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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 300 公尺計時賽各分段速度與成績之相關性，以 2004 年亞洲盃競速滑輪溜冰國手選拔

賽，女子 300 公尺計時賽項目參賽選手共 25 人為對象，以描述性、皮爾遜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處

理，以多元逐步迴歸找出迴歸公式，顯著相關水準設在小於 0.05 的水準，更進一步研究由多元逐步分析得到標準化迴歸模

式為：Y（成績）＝(-.426*150~200 公尺分段速度)＋(-.381*200~250 公尺分段速度)＋(-.237*100~150 公尺分段速度)，此迴歸方

程式可有效預測成績的解釋力達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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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我國的滑輪溜冰競速運動近幾年來在滑輪溜冰

協會的積極推展下已有不錯的成績，曾在 2001 年世

界運動會獲得二金、二銀、二銅及 2009 年世界運動

會獲得四金、三銀、一銅的佳績，且多次在亞洲錦

賽及世界錦標賽奪牌，已擠入世界滑輪溜冰強國之

林。國際奧會已將競速滑輪溜冰項目列入觀察項目

名單中，可望於將來列入奧運正式項目(戴琪玲，

2007)。雖然我國滑輪競速溜冰成績已達國際水準，

但相對於滑輪溜冰相關的研究發表卻很少數，為再

提昇我國的滑輪溜冰水準，實應投入更多的研究。

300 公尺計時賽的比賽過程由起跑、加速、速

度維持、最後衝刺等過程構成。在分秒必爭的情況

下，每一階段的動作成功順暢與否皆可能關係到比

賽的結果。300 公尺計時賽項目是需要速度、速耐

力及高度技巧等綜合能力的表現，在速度方面，需

要下肢的肌力及暴發力；速耐力方面需要無氧性能

量系統的供應（林正常，2005）；在技巧方面則需

要神經系統的協調配合，使身體各部位關節適時的

伸屈，達到推刃動作的完美順暢，使動力能作最有

效的傳遞而得到最高的加速及速度的維持（ Publow,

1999 ）。

在速度類型的運動項目各項配速都相當重要，

也有相當多研究，如曾景松與黃慶旻（2009）、夏

崇德（2002）、劉小學、李少丹與劉天太(2006)等，

但是在滑輪溜冰競速項目這方面的研究很少。因

此，本研究亦希望借由資料分析，了瞭解女子 300

公尺計時賽的各分段速度與成績的相關性及影響成

績最重要的部分為何？以提供未來選手訓練時的參

考。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以 2004 年亞洲盃競速溜冰國手選

拔賽，女子 300 公尺計時賽項目參賽選手共 25

人為對象。

2.研究時間及地點：以 2004 年 3 月 5 日在屏東

明德中學競速溜冰場(公路賽場地)。

3. 研 究 工 具 ： DV 攝 影 機 (Sony DCR-

TRV33) 、多媒體個人 PC(含 IEEE 1394 擷取

卡)、會聲會影 6.0 影像編輯軟體、Po wer DVD

影像播放軟體。

4. 資料蒐集方式：經徵得大會同意，以不影響

選手比賽的情況下於跑道兩側標示出每 50 公尺

間隔之位置。並於比賽前一天於比賽場地測試

錄影效果，從影片上可以清楚分辨出通過標示

點的影像。比賽當天以 DV 攝影機在比賽現場

全程錄影。

5. 資料處理：將 DV 攝影機錄下的影像用個人

電腦轉錄成 MPEG 檔案格式，以會聲會影 6 .0

影像編輯軟體及 Power DVD 播放程式等軟

體，以分格播放逐一檢視動作過程，依據前腳

第一個輪子到達各分段標示點，計算登錄每位

選 手 所 使 用 的 步 數 及 時 間 ， 所 得 資 料 以

Microsoft Excel 2003 及 SPSS for Windo ws

12.0 統計軟體從事描述性、皮爾遜積差相關、多

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處理。

三、結果與討論



1. 300 公尺計時賽各分段速度分析

由表一可知，參賽的選手 300 公尺平均速度及

各分段速度統計值。

表一全體選手成績及各分段速度分析摘要表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成績(Sec) 27.54 31.77 29.40 1.01

平均速度(Sec/m) 9.44 10.89 10.21 .35
0~50m(Sec/m) 6.49 9.61 7.32 .59

50~100m(Sec/m) 8.67 11.12 10.82 .60
100~150m(Sec/m) 10.20 11.82 11.08 .44
150~200m(Sec/m) 10.41 12.00 11.24 .40
200~250m(Sec/m) 10.63 12.30 11.66 .51
250~300m(Sec/m) 8.11 12.20 11.46 .80

（n=25）

2. 各分段速度與成績相關分析

由表二可看出，各分段速度與 300 公尺成績之

相關系數在 0~50m、50~100m、100~150m、

150~200m、200~250m，均有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只有 250~300m為 r=-.387 未達顯著水準。可見在女

子 300 公尺計時賽中除最後一段外，各分段速度對

於成績皆具有高度的影響，且各分段速度之間亦有

相關。

表二 各分段速度與成績之相關距陣摘要表
成績 0~50m 50~100m 100~150m 150~200m 200~250m 250~300m

成績 1.000 -.468* -.635** -.853** -.916** -.899** -.387
0~50m -.468* 1.000 .060 .448* .367 .489* -.522**

50~100m -.635** .060 1.000 .458* .647** .509** .167
100~150m -.853** .448* .458* 1.000 .781** .744** .255
150~200m -.916** .367 .647** .781** 1.000 .802** .356
200~250m -.899** .489* .509** .744** .802** 1.000 .268
250~300m -.387 .522** .167 .255 .356 .268 1.000

*p<.05

3. 多元迴歸分析

進一步探討各分段速度對成績的影響，以各分段速

度為預測變項，以成績為效標變項，並以逐步迴歸

方法來分析所有變項對成績的影響。由表三結果得

知，所有變項中以「以 100~150 分段速度」、

「150~200 分段速度」、「200~250 分段速度」有達

顯著水準。其中以「150~200 分段速度」最先投入

變項，決定係數為 R2為.840；「200~250 分段速

度」是第二個投入變項，其決定係數 R2為.915；

「100~150 分段速度」是第三個投入變項，其決定

係數 R2為.935。所有投入變項預測成績時，進入迴

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共有三個，多元相關係數(Mult

R)為.967，其聯合解釋變異量為.935，亦即三個變項

能聯合預測成績 93.5%的變異量。就各別變項解釋

量來看，「以 100~150 分段速度」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 84.0%，其餘依序為「200~250 分段速

度」、「150~200 分段速度」，其解釋量為 7.5%及

2.0%。標準化迴歸方程式為：

成績=（-.426*150~200m分速度）＋（-

.381*200~250m分段速度）＋（-.237*100~150m分

段速度）

表三 各分段速度預測成績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步
驟

變項 Mult R R2 ΔR B 值 F 值

1
2
3

150~200m分段
速度

200~250m分段
速度

100~150m分段
速度

.916

.957

.967

.840

.915

.935

.840

.075

.020

-.426
-.381
-.237

120.553*
*

19.570**
6.354*

*p<.05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試圖找出影響女子 300 公尺成績的重要

分段，經資料分析之後得到下列結論：1.經統計分

析的結果，女子 300 公尺計時賽中除 250~300m

外，各分段速度和比賽成績皆有具有關性。2.以分

段速度來預測成績是可行的，以研究結果所投入的

三個分段變項能聯合預測成績 93.5%的變異量。

針對研究的結果，對教練及選手在訓練時提出

下列建議：1.加強速耐力的訓練，減少在後段減速

期時的速度遞減。2. 針對優秀選手應該要再加強

0~50m、50~100m及 250~300m 之分段速度訓練，以

增加領先優勢。3. 針對一般選手應加強 100~150m、

200~250m及 150~200m之分段速度訓練，以提高成

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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