損傷。Lo等

人 (1990) 利用回顧型問卷調查 372名需要大量使用上臂之運動員，發現高達 43.8%之參與者

認為肩膀有問題，且 29%有肩膀疼痛現象，其疼痛率最高的運動包括：排球、游泳、羽球、籃

球、網球…等 (Lo, Hsu, & Chan, 1990)。O'Connor 等人也發現肩關節是手球運動最容易受傷的

部位 (O'Connor, Downey, & Moran, 2016)。而在揮臂的運動當中，過頂投擲 (overhead throwing) 

特別容易造成肩關節損傷。在棒球、美式足球及板球等運動中，肩關節需要有更大的外旋能力 

(external rotation) 以確保球速，也因此容易造成肩關節的夾擠。以棒球為例，精英棒球選手在

投球時肱骨的內旋角速度高達 7,000度/秒 (Dillman, Fleisig, & Andrews, 1993; Wilk, Meister, & 

Andrews, 2002)，手臂動能高達 27,000英吋-磅 (Gainor, Piotrowski, Puhl, Allen, & Hagen, 1980)，

投擲過程中，肩關節需在最大的活動範圍中達到穩定，同時也提高了盂肱關節、肩胛骨及其軟

組織的傷害風險 (Meister, 2000)。  

    運動員由於高重覆性及高強度的過頂投擲動作，除了因為過度負荷而產生肌肉強度不平衡，

也會在骨骼及軟組織上發生適應性改變，而這此都是造成肩關節夾擠的主要原因 (Baltaci & 

Tunay, 2004; Burnham, May, Nelson, Steadward, & Reid, 1993; Mihata, Gates, McGarry, Neo, & Lee, 

2015; Osbahr, Cannon, & Speer, 2002; Reagan et al., 2002)。投擲運動員骨骼及軟組織上發生適應

性改變包括：肱骨頭後傾 (retroversion) 角度增加及肱骨頭移位、後側關節囊增厚……等。也

因如此，投擲運動員慣用側之盂肱關節活動度也會隨著適應而改變 (Downar & Sauers, 2005; 

Myers, Laudner, Pasquale, Bradley, & Lephart, 2005)。 

盂肱關節為肩胛骨及肱骨間二肢段構成，而肩胛骨為 floating肢段，因此除了肱骨的動作

外，還必須了解肩胛骨在運動中的特性。一般而言，肩關節於外展過程中肱骨頭為了防止與肩

峰碰撞，肩胛骨會隨著肩關節外展而上轉，然而當肩胛骨內旋增加或是上轉減少時，會導致肩

盂關節的壓力上升，並增加旋轉肌群的夾擠面積 (Mihata et al., 2012)。而當肩關節外展超過冠

狀面，會增加棘下肌肌腱、棘上肌肌腱與 glonoid間的重疊及接觸壓力，極易導致內轉式夾擠 

(internal impingement) 而造成盂唇前後延伸撕裂 (SLAP lesions) 及旋轉肌袖撕裂 (rotator cuff 

tears) (Mihata, McGarry, Kinoshita, & Lee, 2010)。在過頂投擲的動作中，肩胛骨於動力鏈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Meister, 2000)，當肱骨外展時，投擲選手會有更多的肩胛骨上轉、內旋及後縮 

(retraction) 角度，這也代表投手為了更有效的執行投擲動作而有慢性適應的情況 (Myers et al., 

2005)。 

    肩關節複合體在運動過程中，關節的交互作用形成肩胛肱骨節律 (scapulohumeral rhythm)，

其定義為：當上臂抬升時，盂肱動作  (glenohumeral movement) 及肩胛胸廓動作 

(scapulothoracic movement) 之比值。由 scapulohumeral rhythm可看出於手臂上抬時肩胛骨與肱

骨間之關係，當 scapulohumeral rhythm變大，可能是肩胛骨活勳受到限制，在此情況下盂肱關



節需要更大的活動度以達到動作標準，也增加了盂肱關節內部負荷。過去文獻指出

scapulohumeral rhythm約為 2比 1，當肩關節外展 150至 180度其中約有 90至 120度為盂肱關

節所提供 (Barnes, Van Steyn, & Fischer, 2001; Rundquist, Anderson, Guanche, & Ludewig, 2003)。

Dayanidhi 等人 (2005) 的研究中調查 15 名成人及 14 名兒童之 scapulohumeral rhythm 情況，

發現其肩胛之運動學有所差異，在肩胛肱骨節律上成人為 2.4比 1，而小孩約為 1.3比 1，代表

於肩膀外展的過程中，小孩會有更多肩胛骨的上轉角度  (Dayanidhi, Orlin, Kozin, Duff, & 

Karduna, 2005)。由此可見，scapulohumeral rhythm並非千篇一律，而是會隨族群差異而改變。

過去的研究指出，投擲運動員除了肩胛骨及肱骨之關係會因適應而有所改變 (包括骨骼、軟組

織造成活動度上的改變)，其肌肉的強度及平衡也有所不同，推測該族群之 scapulohumeral 

rhythm 應與一般人有所差異。當 scapulohumeral rhythm 變大時，代表在一樣的肩關節活動度

下，肩胛骨動作受到限制，需要更大的肱骨活動度，這種代償作用也相對增加了盂肱關節的負

荷，提高受傷的風險。 

    過去在動態中測量肩關節運動，大多是將接受器置於皮膚上，無法排除因皮膚及軟組織移

動所造成的誤差，尤其是投擲運動員之上肢肌肉發達，在動態下其干擾可能更為嚴重。因此需

要建立更為準確、便利的方式進行肩胛骨動作量測，以提高未來於動態中分析肩胛骨活動之便

利性及準確性。最後，本計畫資料將分為兩年來呈現。 

 

第一年: 標槍選手 scapulohumeral rhythm之建立 

一、目的：建立量測肩胛骨活動之方法，計算標槍選手之 scapulohumeral rhythm。 

二、研究方法 

(一)、實驗參與者  

    9名 18至 25歲之甲一級大專標槍運動員 (身高：175.8 ± 3.4公分；體重：87.8 ± 6.3公斤；

年齡：20.3 ± 1.0歲) 及 10名一般健康大專生參與此研究(身高：173.7 ± 5.7公分；體重：65.1 

± 4.6公斤；年齡：20.7 ± 2.0歲)，並於近 6個月內無軀幹及上、下肢神經性病史。參與前瞭解

實驗內容與參與者權利，自願參與並填寫同意書。 

 

(二)、實驗器材: 

    使用磁場式三度空間動作擷取系統 (Fastrak, Polhemus, 30Hz) 進行檢測。系統硬體包含三

個接收器 (receiver) 及一隻點磁用筆 (stylus)。使用扭力計以確認最終外展角度。本實驗將使

用特定木椅及固定架使參與者於肩胛平面 (scapular plane) 進行外展動作測試，木椅可固定參

與者之軀幹。 

 

(三)、實驗流程: 

1、實驗場地佈置及器材校正。 

2、實驗進行前先告知參與者其權利和任務，簽署同意書。 



3、量測參與者之肢段參數。 

4、受試者黏貼接收器，黏貼位置為胸骨(sternal notch)、肩峰平坦位置(flat surface of the 

acromion)及肱骨遠端(distal humerus)。 

5、請參與者坐於特製木椅上，並固定其軀幹。 

6、將肘關節以 brace固定於 90度，並保持肩關節在內外旋轉之 neutral position。 

7、肩關節由外展 0度至最終角度每 10度進行被動關節活動度量測，參與者放鬆的情況下

建立各點與相對接收器之空間位置關係。點磁式量測法依據 International Shoulder Group 

(Van der Helm FCT,1997) 建議，以 AA (acromial angle)、C7 (spinous process of the seventh 

cervical vertebra) 、EL(lateral epicondyle)、EM (medial epicondyle)、IA (inferior angle of the 

scapula)、 PX(xiphoid process)、RS (root of the spine of the scapula)、SN (suprasternal notch)、

T8 (spinous process of the eighth thoracic vertebra) 等 9個特定點建立。 

8、完成後再由 0度開始，共重覆量測 2次。 

9、將接收器移至非慣用側，重覆步驟 4至步驟 8。 

10、移除儀器，測試結束。 

 

(四)、資料處理 

    將磁場式三度空間動作擷取系統所收集肩胛骨上之各點空間資料，依 International Shoulder 

Group (Van der Helm FCT,1997) 建議之方式，利用 AA、C7、EL、EM、IA、 PX、RS、SN、

T8等 9個特定點建立肩胛骨之座標系，並以 Euler angle 旋轉順序為 z-x-y的方式計算肩胛骨

活動角度做為肩胛骨活動位置測量之標準，如圖一所示 (Lin et al., 2007)。分別計算標槍選手

肱骨相對於軀幹 (AHT)及肩胛骨相對於軀幹 (AHS) 之角度。 

 

 

圖一、特定點位置與各肢段座標系定義 (Lin et al., 2007) 

 

(五)、統計分析 

使用 SPSS 21.0版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利用不同肩外展角度資料建立肩

胛骨位置與接收器數據及 scapulohumeral rhythm 之回歸方程式。以混合樣本三因子變異數分

析，了解 scapulohumeral rhythm是否會隨肩關節外展角度、受測族群及慣用側而變化；另以混

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每種外展角度下，標槍選手及一般生於肱骨相對於肩胛骨之角度及肩胛骨



相對於軀幹之角度是否會因族群、慣用側而有所差異。若無交互作用則進行主要效果比較，事

後比較採用 LSD法。顯著水準採用 α = .05。 

 

三、 結果與討論 

    慣用側與非慣用側於不同外展位置下，肱骨相對於肩胛骨的角度 (𝐴𝐻𝑇 ) 及肩胛骨相對於

軀幹的角度如表一及表二所示。 

 

表一、不同外展位置下大專甲一級標槍選手與一般生肱骨與肩胛骨間之夾角。平均值(標準差)。 

 慣用側 非慣用側 

外展位置 標槍選手 一般生 標槍選手 一般生 

10度 -1.6 (9.7) 3.1 (9.1) 2.1 (3.3) 6.5 (9.2) 

20度 3.3 (10.4) 9.3 (5.0) 2.8 (5.5) 9.7 (11.1) 

30度 16.1 (14.3) 15.2 (4.7) 9.3 (9.4) 13.9 (9.5) 

40度 30.7 (11.6) 29.2 (13.8) 27.3 (10.3) 23.2 (12.0) 

50度 37.9 (13.6) 38.5 (12.7) 37.9 (9.3) 30.7 (13.1) 

60度 44.9 (12.3) 45.4 (13.7) 38.5 (11.8) 40.2 (13.6) 

終端位置 62.5 (15.1) 61.4 (12.5) 54.6 (13.4) 66.1 (10.7) 

*：組別與慣用側/非慣用側具交互作用 (p< .05) 

a：慣用側與非慣用側達顯著差異 (p< .05) 

b：組別 (甲一級標槍選手、一般大專生) 達顯著差異 (p< .05) 

 

表二、不同外展位置下大專甲一級標槍選手與一般生肩胛骨與軀幹間之夾角。平均值(標準差)。 

 慣用側 非慣用側 

外展位置 標槍選手 一般生 標槍選手 一般生 

10度 -0.4 (3.8) -0.4 (6.2) -1.7 (2.4) -1.5 (2.6) 

20度 0.1 (2.8) 0.5 (3.5) 2.8 (3.6) 1.4 (4.7) 

30度 1.3 (4.1) 0.6 (1.9) 4.2 (5.2) 3.5 (6.1) 

40度 2.9 (2.8) 1.8 (3.8) 4.2 (2.3) 3.7 (6.3) 

50度 4.3 (4.8) 2.5 (5.8) 6.0 (4.5) 6.6 (5.1) 

60度 6.6 (6.1) 2.4 (4.3) 9.2 (5.2) 6.1 (5.8) 

終端位置 5.0 (9.4) 10.6 (7.8) 13.8 (8.4) 10.0 (4.8) 

*：組別與慣用側/非慣用側具交互作用 (p< .05) 

a：慣用側與非慣用側達顯著差異 (p< .05) 

b：組別 (甲一級標槍選手、一般大專生) 達顯著差異 (p< .05) 



 

使用磁場式三度空間動作擷取系統，發現於肩關節外展過程中，標槍選手於慣用側及非慣

用側之 𝐴𝐻𝑇 及 𝐴𝐻𝑆 皆呈現正相關(如圖一~圖四所示)， 𝐴𝐻𝑇 與 𝐴𝐻𝑆 間的關係為線性關係，

其斜率約為 0.8，即肱骨與肩胛骨間夾角角度占肱骨與軀幹夾角角度之 80%。 

 

  

  

圖二、肱骨與肩胛骨之夾角與肱骨與軀幹之夾角之關係圖。(A) 為甲一級標槍選手慣用側之

夾角關係圖，(B) 為甲一級標槍選手非慣用側之夾角關係圖，(C) 為一般大專生慣用側之夾

角關係圖，(D)為一般大專生非慣用側之夾角關係圖。 

 

    慣用側與非慣用側之 𝐴𝐻𝑇、𝐴𝑆𝑇 間關係不同可能是由於實驗族群的特殊性。由於本實驗受

試者皆為甲組標槍選手，且賽齡平均 5年以上，其慣用側經長時間的高強度過頂投擲訓練，可

能於骨骼及軟組織上造成適應性變化，因此造成慣用側及非慣用側特性上的差異。另外，標槍

選手的 scapulohumeral rhythm也發生變化，本研究結果與過去文獻之2比1的結果不同 (Barnes, 

Van Steyn, & Fischer, 2001; Rundquist, Anderson, Guanche, & Ludewig, 2003)，投擲運動員因運動

特殊性及訓練強度可能會造成肌肉勁度的變化，進而改變肩胛骨於活動中的角度。 

    另外，接收器放置的位置也可能會影響實驗的結果。若接收器直接固定於骨頭上，其偵測

到的肢段活動最為準確，然而，為避免疼痛及異物感影響受試者動作，一般會以非侵入的方式

將接收器放置於軟組織影響最小的位置。於肩胛骨的量測上，大多是將接收器放置於 acromion

以收取肩胛骨的活動資料，然而，就算將接收器放置於 acromion 還是無法排除肌肉與軟組織

滑動造成影響，特別是標槍選手肌肉較為發達，滑動的影響可能更大，這可能也是造成研究結



果與過去文獻不一致的原因。而未來利用點磁定位的方式，建立接收器與肢段真實位置間的關

係，應可降低實驗誤差，獲得實際肩胛骨於空間中活動的位置。 

 

第二年: 收集肩胛骨動作及肌肉活化特性 

一、目的：分析外展動作下肩胛骨活動與肌肉活化的關係，尋找肩胛骨動作型態改變之因素。 

二、研究方法 

(一)、實驗參與者  

7名 18至 25歲之甲一級大專標槍運動員 (身高：176.3 ± 3.8公分；體重：88.6 ± 7.3公斤；

年齡：20.3 ± 1.3歲) 及 10名一般健康大專生參與此研究(身高：173.7 ± 5.7公分；體重：65.1 

± 4.6公斤；年齡：20.7 ± 2.0歲)，並於近 6個月內無軀幹及上、下肢神經性病史。參與前瞭解

實驗內容與參與者權利，自願參與並填寫同意書。 

 

(二)、實驗器材: 

使用等速肌力儀 (S4, Biodex) 控制施測之角速度及負荷，收取參與者在低 (60度/秒)、中 

(120 度/秒)、高 (180 度/秒) 三種角速度下之肩關節內收外展肌力，同時使用無線表面肌電訊

號儀 (HzTeleMyo™ 2400T, Noraxon Inc., USA, 2000 Hz) 進行肩胛骨空間動作及肌電訊號收集。 

 

(三)、實驗流程: 

1、實驗場地佈置及器材校正。 

2、實驗進行前先告知參與者其權利和任務，簽署同意書。 

3、於受試者之闊背肌 (latissimus dorsi)、上斜方肌 (upper trapezius)、下斜方肌 (lower 

trapezius)、前鋸肌 (serratus anterior)、棘下肌 (infraspinatus)、大圓肌 (teres major) 黏

貼無線表面肌電儀 (如圖三所示)。 

4、測量各肌群之最大自主收縮 (MVC)。 

5、請參與者坐上等速肌力儀，並固定其軀幹。 

6、休息 10分鐘後於肩胛平面測量外展、內收於低 (60度/秒)、中 (120度/秒)、高 (180度

/秒) 速之等速肌力測試，每種速度施測 5次，施測範圍為外展 0至最大之關節外展角

度。 

7、將接收器移至非慣用側並調整等速肌力訓練儀，重覆步驟 3至步驟 6。 

8、移除儀器，測試結束。 

 



 

 

 

圖三、無線表面肌電儀之黏貼位置，(A)

為闊背肌、上斜方肌、下斜方肌、、棘

下肌、大圓肌之黏貼為置  (Konrad, 

2005)， (B)為前鋸肌之黏貼為置

(Florimond, 2009) 。 

(四)、資料處理 

原始肌電訊號使用 matlab軟體進行帶通濾波 (截止頻率: 10-500 Hz) 處理並翻正後，再經

4階 Butter-worth低通濾波 (截止頻率: 6 Hz) 進行平滑處理，接著計算各角速度之 6條肌電訊

號當中 5次試驗的個別平均肌電，為了將各肌電訊號進行標準化處理，因此，再以中間三次平

均肌電的平均值除以各肌肉之最大自主收縮 (Maximum Voluntary Contraction, MVC) 作為肌肉

活化程度的依據。其中，取肩外展 55度至 95度之肌電訊號計算三種角速度下各肌肉之平均肌

電振幅 (Andersen et al., 2008)，而MVC取平均振幅最大的一秒作為標準化依據。 

 

(五)、統計分析 

使用 SPSS 21.0版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行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考驗個別角速

度下之各肌肉活化程度是否會隨受測族群及慣用側而變化。若有交互作用則進行單純主要效果，

反之，則進行主要效果。事後比較採用 LSD法。顯著水準訂為 α = .05。 

 

三、 結果與討論 

    慣用側與非慣用側於不同角速度下，上斜方肌、棘下肌、下斜方肌、闊背肌、大圓肌與前

鋸肌的肌肉活化程度之敘述統計如表三、表五及表七所示。在三種角速度下的前鋸肌活化程度

(B) 

(A) 



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要表如表四、表六及表八所示。 

 

表三、角速度 (60度/秒)，大專甲一級標槍選手與一般生各肌群之活化程度。平均值(標準差)。 

肌群 慣用側 非慣用側 

(%MVC) 標槍選手 一般生 標槍選手 一般生 

上斜方肌 103(39) 110(45) 105(49) 105(32) 

棘下肌 85(33) 73(25) 90(20) 85(25) 

下斜方肌 41(14) 58(29) 69(31) 62(24) 

闊背肌 182(180) 101(42) 189(123) 86(41) 

大圓肌 144(71) 96(38) 127(76) 103(30) 

前鋸肌* 76(30) 97(33) 125(68) 117(31) 

*：慣用側與非慣用側達顯著差異 (p< .05) 

 

表四、前鋸肌於角速度 (60度/秒) 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𝜂2 power 

選手與一般生 .041 1 .041 .174 .682  .011 .068 

慣用與非慣用 .979 1 .979 6.059 .026* 非慣用˃慣用 .288 .634 

交互作用 .177 1 .177 1.098 .311  .068 .166 

組內 5.953 30       

區組 2.423 15 .162      

殘差 3.530 15 .235      

總變異 7.150 33       

*：達顯著差異(p< .05) 

 

表五、角速度 (120度/秒)，大專甲一級標槍選手與一般生各肌群之活化程度。平均值(標準差)。 

肌群 慣用側 非慣用側 

(%MVC) 標槍選手 一般生 標槍選手 一般生 

上斜方肌 114(55) 101(28) 110(52) 109(48) 

棘下肌 93(49) 69(24) 88(24) 81(31) 

下斜方肌 45(17) 62(30) 18(22) 61(18) 

闊背肌 151(130) 91(43) 197(139) 87(36) 

大圓肌 139(74) 82(19) 131(65) 100(36) 

前鋸肌* 61(21) 81(25) 102(46) 101(28) 

*：慣用側與非慣用側達顯著差異 (p< .05) 

 



表六、前鋸肌於角速度 (120度/秒) 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𝜂2 power 

選手與一般生 .071 1 .071 .623 .442  .040 .115 

慣用與非慣用 .758 1 .758 7.546 .015* 非慣用˃慣用 .335 .728 

交互作用 .091 1 .091 .909 .355  .057 .145 

組內 3.227 30       

區組 1.506 15 .100      

殘差 1.721 15 .115      

總變異 4.147 33       

*：達顯著差異(p< .05) 

 

表七、角速度 (180度/秒)，大專甲一級標槍選手與一般生各肌群之活化程度。平均值(標準差)。 

肌群 慣用側 非慣用側 

(%MVC) 標槍選手 一般生 標槍選手 一般生 

上斜方肌 91(24) 106(33) 114(53) 95(43) 

棘下肌 94(45) 78(24) 83(22) 86(29) 

下斜方肌 40(13) 62(31) 64(22) 59(15) 

闊背肌 166(154) 102(47) 177(116) 95(39) 

大圓肌 133(52) 91(31) 128(86) 104(35) 

前鋸肌* 54(16) 78(28) 103(40) 94(33) 

*：慣用側與非慣用側達顯著差異 (p< .05) 

 

表八、前鋸肌於角速度 (180度/秒) 的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𝜂2 power 

選手與一般生 .046 1 .046 .425 .524  .028 .094 

慣用與非慣用 .897 1 .897 8.918 .009* 非慣用˃慣用 .373 .797 

交互作用 .211 1 .211 2.096 .168  .123 .273 

組內 3.145 30       

區組 1.509 15 .101      

殘差 1.636 15 .109      

總變異 4.317 33       

*：達顯著差異(p< .05) 

 

    對於肌電訊號的分析而言，雖然人體是良好的導電體，但由於受試者間的肌電訊號值可能

存在極大差異，原因來自組織特徵與鄰近的肌肉影響……等，舉例來說，像是導電率會隨著不

同的生理狀態、溫度、脂肪組織厚度而改變，以及鄰近肌肉產生大量肌電訊號進而提升整體肌



電數值，又或是訊號源連結檢測部位的位置由於實驗動作而改變，因此，本計畫使用MVC作

為肌肉活化程度標準化的依據，其優點包含百分比MVC能直接體現肌肉活化程度，且能避免

上述由於受試者不同而產生極大差異的肌電訊號，更重要的是，百分比MVC並不會改變原始

肌電訊號，僅在單位上由 mv轉換成%MVC。 

    經由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發現，個別角速度下之各肌肉活化程度並不會隨受測族群

及慣用側與否而產生變化，代表兩個自變項 (受測族群及慣用側與否) 之間沒有交互作用，而

主要效果方面，在三種角速度下的前鋸肌活化程度之相依因子 (慣用側與否) 皆達統計學上的

顯著差異。在三種角速度下執行肩外展動作時，前鋸肌活化程度皆呈現非慣用側顯著大於慣用

側，其中，前鋸肌主要動作包含肩胛骨下壓、肩胛骨上旋、肩胛骨外展與肋骨抬高等，而執行

肩關節外展動作時會連動肩胛骨上旋與肋骨抬高，在肩胛骨上旋時，可能由於慣用側的肌群較

為肥厚，導致肩胛骨執行上旋動作時的關節角度受到限制，且執行肩外展動作時，前鋸肌屬於

協同肌群，可能由於非慣用側的主動肌群相對於慣用側較弱，因此非慣用側的協同肌群前鋸肌

呈現出較高的活化程度。 

    另外，在執行百分比MVC後，某些肌群出現大於百分百MVC的情形，原因主要可分為

三點，第一點，肌肉長度的變化，動態的實驗動作相比於近乎靜態的MVC等長收縮測試更能

有效地產生力量；第二點，MVC測試的效度，MVC的測試可能因為受試者的差異與代償作用

而失去效度；第三點，運動單位 (motor unit) 的參與，動態的實驗動作相比於近乎靜態的MVC

等長收縮測試徵召了更多的運動單位。未來在 MVC的測試上，可能使用等速肌力儀來進行，

應可有效地降低實驗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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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這個會議第一次由學會在英國牛津大學發起並舉辦第一屆研討會，這

個會議的目的為分享人體動作與認知功能間的關聯，並希望搭建專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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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將會議辦得成功，未來可以持續辦理，因此，會議又許多的創新，

也藉由最近較熱門的認知領域結合傳統的人體動作分析，希望能撞擊出新

的火花。 

此次會議安排有邀請演講、口頭發表、海報發表、評論會與工作坊，

參與者大約有 200 位，對象包含研究學者、研究生還有一些是跟認知相關

的公司亦有派員參與，此外，此次的會議還包含了舞蹈的主題，因此，除

了靜態發表外，有些還結合了動態的表演。此次包含 5 個邀請演講，並由

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組織評論會，評論會的形式為針對單一主題，由世界

各國的專家學者進行研究結果發表，然後一起進行評論與討論，這樣的發

表模式可針對特定的主題進行更深入的了解，這樣的組織模式，通常由一

位專家向大會申請要辦理這樣的評論會，申請時要繳交規劃書，當大會同

意辦理時，由申請者針對主題，邀請特定的專家學者與會發表研究成果，

這樣的評論會的發表，一般而言，主題深度較深，研究成果較為一致，可

針對特定議題提供建言，對於聽眾的收穫較大，這種會議的模式，也常見

於各會議。除了評論會外，此次的會議亦有工作坊的形式發表，此工作坊

一般為動態的發表或是靜態的展示，譬如新儀器的操作、新議題的宣導，

因此，與會者可於工作坊中，實際操作或發表意見進行討論，跟一般的口

頭發表或海報發表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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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本屆會議為第 2 屆，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辦，哈佛大學近年來在大腦與

認知功能領域有相當大的發展績效，選擇在這樣的場地辦理會議，可以讓

與會者參觀哈佛的研究成果，此次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國家接近 200 位學者

專家與學生參與論文發表並進行討論，除了論文發表外，會場亦安排相關

實驗儀器的展示，藉由與廠商的互動，可更瞭解儀器的正確使用範圍於限

制，對於實驗儀器的規劃有相當大的幫助。由於此次是人體動作與認知領

域結合的研討會，另外還有舞蹈類的專家學者參與，因此，這次的口頭發

表，跟本人以往參與的不太一樣，大部分的口頭發表者，在論文發表時，

會帶領聽眾做些跟他研究主題類似的動作，希望聽眾能更了解研究的主

題，這是這次會議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此次的邀請演講計有：1.Dr. Stephen Grossberg分享The resonant brain: 

How conscious seeing, hearing, feeling, and knowing regulate movement，2. Dr. 

Robert Melillo分享Parallels in brainstem, motor and aut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hemispheric integrative function，3. Dr. John J Ratey分

享From seniors to students: Using exercise to increase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well-being，4. Dr. Andrew Campbell分享Your gut feeling: what can go wrong 

and what can be done，5. Dr. Gerry Leisman分享”I” and “T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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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motor inter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tion，內容包羅萬

象，使聽者從實務面到應用面的研究均能有所涉獵。這次的邀請演講者中，

Dr. John J Ratey為國內較為熟悉的教授，他的著作"運動改造大腦”在台灣

引起了一陣旋風，可以顯場聆聽他的演講，真是一大收穫，此外，研討會

同時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進行口頭與海報發表，藉由發表論文的問題研

討，使與會者衝擊出新的想法，增加研究的能量，增進研究能力在國際的

能見度。在此次會議，本人與渥太華大學的研究團隊共同發表Effect of 

regular Tai Chi practice on dynamic postural stability during obstacle crossing 

among the elderly論文，此研究主要老年人太極拳練習後，對於跨越障礙的

能力是否有所改變。此次的會議，藉由科技部的經費支持，讓本人可以參

與此新型態的跨領域會議，對本人而言是一個全新的體驗，藉由參與這類

型的會議，思考如何跨領域整合，希望可增進國際合作的機會，更加深化

自己的研究能力。 

 

三、 攜回資料 

1. 研討會論文集 

2. 生物力學研究儀器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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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7  年 10  月 3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於 2006 年 4 月 2 日在韓國首爾(Seoul)由多位來自世界亞洲的專家

學者成立亞洲運動生物力學學會(Asia Society of Sport Biomechanics, 

ASSB)，學會成立宗旨為以下兩點：(1) 提供給亞洲地區從事運動生物

力學研究學者有一個交流的平台。(2) 以英文為主的發表模式。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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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為每兩年一次的亞洲地區性會議，每次會議舉辦 3 天，學會會員由

亞洲區各國家從事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的專家學者所組成，內容為專題演

講、口頭及海報論文發表及相關儀器展覽，並提供亞洲各國研究人員交

流，討論新的發展趨勢，每年會議均吸引一百多位相關領域之學者參與

會議並發表論文。台灣在 2014 年由台北市立大學主辦當年的 ASSB 研

討會，當時吸引接近一百位的國外學者，配合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年會的

舉辦，當次會議參與者接近二百人，成功地搭起溝通橋樑，讓國內的學

者與學生有機會與國外研究者面對面的討論，也讓國外的學者了解台灣

的研究環境，成功推廣台灣研究經驗。也因為此次會議的成功舉辦，此

次的會議，台灣與會的教授與研究生接近 50 人，積極爭取 2020 年的

ASSB 會議在台灣舉辦，在會議中理事會議正式決定將由國立體育大學

承辦 ASSB 2020，因此，此次參與會議的教授與研究生們積極推廣、宣

傳 ASSB 2020 在台灣舉辦，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參與 ASSB 2020

會議。 

此次會議領域包含 sport performance, gait & runni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ports equipment, rehabilitation, neuromuscular mechanics，總

共有 7 個邀請演講，8 個口頭報告，與 1 個海報發表，由於是區域型的

研討會，參加的人數不像全球性的會議這麼多人，因此，此次會議的口

頭發表，在同一時段只安排一場，可讓與會者多多接觸各個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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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算是這個會議的特色。 

 

二、 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有7個keynote，均為各國傑出的研究者，發表的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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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會議主要參與者皆為運動生物力學領域之專家，因此會議中討論

與建議的事項均十分符合研究主題，對於研究生而言，是一個學習的好機

會。此次會議本人所帶領的團隊發表Evaluation of rotational range of motion 

of glenohumeral joint in javelin elite thrower-a pilot study。此次的發表為計劃

執行的部分結果，在論文發表期間，各國與會者針對本篇論文提出問題、

參與討論，並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執行有相當的幫助，並在

討論中，建立與與會者的聯繫方式，也增加了未來國際合作的機會，也讓

國外學者更加了解台灣的研究實力。 

 

三、 攜回資料 

1. 研討會論文集 

2. 生物力學研究儀器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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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8  月 3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國際生物力學年會(ISB Congress)為全球生物力學領域最具權威性的第

一級國際性會議，每二年舉辦一次，除了有最近熱門的穿戴裝置與跑步相

關研究，還有電腦模擬、牙科生物力學、骨科生物力學、流體模型、肌肉

骨骼模型、人體動作分析、上肢生物力學、下肢生物力學、運動生物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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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學、肌肉骨骼生物力學、人體工學、動作行為與動作控制、鞋具設

計與分析、脊椎生物力學、軟組織生物力學、細胞生物力學、姿勢與控制、

生物材料力學、運動醫學等領域。今年為第 27 屆，由加拿大 University of 

Calcary 於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於卡加立舉辦，卡加立大學在生物力學領域

的研究發表位居世界領先位置，此外，卡加立大學為 1988 冬季奧運的場地

之一，因此，卡加立大學目前有標準溜冰場地與專業的訓練基地，此次利

用開會空檔期間參觀運動設施，了解其訓練方式。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學會對於學生的培養非常注重，此次會議有多場次

的學生活動，包含研究發表與社交活動，還有安排學生與不同國家教授的

午餐約會(student mentor lunch)，可使學生對未來的方向更加清楚。在會議

方面，大會邀請 6 個 keynote speakers，15 個 invited speakers，及 10 個 award 

winners，4 個 tutorials；每天同時進行 12 個口頭報告的場地，3 個海報發表

的時段。除了相關學者以口頭或海報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外，大會亦邀請各

領域的研究翹楚與會發表專題演說，此次的邀請講者均為各研究領域的專

家，他們所演講的內容，均為他們的研究精華，對與會者來說，可以有相

當大的收穫，參與此次會議可吸收各領域新的發現，從中獲得新的知識，

並可與世界各國不同學者進行討論，對於研究者而言，可使研究更加深入，

思緒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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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本屆會議為國際生物力學學會與美洲生物力學學會合辦的會議，因

此，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國家 1 千多位學者專家與學生參與論文發表並進行

討論，共計發表 1 千多篇學術論文，會議內容包含 Plenary sessions、Invited 

symposia、award winners、口頭報告及海報展示，會場亦安排相關實驗儀器

的展示，藉由與廠商的互動，可更瞭解儀器的正確使用範圍於限制，對於

實驗儀器的規劃有相當大的幫助。除了上述之外，美洲生物力學學會還安

排大學部學生參與發表，他們的發表方式為短篇的海報展示(ASB Undergrad 

Quick Poster)，對於培養未來的研究人員有相當大的幫助。 

此次的邀請演講計有：1. Dr. Kim Bennell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pplying biomechanical research to inform clinical management of 

musculoskeletal conditions，2. Dr. Irene Davis - Harvard Medical School, Why 

Movement Matters: Application To Treating Overuse Injuries，3. Dr. Joseph 

Hamill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Another “Few” Bricks in the 

Wall，4. Dr. Hugh Herr - Harvard University, On the Design of Bionic Leg 

Devices: The Science of Tissue-Synthetic Interface，5. Dr. Ralph Müller - 

Institute for Biomechanics, ETH Zürich, From Mechanics to Mechanomics: A 

Journey through Bone，6. Dr. Heike Vallery -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obotics for Human Motor Augmentation: The Challenge of Minimalism，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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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羅萬象，使聽者從實務面到應用面的研究均能有所涉獵。此外，研討會

同時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進行口頭與海報發表，藉由發表論文的問題研

討，使與會者衝擊出新的想法，增加研究的能量，增進研究能力在國際的

能見度。在此次會議，本人與台灣師範大學的研究團隊發表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the yoga pose warrior I論文，此研究主要探討瑜珈不同姿勢的生物

力學分析，藉由精熟者與初學者間的比較，了解如何操作瑜珈勇士I式，讓

瑜珈愛好者可以適切的運動。論文發表時，由於此類的研究較少，現場與

會中對瑜珈有興趣的各國學者均針對主題提出相關問題，藉由問題的回答

與討論及相關專家學者的研究建議，使我們的研究團隊獲益良多，增加許

多信心，並為下次相關的研究與實驗定下更適合及更嚴謹的研究設計、研

究範圍與研究限制。此次的會議，藉由科技部的經費支持，台灣有多所學

校的教授們帶領研究生參與會議發表論文，對於台灣學術的能見度有相當

大的幫助，並協助研究生開展視野，增進國際化的潛力，對於台灣的研究

環境的養成，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 攜回資料 

1. 研討會論文集 

2. 生物力學研究儀器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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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9  月 3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Nutrition, and Exercise Science 

(HNES), 今年在日本的大阪國際交流中心舉行，舉行時間為 2019 年 8 月 

28-30，此次的會議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CEL)、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ICESA)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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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HTSM)、和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y,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IBSS) 一起聯合舉行。這些會議主要是由 Global 

Academic-Industrial Cooperation Society (GAICS) 在日本大阪主辦，這 5 個

會議雖然是獨立的會議，但還是由 Global Academic-Industrial Cooperation 

Society 主導辦理會議。 

此次的會議的議程包含 Keynote Speech、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由於是

5 個不同的國際會議同時舉辦，因此，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會根據不同會議

的性質與領域分別舉行，而 Keynote Speech 則安排了兩位講者，主要領域

為傷害防護與經營管理方面的專家，讓與會者也能了解不同領域間的研究

成果。除了專業的論文發表外，大會也安排的參訪行程，此次的參訪包含

拉麵館與瓷器博物館，讓與會者可以更加瞭解日本的文化，對於日本的行

銷有很大的幫助。 

 

二、 與會心得 

此次的邀請演講有兩個主題，第一場演講由 Kassem A. Saleh, Ph.D 分享

Risk Management for Successful Projects and Operations - Why and How? 主

要談論風險，具 Dr. Saleh 指出，風險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論是個

人或是在工作中，他指出風險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如何把握機會將風

險降低或是運用風險，將可使工作成功或失敗，他根據多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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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享，藉由他的專題演講，讓不是這個領域的我們，更加了解風險管

理，也嘗試學著如何控制風險。第二個演講由日本專家 Masafumi Terada, 

Ph.D.分享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Sport Injury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他指出運動傷害對運動員來說，是一個影響非常大的因素，

如何避免運動傷害，或是運動傷害產生後該如何去管理，對於運動員來說<

是一個嚴肅的議題，他建議藉由不同領域的結合，政府、公司或個人間的

合作，對於這個議題有相當大的幫助，也藉由不同實驗室間的合作，將研

究成果轉譯給一般大眾，對於傷害防護、避免傷害與預防管理將可達到更

佳的效果，這個部分的演講，對從事運動科學研究的本人和研究團隊，是

較為吸引的主題，藉由講者的分享，我們對這主題更加認識，也借助講者

的演講，讓我們思考如何將我們的研究成果轉譯給一般大眾，或是運動訓

練上，讓研究成果有較大的應用層面。在此次會議中，本人與研究團隊發

表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 of base-running time expenditure from different 

starting positions，主要描述在不同的起跑位置，對於棒球跑壘者跑壘速度的

影響，希望藉由這樣的研究，對於棒球跑壘提供建議，讓研究成果具有應

用價值，由於日本的棒球發展成績不錯，我們發表的主題也吸引的相關的

研究者參與討論，亦因為人數較少，研究生也可以多花些時間針對問題回

答，亦可與與會者進行討論，對研究生而言，是一個難得的經驗，也可以

培養他們與國外學者互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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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會議的參與者大約為 50 人，是一個小而精緻的會議，有別於其

他的大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每個參與者所做的研究主題較為類似，也

由於參與者較少，討論時可針對主題進行深度的討論，較不會因為時間壓

力或是與會者較多而失去討論的意義，由於這種小型會議的優勢與形式，

目前仍有許多區域型的會議以這種方式辦理，能讓研究領域類似的團隊進

行討論，進而發展國際合作的機會，也使得這種小而精緻的會議可以持續

發揮其功能。也感謝科技部支持經費讓主持人團隊參與這個會議發表論

文，也藉這個機會認識了亞洲區與主持人團隊研究方向相同的其他團隊，

藉由會議中的討論與相互的了解，大大增加了雙方合作的機會，除此之外，

國內的研究生也藉這個會議與其他國家的研究生交流，因為參與人數較

少，他們可以慢慢的交談，比較不會有時間壓力，也可與其他國家的專家

學者坐下來慢慢談，這樣的方式對研究生的養成，又是另一種體驗，也是

一種不錯的方式，建議科技部未來也可補助這類型的會議在台灣舉辦，可

讓更多的國內研究生參與。 

 

三、 攜回資料 

1. 研討會論文集 

2. 生物力學研究儀器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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