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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射箭運動訓練對國小學童不同站姿（標準姿勢與射箭姿勢）平衡控制特徵之影響。32 位國小四年級學童

以立意取樣分為實驗組（身高 138.7±7.5 公分；體重 34.4±9.3 公斤）與控制組（身高 136.8±6.0 公分；體重 36.3±6.9 公斤）各

16 位，實驗組進行連續八週之射箭運動訓練，而控制組則無進行任何之體能訓練，平衡控制特徵是以測力板測量在在開眼

與閉眼之雙腳站立、單腳站立、慣用面與非慣用面等各種姿勢下的腳壓中心（center of foot pressure, COP）變化各 10 秒，再

分析計算 COP 之半徑與速度變化。所得資料以混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二組間各種姿勢前後測 COP 特徵之差異，再以重複樣

本 t 考驗進行實驗組訓練前後射箭站姿 COP 特徵之差異，顯著水準皆定為 p＜.05。結果顯示：控制組於研究期間 COP 特徵

皆無顯著之變化，而實驗組於訓練後標準姿勢之 COP 偏移半徑顯著變小，但偏移速度無顯著變化；此外，實驗組於訓練後，

射箭姿勢之 COP 偏移半徑也顯著變小。本研究驗證規律射箭訓練可有效提升國小學童標準站姿與射箭站姿平衡控制的整體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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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中華男女射箭代表隊在國際賽中有不少優異的

成績，射箭更是各大型比賽奪牌與培訓的重點項目。

射箭是一種需要高度專注與身體姿勢穩定性的靜態平

衡運動；每一個射箭動作都必須要穩定且連貫動作控

制才能加以完成 (Ertan, Kentel, Tumer, & Korkusuz,

2003)。而沈子斐（1998）對北訓中心的培訓選手進行

體能檢測發現，優秀射箭選手必須具備好的身體平衡

能力，才能維持穩定的重心以進行瞄射。然而有關射

箭選手身體姿勢平衡控制的研究較少，且多數未以其

特殊站姿做測量，近期研究也驗證特定運動訓練所增

進的身體姿勢平衡能力無法轉移至平常的直立姿勢

(Asseman 等, 2004)。林正常（1990）認為 6 至 12 歲

是孩童平衡性發展最快的年齡，亦有研究指出孩童在

4~6 歲時便開始整合其他的感覺訊息與視覺系統來

達成姿勢控制；而 7~10 歲時期平衡姿勢反應上則與

成人幾乎是一樣的 (Payne & Isaacs, 2002)。因此本研

究以 9 ~ 10 歲兒童作為對象，以縱貫面的實驗設計，

來探討八週射箭運動訓練對國小學童平衡控制特徵的

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參與對象

本研究採用高文良（2005）射箭運動能力測驗項目進

行選材，以新竹縣某國小四年級 16 位學童射箭初學者

為本研究之實驗組，進行八週射箭運動訓練；另隨機

挑選 16 位為控制組，不接受任何運動訓練。參與者需

填寫同意書及相關基本資料，且無任何神經病變、下

肢骨骼肌肉傷害及影響平衡能力之相關疾病病史者，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兩組之基本生理資料皆無顯著

差異（表一），故兩組受試者具有同質性。

表一 受試對象基本資料

二、儀器

本 研 究 以 三 軸 測 力 板 (AccuSway, Advanced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 來擷取各項測試之

腳壓中心 (COP) 變化，再以專業分析軟體 (Balance

Trainer, Advanced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

分析換算腳壓中心之偏移半徑與搖晃速度，作為評估

個體平衡控制能力優劣之指標。

三、步驟與方法

（一）標準姿勢的靜態平衡控制評估

兩組皆以開眼與閉眼來進行雙腳、單腳站立測試，開

眼測試時直視前 2M 牆上固定物以求專注；閉眼時則

需挺胸直立（圖一）。每項各測驗兩次，每次持續 10

秒，取其平均值、取樣速度設定為 100Hz。

（二）射箭站姿的靜態平衡控制評估

實驗組 控制組 t 值

年齡（歲） 9.56.13 9.50.13 .34

身高（cm） 138.661.86 136.751.50 .05

體重（kg） 34.472.32 36.341.73 -.65



實驗組以開眼與閉眼來進行射箭站姿（慣用面與非慣

用）測試（圖二），測試時間與取樣速度同上。

四、統計方法

本研究收集前後測之數

據以 SPSS 12.0 版分析

後，以平均數標準誤

呈現：(一)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實驗組與控制

組基本資料；(二)以混合

式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二

組在標準姿勢前後測平衡控制特徵是否有交互作用；

(三)以重複樣本 t 考驗進行實驗組在射箭站姿中平衡

控制特徵前後測的差異；(四)顯著水準皆定為 p＜.05。

參、結果

本研究結果如下表二至表四。

表二 兩組標準姿勢之 COP 偏移半徑之前後測

表三 兩組標準姿勢之 COP 偏移速度前後測

表四 實驗組射箭站姿之前後測 t 考驗表

肆、討論

穩定度是平衡的一大特性，COP 偏移半徑是每一壓力

中心的座標位置與力板中心距離平均值（Verhagen 等,

2005）；而 COP 偏移速度則是肌力收縮伸展的變化，

代表姿勢平衡控制能力，兩者皆為數值愈低代表姿勢

控制就更好。本研究顯示兩組在各種姿勢及測量參數

上皆有進步幅度，但控制組的進步幅度較小，且皆未

達顯著差異，有可能是因個體之生理成長，或是每週

兩節健體課程，而導致平衡控制能力的微幅增加，但

進步幅度遠小於經過射箭運動訓練的實驗組，也顯示

出進行訓練研究時對照控制組的重要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射箭運動訓練對實驗組標準姿勢的

COP 偏移半徑有顯著改善效果，且在閉眼單足站立的

進步幅度最為顯著，顯示出射箭訓練對增進姿勢穩定

的效益；而 COP 偏移速度則似乎並無顯著改善效果，

僅有在閉眼單足立時的前後測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出

射箭訓練對於個體姿勢控制能力(肌力)的效益有限。

一般而言，閉眼單足站立是屬難度較高的平衡挑戰姿

勢，本研究顯示學童在射箭訓練後顯著降低的 COP

偏移速度，驗證先前研究所指出「不同專項優秀選手

間有不同的身體姿勢平衡控制特徵」之發現 (胡名霞

等，2004)。

射箭慣用面站姿是指平時射箭訓練所採用的站立姿

勢，本研究顯示經由規律射箭訓練過程中，注重站姿

穩定與重複進行的實射訓練，可增加身體姿勢的穩定

性，並充分結合本體覺與視覺之訊息，而顯現出訓練

後顯著進步的慣用面 COP 平衡控制。本研究採用射箭

慣用面站姿施測，能充分與實際訓練情境結合，而在

閉眼測試時 (移除視覺)，也因強化之本體覺功能，而

在慣用面閉眼站姿的 COP 偏移半徑也有一致性的顯

著效益，而 COP 偏移速度無顯著的訓練效益，則可能

因射箭訓練是以靜態站姿為主，而非動態訓練型態，

因此對於重心移動速度的訓練不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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