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生物力學研究彙刊（一） 

 236

排球跳躍飄浮發球與跳躍正旋發球之二維運動學分析 

2D kinematic analysis of the volleyball jump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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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國內優秀排球選手在發球時，採用跳躍飄浮發球(Jump Float Serve)與跳躍正

旋發球(Jump Topspin Serve)之二維運動學分析。實驗受試者為五位 2002 年亞運中華男子排球國家代表

隊，分為 JTS 組慣用跳躍正旋發球與 JFS 組慣用跳躍飄浮發球。使用一部 JVC 數位攝影機〈120Hz〉拍攝

比賽中受試者矢狀面發球成功之運動學資料。 

研究主要結果為：(一)在助跑末速度的比較下，JTS 較 JFS 快，造成了 JTS 在起跳時重心 (CM)速度

相對較快。因此 JTS 較 JFS 獲得更大的跳躍高度與水平距離。(二)在空中的飛行階段，JTS 比 JFS 有較長

的擊球時間，表示其在空中的停留時間較長，加之弓身角度小，有利於提高揮臂速度與擊球力量。(三)JTS

較 JFS 在起跳至擊球前有較多的肘與腕關節之向後水平位移，接著才向前揮臂擊球。(四)JTS 之擊球點高

度較 JFS 高，並且距網近、球速快能給對手較短反應時間。綜合上述結果得知 JTS 與 JFS 在助跑、起跳、

空中飛行乃至擊球皆存有不同之動作表現。教練在教學與戰術上之實施，應該多加利用其中變化，使選

手能充分利用此二項發球利器幫助發球得分。 

關鍵字：跳躍飄浮發球、跳躍正旋發球、運動生物力學、運動學 

 

一、前言 
在排球比賽的每次進行，都是由發球開

始。隨著排球運動朝向高、快、變、攻防全方

位發展，比賽競爭性愈來愈激烈，人們對發球

重要性的認識，也愈來愈重視 (王龍意，

1996)。自 1980 年代後期，排壇流行起更具力

量與速度之跳躍發球，使發球在比賽中佔有左

右球賽結果之影響力。 
排球發球的動作形式眾多，若以〝發出球

體特性〞而言，無非只是旋轉與不旋轉兩種。

不同類型的發球，都是歸屬於這兩種特性之發

球。然而，著重在速度、角度、旋轉程度、擊

球點方面予以變化組合而已(王龍意，1996)。
而以目前排球比賽觀之，許多球員使用跳躍正

旋發球(Jump Topspin Serve)以及跳躍飄浮發

球(Jump Float Serve)兩種方式(如圖 1)，正是

從助跑起跳乃至擊球後，使球體產生旋轉及不

旋轉兩種結果。綜合上述，本研究希望藉由攝

影分析，找出影響優秀排球選手使用跳躍正旋

發球(JTS)及跳躍飄浮發球(JFS)於不同階段動

作技術之運動學特性，並探討兩者在運動學參

數中是否存有不同之處。最後希望能提供未來

排球教學訓練及競賽策略上應用之重要訊息。 
(a)               (b) 

   
圖 1：跳躍正旋發球(a)與跳躍飄浮發球(b) 

二、內容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跳躍飄浮發球與跳

躍正旋發球於不同階段動作技術之運動學參

數。 

(二)研究方法 

受試者為五位 2002 年亞運中華男子排球

國家代表隊員，分為分為 JTS 組(慣用跳躍正

旋發球)與 JFS 組(慣用跳躍飄浮發球)，其基

本資料如表 2-1。並於比賽中使用 2D 攝影分

析，以一台 JVC 數位攝影機〈120Hz〉拍攝矢

狀面發球成功之運動學資料。所得影像資料以

Kwon3D 3.0 動作分析系統進行直接線性轉

換，與各運動學參數運算。 

表 2-1：受試者基本資料摘要表 
受試者  年齡(yrs)  身高(cm)  體重(kg) 
JTS 組    25.4   199±4.3    85.33±3.9 
(N=3) 
JFS 組    23.1  193.8±3.3   76.33±4.1 
(N=2) 
 
(三)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結果將跳躍飄浮發球(JFS)與跳躍

正旋發球(JTS)分成：起跳階段、空中階段與

擊球階段分別進行闡述： 

1. 起跳階段 

 

 

 

 



運動生物力學研究彙刊（一） 

 237

表 2-2：JTS 與 JFS 之起跳期參數 
JTS(N=3)            JFS(N=2) 
Mean   (S.D)         Mean    (S.D) 
助跑最後一步步速(m/s) 
4.15     (0.21)        3.36     (0.28) 
起跳時 CM 合速度(m/s) 
4.08     (0.22)        3.32     (0.28) 
起跳時 CM 角度(deg) 
57.36    (5.54)        53.03    (6.35) 

在助跑末速度的比較下，JTS 較 JFS 快，

造成了 JTS 在起跳時重心(CM)之合速度、水平

速度與垂直速度相對較快。且在具有較大的起

跳角度之下，JTS 將比 JFS 容易獲得更大的跳

躍高度與水平距離。 

2. 空中階段 

表 2-3：JTS 與 JFS 之空中期參數 
JTS(N=3)            JFS(N=2) 
Mean   (S.D)         Mean    (S.D) 
跳躍垂直高度(m) 
0.59    (0.07)        0.31     (0.06) 
跳躍水平距離(m) 
0.88    (0.17)        0.34     (0.05) 
起跳至擊球時間(s) 
0.33    (0.05)        0.17     (0.02) 
最小弓身角度(deg) 
141.48  (6.54)      147.71     (4.20) 
TO 到 CB 肘水平位移(m) 
1.17    (0.14)        0.85     (0.11) 
TO 到 CB 腕水平位移(m) 
0.98    (0.17)        0.74     (0.10) 

在空中的飛行階段，JTS 較 JFS 有較多的

擊球時間，表示其在空中的停留時間較長，加

之弓身角度小，有利於提高揮臂速度與擊球力

量。JTS 較 JFS 在起跳至擊球時有較多的肘與

腕關節之水平位移。且 JTS 在跳起後至擊球時

腕與肘關節會先進行向後拉臂之位移動作，再

向前揮臂擊球；而在 JFS 則較無向後之離心動

作，起跳後直接向前揮臂。 

3. 擊球階段 

 

 

 

 

 

 

 

 

 

表 2-4：JTS 與 JFS 之擊球期參數 
JTS(N=3)            JFS(N=2) 
Mean    (S.D)        Mean     (S.D) 
上臂 CM 速度(m/s) 
5.45     (1.35)        4.17     (0.98) 
前臂 CM 速度(m/s) 
9.90     (1.42)        6.71     (0.51) 
手掌 CM 速度(m/s) 
15.35    (1.24)       10.09     (1.19) 
擊球後球速度(m/s) 
19.86    (2.58)       11.86     (1.76) 
擊球點高度(m) 
2.92     (0.12)        2.77     (0.24) 
擊球點與網距離(m) 
8.47     (0.12)        8.76     (0.10) 

JTS 之揮臂速度較 JFS 快，以獲得較快球

速，且在兩者的揮臂擊球速度，從近端到遠端

依次上升，以 JTS 的鞭打動作更為明顯。此外

JFS 之擊球後平均速度為 11.86 m/s，低於 15 

m/s 符合風洞實驗最易產生晃動，且晃動距離

愈大 (王龍意 ,1996 )。JFS 之擊球點與網距

離較 JTS 來得遠，這是為使發球距離越遠，飄

浮變化越大之效果出現；而 JTS 則希望能在最

短距離內擊球，給予對手缺乏反應時間。 

三、結論 

JTS 與 JFS 屬於不同型態之發球，在各階

段動作技術中也存有差異，教練在教學與戰術

上之實施，應該多加利用其中變化，幫助選手

在「落地得分制」中能夠充分利用此二項發球

利器幫助發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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