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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撞球選手推桿技術之上肢動作穩定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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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桿技術屬於花式撞球選手基本技術之一，本研究希望藉由運動學分析方法探討不同層級花式撞球選手在推桿技術在不同時

期之動作穩定性。研究對象為 20 名花式撞球選手。利用 3D 紅外線高速射影機(60Hz)拍攝選手推桿動作，參數包含桿頭與指、

腕、肘、肩位移變異量與腕、肘、肩關節角度變異量，利用 10 次出桿之平均標準差(SDavg)作為動作穩定性之指標，統計分

析採獨立樣本 t檢定(顯著水準定為α=.05)，考驗兩組在試瞄期與加速期，各部位在 XYZ 軸(X：出桿方向。Y：水平方向。

Z：垂直方向)上出桿動作與上肢關節角度，藉以探討推桿動作穩定性的差異。實驗結果：各時期與各方向整體平均數來看，

優秀組的動作在加速期與試瞄期穩定較次優秀組好。優秀組對於出桿力道的掌控較次優秀組佳，試瞄期肘部的水平變異量可

能影響加速期桿頭的水平方向移動，肩部垂直方向的穩定性也將間接影響擊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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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近年來中華民國撞球選手的成績已在國際發光發熱，

在第 13 屆亞洲運動會獲得三金、二銀、一銅耀眼的成

績，而吳珈慶成為 2006 世界男子撞球錦標賽成為「最

年輕」冠軍選手，相信撞球運動適合國內發展的重點

項目。 

撞球基本技術「推桿」、「拉桿」、「定桿」等(Byrne，

1998)，島田曉夫(2004)提到無論初學者與進階選手此

三種技術為最基本的練習課表。推桿是指當球桿與母

球相碰撞，撞擊線通過球心上方，造成母球向前滾動

的效應。李志男(2006)指在整個出桿流程與執行動作

的過程中，擊球姿勢與出桿動作都要保持相當程度的

穩定，可見動作穩定性在撞球技術的重要性，故本研

究希望藉由運動學分析方法探討花式撞球選手推桿技

術之上肢動作穩定性。 

貳、研究方法 

利用 3D 紅外線高速射影機(60Hz)拍攝選手出桿動

作，參數包含桿頭、指、腕、肘、肩三軸上位移如圖

一，X：出桿方向，Y：水平方向，Z：鉛直方向。)與

腕、肘、肩關節角度的變異量。利用 10 次出桿變異量

之平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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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動作穩定性之指標(Nicholas，2004)，SDavg 越小

表動作的變異性越小，本研究認為當動作變異性越小

即代表選手的出桿穩定性較佳。研究對象優秀組為全

國職業排名前十，男女各 5 人，次優秀組為全國中等

學校撞球錦標賽高中男子組團體賽、女子組團體賽優

勝隊伍之選手，男女各 5 人。統計分析採獨立樣本 t

檢定，考驗兩組在試瞄期與加速期，各部位在 XYZ 軸

上出桿動作與上肢關節角度，藉以探討推桿動作穩定

性的差異，顯著水準定為α=.05。 

 

参、結果與討論 

(一)結果： 

1.本次實驗中次優秀組與優秀組的擊球結果，包含子

球進袋率(p<.05)與母球表現(撞擊後母球是呈推桿的

效應)(p<.05)優秀組顯著優於次優秀組。 

表一  兩組擊球結果 

 進袋率(%) 母球表現(%) 

次優秀組 47%±23%  93%±9% 

優 秀 組   71%±15%*  100%±0%* 

p<.05

2.優秀組與次優秀組在不同時期、不同方向之動作位

移穩定性，如表一：在試瞄期中，桿頭、手指與手腕

的 X 方向，肘部的 Y 方向，優秀組之動作變異性明顯

小於次優秀組。在加速期中，桿頭的 Y 方向，肩部的

Z方向，優秀組之動作變異量明顯小於次優秀組。 

圖一  三軸座標系統定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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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秀組與一般組在不同時期關節角度之動作位移穩

定性，如表二：在試瞄期中：優秀組在肘關節明顯小

於次優秀組，但在加速期，兩組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二)討論： 

1.出桿方向(X 方向)兩組動作變異量比較： 

在兩組的試瞄與加速期來看，兩組於加速期在上肢的

動作上並無差別，但次優秀組於試瞄期中，桿頭、手

指、手腕上卻有較大的變異量，再比對兩組的母球表

現，推測優秀組對於出桿力道的掌控比次優秀組好，

因而在試瞄期時次優秀組仍有較大的動作變異。 

2.水平方向(Y 方向) 兩組動作變異量比較： 

在加速期時優秀組在桿頭的水平控制上優於次優秀

組，而桿頭水平方向的變異將導致母球的旋轉(Spin)

產生「下賽」的現象，由於下賽的現象，其結果將影

響母球行進軌跡而導致進袋率的下降(島田曉夫，

2004)，所以在子球進袋率優秀組表現顯著優於次優秀

組。次優秀組在肘部的變異量大於優秀組，推測此可

能為一個觀察的指標，導致影響加速期桿頭的水平方

向移動。 

3.垂直方向(Z 方向) 兩組動作變異量比較： 

兩組肩部 Z 方向於加速期成顯著性差異，此結果可能

帶來肘部的不穩定性進而影響手腕變異量，最後導致

產生於桿頭的控制上發生不穩定的現象，推測此肩部

垂直方向的穩定性也將間接影響擊球表現。 

4.關節角度兩組變異量： 

兩組僅在試瞄期時肘關節角度變異量有差別，此結果

與出桿方向兩組動作變異量結果可相對應，兩組在加

速期卻無顯著差別，這顯示若用關節角度變異量簡單

預測出桿方向穩定性。 

肆、結論與建議 

1.結論 

(1)各時期與各方向整體平均數來看，優秀組的動作在

加速期與試瞄期穩定較次優秀組好，僅在出桿方向的

遠端肢段(桿頭、指、腕)與肘部的鉛直方向略有不同。 

(2)優秀組對於出桿力道的掌控比次優秀組好，試瞄期

肘部的水平變異量可能影響加速期桿頭的水平方向移

動，肩部垂直方向的穩定性也將間接影響擊球表現。 

2.建議 

次優秀組應注意肘水平位移與關節角度變化，而在打

擊前(加速期)應注意肩部垂直方向的位移；力道的掌

控下仍需平常練習與比賽經驗來適應不同的環境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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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優秀組與次優秀組在不同時期、方向與部位之動作變異量

  X 方向 Y 方向 Z 方向 

  次優秀 優秀組 次優秀 優秀組 次優秀 優秀組

桿 22.44±9.82 13.33±8.17* 0.78±0.63 0.74±0.47 1.23±0.52 1.10±0.71

指 20.18±8.50 12.43±7.65* 1.73±0.61 2.02±1.00 7.62±4.67 4.59±1.89

腕 16.80±6.98 10.09±6.32* 2.87±2.99 1.82±0.61 6.75±4.38 3.94±1.31

肘 2.43±1.89 1.58±0.69 2.27±1.06  1.400.52* 3.34±2.82 2.35±0.96

試 

瞄 

期 

肩 1.09±0.51 0.77±0.27 1.17±0.36 0.95±0.54 1.08±0.50 0.96±0.44

桿 18.32±13.93 18.73±9.55 1.61±0.75  0.920.44* 2.00±0.79 1.68±1.21

指 17.74±12.70 18.04±9.02 3.04±1.34 2.76±1.00 9.35±6.47 7.53±3.20

腕 13.77±9.00 14.60±8.34 2.88±1.11 2.26±0.85 6.60±4.20 5.55±2.06

肘 2.87±2.23 2.36±1.14 3.44±3.16 2.59±0.80 4.45±3.42 6.37±6.34

加 

速 

期 

肩 1.77±0.52 1.49±1.12 1.96±0.98 1.21±0.71  3.06±1.25  1.630.73*

*p<.05                                                              單位：mm 

表三  優秀組與次優秀組在不同時期各關節角度之動作變異量 

 關節角度 次優秀 優秀組 

腕關節 2.16±1.32 1.68±1.27 

肘關節 4.35±1.72   2.38±1.51* 

試 

瞄 

期 肩關節 0.74±0.57 0.47±0.12 

腕關節 3.05±2.12 1.88±1.23 

肘關節 3.57±3.13 3.12±1.59 

加 

速 

期 肩關節 1.02±0.71 1.21±1.08 

*p<.05                                                                單位：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