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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六年級學童立定跳遠動作表現與動作形式之性別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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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立定跳遠是移動性動作中的一種，而且是我國學生健康體適能檢測的項目之一，立定跳遠的動作可以用來測量

瞬發力及肌力(江界山，1997)，且肌力與瞬發力皆為運動員參予運動競技的重要能力，亦是贏得比賽的決定要

素。本研究以台灣中部國民小學 6年級學生為對象，男、女學童各 15 名，共計 30 名受試者參與，實際完成實

驗者 26 位。透過 DV 攝影機拍攝，本研究邀請三位具有教學經驗的田徑教練並經過評分者訓練後，方擔任評分

的工作，根據 Haywood (1993) 制定之立定跳遠發展階段觀察檢核表動作特徵進行評分，結果顯示：1. 在立定

跳遠動作型式成熟度上，男童在起跳期的手臂及女童在飛行著地期的手臂，最高層次百分比較低，所以立定跳

遠的動作型式仍有發展的空間。2. 立定跳遠各部位之間動作型式大部份是一樣，男女間沒有差異，但在飛行著

地-手臂部份，女童最高層次百分比僅達 42%明顯低於男童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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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論 

立定跳遠是移動性動作中的一種，而且是我國學生健

康體適能檢測的項目之一，立定跳遠的動作可以用來

測量瞬發力及肌力(江界山，1997)，且肌力與瞬發力

皆為運動員參予運動競技的重要能力，亦是贏得比賽

的決定要素。 

立定跳遠之動作發展依 Haywood (1993) 的觀點，可

歸納為初始期、基礎期及成熟期三個階段；Payne & 

Isaacs (2002) 亦針對立定跳遠的動作發展提出四

個發展階段。上述兩種動作發展過程相似，根據Payne 

& Isaacs (2002) 的立定跳遠發展階段特徵的分類，

其中第一階段與 Haywood (1993) 的立定跳遠發展階

段的初始期類似，第二階段與 Haywood (1993) 的立

定跳遠發展階段的基礎期類似，第三、第四階段可看

成 Haywood 1993) 立定跳遠發展階段的成熟期。所

以可知立定跳遠的發展特性由手臂的帶動，之後隨著

身體的成長及立定跳遠動作發展的成熟，逐漸懂得運

用軀幹、腳踝、膝部、臀部，並配合重心的前移，慢

慢地體會出較適合的立定跳遠動作模式。 

Haubenstricker et al. (1983） 分別比較男女兒童

在立定跳遠動作發展階段的不同，結果發現男童在

114 個月（約九歲半）、女童在 120 個月（約十歲）

的時候，已有 60﹪的受試者立定跳遠動作表現符合

Payne & Isaacs (2002) 第四階段成熟期的動作，顯

見國外學童立定跳遠動作有男女差異存在。國內教育

部體適能百分等級常模中，國小六年級身高平均範圍

男童為 133~159 公分、女童為 134~161 公分，體重平

均範圍男童為 25~57 公斤、女童為 26~56 公斤，立定

跳遠距離男童平均範圍為 118~195 公分、女童為

104~178 公分，可見國內男女學童在身高及體重部分

差異不大，也就是生理條件是一致的，但是在立定跳

遠距離男女卻有明顯差異。既然在生理上沒有差異，

那究竟何因素造成男女立定跳遠表現的差異呢? 跳

遠動作是否為原因之一呢？綜合上述研究，想要了解

國內學童立定跳遠動作型式的成熟度與國外是否一

樣，加上國外立定跳遠有呈現性別差異，因此也從性

別角度來探討立定跳遠距離甚至動作型式之間的差

異。所以本研究以兒童期的最後一年也就是國小六年

級學童為對象，採用立定跳遠發展階段觀察檢核表

（Haywood, 1993），試圖找出以上所提的答案，以期

提供國小教師在立定跳遠動作教學上的參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中部國民小學 6年級學生為對象，用系

統抽樣的方法抽出男、女學童各 15 名，共計 30 名受

試者參與，實際完成實驗者 26 位。為使受試者能盡

最大能力去跳，研究者給與適當的口頭鼓勵指導語，

但不做任何立定跳遠技巧之示範，同時用 DV 攝影機

拍攝，架設高度為 1.5 公尺，距離為 6公尺，拍攝受

試者矢狀面，從擺臂到著地完整的立定跳遠動作過

程。本文動作分析採用 Haywood (1993) 制定之立定

跳 遠 發 展 階 段 觀 察 檢 核 表 (Assessing the 

Developmental Level of the Standing Long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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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Checklist) 翻譯後，並 經 專 家 信

效 度 檢 驗 。評分者間信度及評分者內信度均在於

注重評分者評分的一致性；本研究邀請三位具有教學

經驗的田徑教練並經過評分者訓練後，方擔任評分的

工作。本研究原始資料之觀察與分析，由三名受過訓

練的評分者根據檢核表動作特徵進行評分，得分越高

則代表其動作型式層次越高；把三位評分者所評定動

作層次平均，即為受試者各部分之動作型式層次分

數。性別的差異採用獨立樣本 t檢定，立定跳遠距離

及立定跳遠動作型式間表現採用 Pearson 相關來檢

驗(α=.05)。 

参、結果與討論 

(一)男童立定跳遠各部分動作型式達到百分比 

六年級男童立定跳遠各期動作型式均已趨成熟多屬

最高層次，只有起跳期手臂最高層次百分比較低(如

表六)，全部動作都達到最高層次的受試者佔 53%，

與 Haubenstricker et al. （1983） 提出的男童在

9 歲半時，有 60%出現最高動作層次的發現尚有不

足，可見六年級男童立定跳遠動作型式比現有文獻中

三、四年級的動作型式更低。 

表一 六年級男童立定跳遠各部分動作型式達到百分比 

動作層次 
起跳 

-腿 

起跳 

-軀

幹

起跳

-手

臂

飛行 

-腿 

飛行 

-軀

幹

飛行

-手

臂
第一層次 0% 0% 7% 0% 0% 0% 

第二層次 7% 0% 0% 0% 7% 0% 

第三層次 93% 0% 0% 7% 93% 7% 

第四層次 100% 36% 93% 93% 

第五層次 
 

 57%  
 

 

(二)女童立定跳遠各部分動作型式達到百分比 

六年級女童立定跳遠各期動作型式均已趨成熟且幾

乎都達到最高層次，只有起跳期手臂及飛行著地時的

手臂最高層次百分比較低(如表七)，全部動作都達到

最高層次的受試者僅佔 20%，與 Haubenstricker et 

al.（1983）提出的女童在 10 歲時，有 60%出現最高

動作層次的發現尚有不足，可見六年級女童立定跳遠

動作型式比現有文獻中三、四年級的動作型式更低。 

表二 七六年級女童立定跳遠各部分動作型式達到百分比 

動作層次 
起跳

-腿 

起跳 

-軀

起跳 

-手

飛行 

-腿 

飛行

-軀

飛行

-手

第一層次 0% 0% 0% 0% 0% 0% 

第二層次 8% 0% 0% 8% 0% 0% 

第三層次 92% 0% 0% 8% 100% 58% 

第四層次 100% 50% 84% 42% 

第五層次
 

 50%  
 

 

四、立定跳遠動作型式的性別差異 

以獨立樣本 t檢定，檢視學童動作型式的性別差異，

只有飛行著地—手臂、飛行著地達到顯著水準(如表

四)；就整體而言，顯示六年級男女童立定跳遠各部

位動作型式大部份類似，彼此間沒有太大差異。 

表三 立定跳遠動作型式的性別差異 

項目 t 檢定 

起跳期—腿 .109 

起跳期—軀幹 .000 

起跳期—手臂 -.417 

起跳期 -.349 

飛行著地—腿 .977 

飛行著地—軀幹 -.923 

飛行著地—手臂 3.251* 

飛行著地 2.059* 

整體表現 .879 

*P<.05 

肆、結論與建議 

在立定跳遠動作型式成熟度上，男童在起跳期的手臂

及女童在飛行著地期的手臂，最高層次百分比較低，

所以立定跳遠的動作型式仍有發展的空間，為提高動

作層次的成熟度，因此建議國小教師在教導六年級立

定跳遠動作時，可以特別加強手臂部份的技巧。立定

跳遠各部位之間動作型式是一樣，男女間沒有差異，

但在飛行著地-手臂部份，女童最高層次百分比僅達

42%明顯低於男童的 93%，這似乎受到女性青春期的

行為特徵影響所致，另外在實際社會中，男女學童的

動作並不會完全一樣，尤其是女童在青春期出現後，

會有扭扭捏捏的動作出現，因此判斷此檢核表的鑑別

度差，以致無法看出男女動作上的差異，建議後續研

究者可依此檢核表再針對細部動作做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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