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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世界優秀跳馬選手屈體塚原二周動作技術比較研究 

俞智贏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摘要 

本研究目的：比較我國與世界優秀跳馬運動員實施屈體塚原二周動作技術的差異，藉以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方法：以二位世

大運（2005 年跳馬金牌—A1 選手、2003 年跳馬金牌—A2 選手）跳馬金牌選手為研究對象，利用 sony Dcr-pc330（30 張/Sec.）

攝影機進行動作拍攝，比例尺的使用是以影片中的跳馬高度為準（實際高度為 1.35 公尺），並以 silicon-coach 動

作分析軟體進行動作技術分析。結果：1.A1 選手在實施屈體塚原二周動作之動作整體時間為 1.451 秒；A2 為 1.434 秒。2.A1

選手在各階段的分段時間分別是：踏跳—0.1 秒；第一飛程—0.15 秒；推撐—0.134 秒；第二飛程—1.067 秒；推離馬後開

始抱腿空翻—0.267 秒；A2 選手各階段的分段時間分別是：踏跳—0.083 秒；第一飛程—0.15 秒；推撐—0.133 秒；第二飛

程—1.068 秒；推離馬後開始抱腿空翻—0.234 秒。3.A1 選手在空翻最高點時髖關節角為 102°，轉完一周空翻時為 91°，一

周半時為 78°，落地時為 70°；A2 選手在空翻最高點時髖關節角為 93°，轉完一周空翻時為 79°，一周半時 72°，落地時為

76°。結論：A1 選手在踏跳、推稱、離馬後開始抱腿空翻時間及空翻進行過程中髖關節角度皆大於 A2 選手，但第二飛程的

時間卻小於 A2 選手，而上述力學參數都不利於屈體塚原二周動作的實施，值得修正與改進。 

關鍵詞：跳馬、屈體塚原二周 

壹、緒論 

跳馬運動是一項短時間高強度的運動項目，近幾年來

我國跳馬項目在國際體操比賽上有很好的成績，2005

年黃怡學選手更為我國拿下第一面世大運體操賽跳

馬金牌，而黃選手也因此被體委會遴選為挑戰 2008

奧運黃金計畫之菁英選手，可見體委會對我國體操跳

馬項目發展相當期待及重視。大部分的文獻（Takei,

1989;Takei,1998;歐文勤、錢奎、彭慶元、張云貴,1

992；俞智贏，2004）都認為發展成功跳馬動作模式

需縮短第一飛程時間，並增加第二飛程時間（Takei,

1989; Takei& Kim,1990;Takei,1991；俞智贏，200

4），可見時間的分配是影響跳馬成功動作的重要因

素，因此哪個階段應爭取較短時間，或哪個階段應盡

可能將時間拉成並提升拋物線高度對選手實施動作

來說相當重要。今年黃選手的首要目標為年底的亞運

會，但以今年亞錦賽的狀況來看已經有超過四位選手

能實施二跳滿分的動作，可見年底亞運會黃選手起評

分的優勢已不在，因此想要在亞運會上奪牌除需掌握

雙滿分動作以外，更重要的是如何提升動作實施品質

特別是他較弱的動作，也就是屈體塚原二周動作為他

目前訓練首要目標。因此本研究目的是比較我國與世

界優秀跳馬運動員實施屈體塚原二周動作技術的差

異，藉以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貳、方法 

以二位是大運跳馬金牌選手為研究對象，A1 為我國籍

2005 世大運跳馬金牌選手，身高 167cm 體重 62kg，

A2 為中國籍 2003 世大運及多次世界盃跳馬金牌選

手，身高 165cm 體重 57kg。以一部 sony Dcr-pc330

（30 張/Sec.）攝影機於 2005 及 2003 世大運單項決

賽時進行動作拍攝，比例尺的使用是以影片中的跳馬

高度為準（實際高度為 1.35 公尺），拍攝後利用

silicon-coach 動作分析軟體進行動作技術分析。 

參、結果與討論 

表一 研究對象各階段時間表 

研

究

對

象

踏跳階

段時間

(Sec.）

第一飛

程時間

（Sec.）

推撐時

間 

（Sec.） 

第二飛

程時間 

（Sec.） 

動作整

體時間

（Sec.）

離馬後

開始抱

腿空翻

時間

（Sec.）

A1 0.1 0.15 0.134 1.067 1.451 0.267

A2 0.083 0.15 0.133 1.068 1.434 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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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研究對象四個階段髖角 

研究對象 第二飛程

最高點髖

角（Deg.） 

轉完一周

空翻髖角

（Deg.） 

轉完一周

半空翻髖

角（Deg.） 

落地時髖

角（Deg.）

A1 102 91 78 70 

A2 93 79 72 76 

劉宇（2000）提出在一些運動中由於身體活動關節有

限，所以通過延長力的作用時間來提高衝量是不可能

也不可取的，且時間的延長會損失速度而不利於成

績。而俞智贏（2004）更提出要達到好的踏跳及推撐

效果應縮短踏跳及推撐時間，並增加踏跳及推撐力量

或增加力-時間曲線的斜率。因此由表一及表二可得

知 A1 選手在踏跳、推稱、離馬後開始抱腿空翻時間

及空翻進行過程中髖關節角度皆大於 A2 選手，但第

二飛程的時間卻小於 A2 選手，而這些力學參數皆顯

示 A1 選手的動作技術較不利於屈體塚原二周動作的

實施。 

肆、結論與建議 

結論：A1 選手在踏跳、推稱、離馬後抱腿空翻時間及

空翻進行過程髖關節角度皆大於 A2 選手，但第二飛

程的時間卻小於 A2 選手，因此不利於屈體塚原二周

動作的實施。建議：A1 選手未來需加強上肢及下肢爆

發力以縮短推稱及踏跳時間獲得更大的力量，此外應

加強腹背肌力，以縮短推離馬後高速度下的空翻抱腿

動作之時間及髖關節角度，減少空翻時的轉動慣量而

獲得更大的空翻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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