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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國小女童用力性過肩投擲運動學與離手球速關係之探討 

邱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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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肩投擲動作一直以來都被認為是高度協調的動作，亦是動作發展中很重要的指標項目，傳統上以眼睛觀察的「投擲動作發

展表」為測量工具已經無法確實判別國小女童的投擲動作，本研究以 7 到 12 歲女童為受試對象（36 位，每一年齡層

均為 6 位），透過高速攝影機（120Hz）配合 Kwon 3D 動作分析軟體，擷取 7 到 12 歲女童孩童以網球進行用力性

過肩投擲離手時球速以及相關運動學參數（後擺距離、跨步距離與身高比例、最大肩、肘、腕關節點速度以及

最大肩、肘、髖關節角速度），以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探討兩者之間關係，以了解國小女

童過肩投擲動作發展相關因素，並提供在投擲動作上教學的參考，所有統計水準均訂為.05。本研究結果顯示：

與國小女童過肩投擲成顯著相關的運動學參數有後擺距離、跨步距離與身高的比例、最大肩、肘、腕關節點速

度以及最大肘關節角速度。上述結果雖然在「肢段意義」上與傳統動作發展研究大致相符合，但是實際探討的

參數與傳統的觀察表有很大的不同，表示動作發展領域經過儀器的進步，對於觀察兒童的動作發展的確可以有

嶄新的風貌產生。 

 

壹、緒論 

在動作發展領域所發表的研究大都採用 Burton

（1992）等修訂 Roberton（1984）發展出的投擲觀

察表（以肉眼為觀察工具），而其中針對 7 歲以上的

研究結果發現許多動作已經無法去分出同一個年齡

層孩童的優劣的狀況（Roberton ＆  Konczak, 

2002）。綜合上述研究我們可以了解，投擲動作

的確是研究人類動作發展當中很重要的指標，另

外投擲動作亦是代表著運動能力測試的項目，因

此可知對於人類活動中常見且最為困難的投擲

動作之研究確實有其必要性，此外動作發展傳統

的觀察表因為依賴肉眼觀察，有其限制性，因此

本研究以 7 到 12 歲女童為受試對象，以高速攝

影機（120Hz）配合 Kwon 3D 動作分析軟體，擷

取 7 到 12 歲女童孩童用力性過肩投擲相關運動

學參數以及離手時球速，探討兩者之間關係，以

了解 7 到 12 歲女童過肩投擲動作發展，並能提

供國小教師在投擲動作上教學的參考。 

貳、研究方法 

為了收集離手球速以及運動學的參數，一部高速攝影

機（廠牌型號：Mega Speed MS10K CCD B/W）架設於

受試者投擲面的右方側面距離 9公尺，攝影機高度為

1.1 公尺，攝影機擷取頻率為 120Hz，實驗前拍攝 2D

參考座標架，每位孩童被要求站在 1.22×1.83 方格中

盡全力投擲網球（Roberton ＆ Konczak, 2001），每

一位受試者將被要求以單手抓握相同尺寸之球，確定

手掌都能單手大部分握住球體，正式實驗試作時，每

位實驗參加者試擲三次（每一次均為全體投擲完之

後，重頭再來一次，確保不會有疲勞產生），取最高

離手球速當成判斷過程動作好壞之參考，為方便動作

分析，每位受試者身上肩、肘、腕、髖關節點均貼上

光點。每一位受試者的投擲動作影片，經過 Power 

director 剪輯軟體擷取後，從投擲前右腳最後一步著

地開始，直至球投出後為止，此為動作分析之有效部

分，確定投擲動作之影片長度後，利用 Kwon 3D for 

Motion analysis 動作分析系統點取每一張影片中每

一標記點位置。之後再進行濾波以降低雜訊，採用低

頻濾波法（Butterworth Low-pass Filter）進行濾

波，使動作資料更諧和、穩定，其中 cut-off 頻率為

6Hz，再依直接線性轉換（Direct Linear 

Transformation）之原理，以測量所得之人體標記點

空間座標。研究採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統計軟

體，各年齡層運動學參數（後擺距離、跨步距離、最

大肩、肘、腕關節點速度以及最大肩、肘、髖關節角

速度）與離手球速關係以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考驗。各年齡層離手球速以及運動學

參數差異性以單因子變異數（One-way ANOVA）進行

分析，若達顯著差異，則使用杜凱式法（Tukey HSD）

進行事後比較。各年齡層運動學參數協調性以皮爾遜

積差相關考驗所有參數間的相關性。本研究所有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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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皆定為α=.05。 

参、結果與討論 

過去對於 7 到 12 歲男童的動作發展研究大都採

用 Roberton（1984）將單手過肩投擲動作因素細分為

後擺、上臂、前臂、軀幹及腳步等五大動作，後經

Burton 等人（1992）修改的過肩投擲發展表為測量工

具，分成後擺（4 個層次）、上臂（3 個層次）、前臂

（3 個層次）、軀幹（3 個層次）、腳步（3 個層次）

（Langendorfer ＆ Roberton, 2002；Roberton 

＆ Konczak, 2002；Gallahue ＆Ozmun,1998），

研究的結果除了軀幹的旋轉在較低的年齡層就

不顯著相關外，其他如後擺、上臂、前臂以及腳

步動作，對於越高的年齡層而言，與投擲結果相

關度較低，這些結果與研究投擲技術的研究結果

有一些不同（邱永興等人，2005；陳建銘等人，2003；

陳建汎， 2004），這和上述兩類（動作發展與技

術研究）之間測量的工具有很大的關係。本研究

以高速攝影機（120Hz）為分析工具，結果如表

一，與國小女童過肩投擲成顯著相關的運動學參

數有後擺距離、跨步距離與身高比例、最大肩、

肘、腕關節點速度以及最大肘關節角速度，與上

述技術分析相關研究對於過肩投擲運動學參數

研究結果在「肢段」方面大致符合，但是比較不

同的是髖關節的角速度並沒有達到顯著的相

關，這應與國小學童對於髖部（腰部）的旋轉控

制 有 關 ， 此 項 結 果 與 一 些 動 作 發 展 研 究

（Roberton ＆ Konczak, 2002）研究結果相同。 

表一：7 到 12 歲女童過肩投擲的離手球速與上述

重要過肩投擲的運動學參數相關性 

項目 

後擺 

距離 

cm 

跨步 

距離

與身

高 

比例 

最大肩

關節點

速度 

cm/s 

最大肘

關節點

速度

cm/s 

最大腕

關節點

速度

cm/s 

最大

肩關

節角

速度 

○/s 

最大肘

關節角

速度

○/s 

最大髖關節

角速度 

○/s 

平均數 79.48 0.18 188.70 459.9 679.7 672.21 1018.4 123.3 

標準差 
22.87 0.12 55.12 115.6 112.6 338.05 310.8 112.9 

相關性 .758

＊ 

.523

＊ 

.550＊ .727＊ .706＊ .313 .408＊ .134 

* P＜.05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測量結果經討論分析後，獲得以下結論：與國

小女童過肩投擲成顯著相關的運動學參數有後

擺距離、跨步距離比例、最大肩、肘、腕關節點

速度以及最大肘關節角速度。上述結果雖然在

「肢段意義」上與傳統動作發展研究大致相符

合，但是實際探討的參數與傳統的觀察表有很大

的不同，本研究呈現許多的實質上的數據可供探

討，應用許多原本在技術分析上的參數，例如跨

步距離與身高比例、最大肩、肘、腕關節點速度

以及最大肘關節角速度等等的參數，結果也證明

的確是與國小投擲速度有顯著的正相關，表示動

作發展領域經過儀器的進步，對於觀察兒童的動

作發展的確可以有嶄新的風貌產生，未來的研究

建議可以分年齡層的運動學比較，分別找出本研

究有相關的參數在各年級是否仍有相關以及各

年齡層的最大不同點，提供兒童動作發展研究以

及體育教學上的參考。  

伍、參考文獻 

1.邱文信（ 2005）：結合縱貫式與橫斷式方法探討 9

歲到 11 歲兒童投擲距離表現相關因素之研究—以

動態系統觀點。未出版之碩士論文，桃園縣，國立

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博士論文。 

2.邱永興、劉俊概、李建勳、涂瑞洪（2005）：標槍

投擲之最佳出手條件探討。中華體育，19 卷 2 期。

37-44 頁。 

3.陳建銘、湯文慈、龔榮堂（2003）：大專優秀選手

上肢等速肌力特性與離手球速肢相關性探討。論文

發表於台灣運動生物力學研討會論文，台北市，台

北體育學院。 

4.陳建汎（ 2004）：手榴彈投擲動作之運動學分析。

未出版之碩士論文，桃園縣，國立體育學院體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 

5.Roberton, M.; Konczak, J. （2001）.Predicting 

children’s overarm throw ball velocities from their 

developmental levels in throwing.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Vol. 72, pp.91-103. 

＊計畫感謝新竹教育大學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