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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射箭選手瞄射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xcellent Archers 

AimingDuration,Shooting Duration and Scoring 
林國斌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摘  要 

隨著射箭賽制的改變，比賽箭數的減少，選手間的相互競爭也越加激烈，如何以最穩定的方式，在

最短的時間內射出高分箭是有其必要性，而時間的長短可能影響到參與肌群的穩定性和得分的高低。本

研究是以國立體院 12 名射箭選手為受試對象(平均身高 173.67 公分、體重 67.58 公斤)，在 70 公尺進行

測試，每人須射 12 箭，每回 3箭，共 4回，並記錄每箭之得分與每箭射箭時間及瞄準時間做相關分析，

結果發現：所有受試者：一、個人 12 箭射箭時間與瞄準時間之相關分析，皆達顯著相關(p＜.05)。二、

個人 12 箭射箭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有 2人達顯著負相關(p＜.05)。三、個人 12 箭瞄準時間與得分

之相關分析，亦有 2人達顯著負相關(p＜.05)。 

關鍵字：射箭 瞄準

 

一、研究背景 

射箭運動是一項在固定距離、固定的時間

內，以相同的箭數射出，誰獲得高分即得到勝

利的比賽項目，隨著射箭比賽制度的改變，從

原本的全項雙局 288 箭，演變至今的奧運局以

18 或 12 箭來論勝負，比賽的節奏明顯加快，

相對的加諸在選手身上的壓力也會明顯的加

重，如稍不留神發生失誤，便可能將到手的獎

牌拱手讓人，因此，如何訓練以最小的力量，

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效的完成射箭動作來爭取

高分有其必要性。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擬透過優秀射箭選手

穩定的射箭技術來探討： 

1.射箭時間與瞄準時間之相關性。 

2.射箭時間與得分之相關性。 

3.瞄準時間與得分之相關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國立體院 12 名男子射

箭選手(平均身高為 173.67 公分、體重為

67.58 公斤)，以對抗賽之比賽方式在 70 公尺

進行測試，每位受試者共須射 12 箭，每回 3

箭，共 4回，並利用以高速攝影機拍攝受試者

的射箭過程，以每秒 60 張影片進行慢動作分

析，找出每位受試者射箭及瞄準時間後參照碼

錶所記錄每位受試者射 12 箭的射箭時間和瞄

準時間取兩者之平均值，來做為受試者射箭時

間與瞄準時間之分析數據。 

四、結果 

1、射箭時間與瞄準時間之相關分析 

每位受試者12箭射箭時間與瞄準時間之

相關分析，皆達顯著相關(p＜.05) ，如表

一；每位受試者間 12 箭平均射箭時間與平均

瞄準時間之相關，結果亦達顯著水準(p

＜.05)， 如表二；所有受試者共 144 箭射箭

時間與 144 箭瞄準時間之相關分析，達顯著

相關水準(p 

＜.05) ，如表三。 

表一 受試者個人 12 箭射箭與瞄準時間之相關分析表 

受試

者 

平均射

箭時間

平均瞄

準時間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1 5.72 3.00 .595* .041 

2 6.13 3.14 .986* .00 

3 6.17 3.38 .958* .00 

4 5.20 2.10 .866* .00 

5 5.52 2.59 .967* .00 

6 5.48 2.97 .950* .00 

7 5.53 2.83 .798* .002 

8 6.23 2.83 .983* .00 

9 7.18 5.26 .994* .00 

10 6.81 4.93 .982* .00 

11 4.50 2.55 .930* .00 

12 5.04 2.65 .903* .0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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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受試者間12箭平均射箭與瞄準時間之相關分析表 

 
平均射 

箭時間 

平均瞄 

準時間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所有

受試

者間 

5.79 3.27 .905* .00 

*P＜.05   

表三  所有受試者144箭射箭與瞄準時間之相關分析表 

 平均射

箭時間 

平均瞄 

準時間 

兩者 pearson 相

關係數 
P 值 

所有

受試

者 

5.79 3.27 .918* .00 

*P＜.05   

2、射箭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 

在每位受試者個人12次射箭的時間與得

分之相關分析中，僅有 2 人射箭時間的變化

與得分，達顯著負相關(p＜.05) ，如表四；

而在每位受試者間12箭的平均射箭時間與平

均得分之相關分析中，達顯著負相關(p

＜.05) ，如表五；將所有選手所射 144 箭射

箭時間與所有 144 箭的得分做相關分析，結

果亦達顯著負相關水準(p＜.05) ，如表六。 

表四  受試者個人 12 箭射箭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表 

受試

者 

平均射箭

時間 

平均得

分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1 5.72 8.42 .73 .822 

2 6.13 7.00 -.571 .52 

3 6.17 6.83 .106 .743 

4 5.20 6.50 -.194 .546 

5 5.52 8.00 .196 .541 

6 5.48 7.50 -.401 .196 

7 5.54 6.92 .333 .290 

8 6.23 7.50 -.641* .025 

9 7.18 4.92 -.643* .024 

10 6.81 7.08 -.210 .512 

11 4.50 7.92 .557 .060 

12 5.04 7.83 .095 .769 

*P<.05   

表五 受試者間12箭平均射箭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表 

 平均射箭

時間 

平均得

分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所有受

試者間 
5.79 7.20 -.619* .032

*P<.05  

  

表六 所有受試者 144 箭射箭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表 

 平均射

箭時間

平均得

分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所有

受試

者 

5.79 7.20 -.314* .00 

*P<.05 

3、瞄準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 

    在 12 位受試者中，僅 2位受試者 12 箭的瞄

準時間與得分之相關，達顯著負相關(p

＜.05) ，如表七；在所有受試者間平均瞄準時

間與平均得分，兩者相關之相關分析中，並未達

顯著相關水準(p＜.05) ，如表八；但在所有受

試者144箭的瞄準時間與144箭得分之間做相關

分析，結果卻達顯著負相關(p＜.05) ，如表九。 

表七 受試者個人 12 箭瞄準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表 

受試

者

平均瞄

準時間

平均得分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1 3.00 8.42 .364 .245 

2 3.14 7.00 -.540 .070 

3 3.38 6.83 .031 .923 

4 2.10 6.50 -.271 .395 

5 2.59 8.00 .159 .623 

6 2.97 7.50 -.377 .227 

7 2.83 6.92 .152 .637 

8 3.83 7.50 -.664* .018 

9 2.26 4.92 -.648* .023 

10 4.93 7.08 -.147 .648 

11 2.55 7.92 .564 .056 

12 2.65 7.83 .111 .731 

*P<.05    

表八 受試者間12箭平均瞄準時間與得分之相關分析表 

 平均瞄

準時間

平均

得分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所有受

試者間
3.27 7.20 -.571 .052 

*P<.05   

表九 所有受試者 144 箭瞄準時間與得分之相關數分析

表 

 平均瞄

準時間

平均得

分 

兩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P 值 

所有

受試

者 

3.27 7.20 -.326* .0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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