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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射箭選手瞄準範圍與放箭偏移之相關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xcellent Archers Aiming Range and The 
Inaccuracy Rate of Releasing 

林國斌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摘要 

在射箭的過程中，每一位選手都有其固定的瞄準方式和放箭的方法，由於放箭前不同時段瞄準移動

的範圍極小，並無法從外觀上的觀察來獲得確切的變化情形，而瞄準的半徑變化可能是影響瞄準目標偏

移的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是以國立體育學院 12 名射箭專長選手為受試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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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雷射光筆栓鎖所於弓身

下方，藉由高速攝影機拍攝所有受試者瞄準時光點在光靶上遊走的情形，結果發現：12 名受試者中：1、

有 11 名受試者個人放箭前 1.5 秒與 1秒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達顯著相關(p＜.05)。2、有 6名受試者

個人放箭前 1秒與 0.5 秒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達顯著相關(p＜.05)。3、有 2名受試者個人放箭前 0.5

秒與放箭點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達顯著相關(p＜.05)，有 1人則達顯著負相關(p＜.05)。4、有 1名受

試者個人放箭前 0.1 秒與放箭點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達顯著負相關(p＜.05)。 

關鍵字：射箭 高速攝影機 

 

一、研究背景 

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射箭器材的材質不

斷的在更新，射箭成績也是不停的被刷新的同

時，我們對於射箭選手的訓練方式如再停留於

土法鍊鋼的階段，那肯定無法在國際的射箭舞

臺中與人一爭長短，由於射箭賽制的改變，比

賽箭數的減少，在比賽中任何因瞄準或放箭的

失誤都會因比賽箭數少而無法及時彌補一時

的疏失，因此，如何透過相關高科技器材的輔

助，來探討射箭選手在射箭過程中，是否以最

穩定的瞄準方式及範圍做為最佳的放箭依據

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國內優秀射箭選手穩

定的射箭技術，透過 JVC 高速攝影機拍攝，

實際取得受試者在瞄準及放箭時光點在光靶

上的遊走軌跡，並配合 APAL 動作分析軟體的

分析，來探討12名優秀射箭選手放在箭前1.5

秒、1 秒、0.5 秒、0.1 秒之瞄準半徑與放箭

瞬間點之變化情形，期望能得知：放箭前不

同時段間瞄準半徑之相關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國立體育學院男子射箭

隊 12 名射箭專長選手(平均身高為 173.67 公

分、體重為 67.58 公斤)，本實驗測試方法是模

擬奧運局對抗賽的比賽方式進行，每位元受試者

共須射 12 箭，每回 3 箭，共須射共 4 回，每箭

須於 40 秒內射出逾時數據不計，本實驗場地設

計是從發射線起至箭靶的距離為 70 公尺，發射

線前距離受試者約 3 公尺處架設光靶一座，JVC

高速攝影機則置於受試者前約 2 公尺處，發射線

後方有望遠鏡、計時、記錄員等，當受試者一切

就緒後，聽聞哨聲便可舉弓、射箭，並由各工作

人員開使蒐集相關資料並記錄之。 

四、結果： 

經由高速攝影機拍攝所有受試者在瞄準

時光點在光靶上遊走的情形，以 APAL 動作分

析軟體的輔助，將受試者放箭前 1.5、1、0.5、

0.1 秒瞄準的半徑與放箭點做相關分析，結果

發現：在 12 名受試者中，放箭前不同時段間

瞄準半徑之相關性： 

1、 有 11名受試者個人放箭前 1.5秒與 1秒瞄

準半徑之相關分析，達顯著相關(p

＜.05)，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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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2 名受試者放箭前 1.5-1 秒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表 

受試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顯著性 

1 .463 .13 

2 .846* .001 

3 .690* .013 

4 .744* .006 

5 .919* .000 

6 .621* .031 

7 .686* .014 

8 .932* .000 

9 .897* .000 

10 .705* .10 

11 .639* .025 

12 .962* .000 

*P＜.05 

2、 有 6名受試者個人放箭前 1秒與 0.5 秒瞄

準半徑之相關分析，達顯著相關(p

＜.05)，如表二。 

表二  12 名受試者放箭前 1-0.5 秒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表 

受試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顯著性 

1 .870* .000 

2 .764* .004 

3 .543 .068 

4 .565 .055 

5 .388 .213 

6 .731* .007 

7 .600* .039 

8 .597* .040 

9 .679* .015 

10 .568 .054 

11 .371 .234 

12 .471 .122 

*P＜.05 

3、 在 12 名受試者中個人放箭前 0.5 秒與放

箭點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有 2人達顯著

相關(P＜.05)，有 1人達顯著負相關(P

＜.05)，如表三。 

 

 

 

 

 

 

 

表三 12 名受試者放箭前 0.5-0 秒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表 

受試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顯著性 

1 -.030 .927 

2 .619* .032 

3 -.052 .873 

4 -.230 .472 

5 .20 .952 

6 -.370 .237 

7 .669* .017 

8 -.641* .025 

9 .149 .643 

10 -.196 .542 

11 -.061 .851 

12 .074 .819 

*P＜.05 

4、 有1名受試者個人放箭前 0.1秒與放箭點          

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達顯著負相關 (P

＜.05)，如表四。 

表四  12 名受試者放箭前 0.1-0 秒瞄準半徑之相關分析表 

受試者 Pearson 
相關係數 

顯著性 

1 -.272 .392 

2 -.232 .468 

3 -.157 .626 

4 -.119 .712 

5 -.771* .003 

6 -.257 .420 

7 .062 .848 

8 -.028 .932 

9 -.038 .906 

10 -.275 .387 

11 .299 .346 

12 .060 .85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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