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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遠踏板起跳腳運動生物力學分析 

高崇壽、黃長福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摘要 

目的：在探討優秀跳遠選手(n=7)與短跑選手(n=8)，在執行跳遠之運動力學特徵。方法：一台Redlake高速攝影機(125Hz)、一台

SONY數位攝影機(60Hz)、、一塊Kistler測力板(1250Hz)同步收集資科，以Kwon3D 影像分析軟體處理並以Butterworth 4th-order 

Zero Lag Digital程式（cutoff frequency：6Hz）進行修勻。結果：優秀跳遠選手在跳遠成績、起跳瞬間重心垂直速度、起跳角

度顯著大於短跑選手。在相關统計方面，最後第二步最大水平重心速度、踏板瞬間重心水平速度、起跳瞬間重心垂直速度、起跳瞬

間重心合速度、起跳角度、水平總衝量、水平制動衝量、水平推蹬衝量、與跳遠成績呈顯著正相關。支撐時間、最大垂直力量值所

產生時間、推蹬產生時間與跳遠成績呈顯著負相關。結論：在相同助跑之下，跳遠選手在跳遠成績優於短跑選手，在於跳遠選手有

較佳的起跳瞬間重心垂直速度、起跳角度。 

關鍵詞：跳遠、起跳階段、起跳腳。

 

一、 緒論 

優秀跳遠選手常常也是好的短跑選手，但優秀的短跑

選手不一定是好的跳遠選手，跳遠依運動技術分析可

分為助跑、起跳、空中動作、落地四個階段結合成跳

遠的過程，此四個階段是環環相扣、缺一不可。其中

以起跳階段對跳遠的過程最為關鍵。做出快而有力爆

發性地完成起跳，創造較大的起跳瞬間重心速度及起

跳角度（Jacoby E. & Farley B.，1995）。所以起跳

盡可能減少最小踏板瞬間重心水平速度之原則下，增

加適度的起跳瞬間重心垂直速度以增加起跳角度

（Hay 1986、1993；Jacoby & Fraley ，1995； Kakihana, 

W. & Suzuki, S. 2001；楊忠憲，2003），因而起跳

好壞與起跳速度、起跳高度、起跳角度有關。 

Costa 等人(1998)與 Kakihana,W. and Suzuki,S. 

(2001)等人的研究指出優秀跳遠選手的垂直、水平衝

量都大於一般運動員，在水平衝量中，制動衝量均大

於推蹬衝量。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優秀跳遠選手與短

跑選手在跳遠踏板起跳階段影響跳遠成績之因素。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優秀跳遠選手與短跑選手在

踏板起跳時運動生物力學特徵。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7 名優秀跳遠選手及 8 名短跑選手為受試者 

對象，，每位受試者先做充分熱身，並且都事先確定

起跑點經過助跑距離是否可踏到測力板，尤其是短跑

選手，再試驗本實驗，以最後一步慣用腳完全踏到測

力板起跳為動作要求。每位受試者試跳 6 次，取其最

佳成績進行獨立樣本 t考驗（α =.05），並以試跳成功

3 次與跳遠成積進行皮爾遜積差相關。以一台 Redlake

高速攝影機拍攝範圍以踏板起跳動作為主，並以截取

頻率為 125Hz，一台 SONY 數位攝影機拍攝範圍以助

跑最後二步動作為主，並以截取頻率為 60Hz，並从

Kwon3D 影像分析軟體處理並以 Butterworth 4th-order 

Zero Lag Digital 程式（cutoff frequency：6Hz）進行修

勻。本研究主要探討踏板起跳階段之運動力學參數

(如圖一)。 

 
圖一 踏板起跳階段垂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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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跳遠踏板起跳階段地面反作用力圖 

三、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結果起跳腳在踏板起跳階段之運動力學參數： 
表一 踏板起跳階段之運動學參數 

 跳遠選手

(n=7) 

短跑選手

(n=8) 

t

值 

跳遠最佳
成績(m) 

6.21±0.32 5.27±0.77 2.
998**

最後第二

步最大水平重
心速度(m/s) 

9.11±0.36 8.51±0.67 2.

087 

踏板瞬間

重心水平速度
(m/s) 

8.36±0.42 7.82±0.52 2.

152 

踏板瞬間

重心垂直速度
(m/s) 

-0.81±0.3

4 

-0.79±0.2

8 

-.

116 

起跳瞬間

重心水平速度
(m/s) 

8.12±0.56 7.89±0.53 .7

87 

起跳瞬間

重心垂直速度
(m/s) 

2.92±0.30 2.31±0.40 3.

264**

起跳角度

(degree) 

20.00±2.8

5 

16.41±3.1

8 

2.

284* 
支撐時間(s) 0.110±0.005 0.142±0.037 -2.197

* 

最大垂直力量
值(N/BW) 

6.54±0.49 6.38±1.32 .316 

水平總衝量

(N/kg*s) 

-0.81±0.16 -0.69±0.16 -1.354

制動水平衝量
(N/kg*s) 

-0.94±0.16 -0.84±0.11 -1.386

推蹬水平衝量

(N/kg*s) 

0.13±0.03 0.14±0.06 -.395 

制動產生時間

(s) 

0.079±0.005 0.094±0.038 -1.015

推蹬產生時間
(s) 

0.030±0.004 0.047±0.010 -4.071
** 

垂直總衝量

(N/kg*s) 

3.89±0.98 3.73±0.29 .534 

  *p<.05  **p<.01 

助跑速度方面，兩組未達到顯著性差異。表示兩組在

助跑速度不影響跳遠成績，跳遠選手比短跑選手有較

大起跳瞬間重心垂直速度、起跳角度及踏板起跳階段

重心垂直速度變化量，因而有較佳成績。跳遠文獻

Philip & Adrian(2005)與楊忠憲 (2002)指出優秀跳遠

選手在踏板起跳階段的重心水平速度變化量都有減

速現象，但本研究短跑選手在踏板起跳階段的重心水

平速度變化量有加速現象，因為踏板起跳階段重心水

平速度的增加導致踏板起跳階段重心垂直速度變

小，因而無法增加適當的重心垂直速度，導致有較小

起跳角度，才使跳遠成績無法進步只留在 5.27m。優

秀跳遠選手在跳遠成績好於短跑選手，在於支撐時

間、推蹬時間較短於短跑選手。 

四、結論 

運動學方面，在相同助跑之下，跳遠選手在跳遠成績

優於短跑選手，在於跳遠選手有較佳的起跳瞬間重心

垂直速度、起跳角度。而在動力學方面，跳遠選手在

跳遠成績優於短跑選手，主要在於跳遠選手有較短的

支撐時間及推蹬產生時間。因此建議指導選手時，因

注意踏板起跳階段是跳遠最為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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