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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世界級女子 400 公尺跨欄選手之速度變化特徵。研究對象為 2009 年世界田徑錦標賽女子 400 公尺跨欄決賽之

8 名選手。藉由比賽官方網站所公佈之生物力學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獲得各欄間之速度、三個分段速度以及分段速度遞減率。本

研究結果發現，400 公尺跨欄之最大速度出現在第一欄至第二欄間，而第五欄至第十欄之各欄間速度與比賽成績達顯著負相關

(p<.05)。此外，中~後段速度遞減率大於前~中段速度遞減率。這結果顯示，400 公尺跨欄在第五欄過後的速度變化情形，為比賽之

勝負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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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400 公尺跨欄是一項技術複雜的田徑項目。選手在 400 公

尺全程跑過程中，還要跨越十個高 0.762 公尺的欄架，這

比 400 公尺賽跑的難度更大，技術要求更高。從人體運

動之能量供應系統來看，400 公尺跨欄的前 100 公尺階

段，是由磷化物系統(ATP-CP)供能，佔所消耗能量的比

率約 20%~25%左右，當磷化物系統達到最高輸出功率

後，轉為醣酵解系統(乳酸系統)供能，所佔比率約為

75%；而最後衝刺階段則由有氧供能系統介入，約占

5%~10%左右(秦永祥、劉超，2009)。因此，選手在比賽

中對於體能的分配，為影響比賽成績之重要關鍵因素。

體能分配的優劣與 400 公尺跑的速度變化有著密切關係

(秦永祥、劉超，2009)。

過去研究都藉由各欄架間之分段速度作為評估選手體能

分配的指標。而森丘保典等(2000)則提出另一種評估方

法，將 400 公尺跨欄劃分為三個分段(起跑至第五欄、第

五欄至第八欄、以及第八欄至終點)，以這三個分段速度

以及分段間之速度遞減率，來評估其體能分配情形，可

提供教練在擬定比賽戰術與選手體能分配的參考依據。

因此，本研究藉由此方法，來分析世界級女子 400 公尺

跨欄選手之速度變化特徵，將此分析方法與結果提供給

教練和選手參考。

貳、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為 2009 年世界田徑錦標賽女子 400 公尺跨欄決

賽之 8 名選手。比賽成績平均為 53.74±0.84 秒，第一名

成績為 52.42 秒，第八名為 55.04 秒。根據比賽官方網站

所公佈之生物力學數據，包括選手比賽成績及各欄間之

時間(IAAF, 2009)，藉由 Microsoft Excel 2003 軟體進行各

項參數計算與分析。首先，計算各欄間之平均速度(即欄

間之距離／時間)，並參考森丘保典等(2000)之研究方

法，將 400 公尺跨欄分成三個分段，分別為前段(從起跑

至第 5 欄，距離為 185m)、中段(第 5 欄至第 8 欄，距離

為 105m)、後段(第 8 欄至終點，距離為 110m)。進一步

計算各分段之時間及平均速度，再以各分段之平均速度

計算其速度遞減率，計算公式如下：

前段~中段速度遞減率=

﹝1-(中段速度÷前段速度)﹞×100

中段~後段速度遞減率=

﹝1-(後段速度÷中段速度)﹞×100

最後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分析各項參數與比賽成績之相

關情形，顯著水準訂為α=0.05。

參、結果與討論

表一為受試者比賽成績與各欄間速度資料。從各欄間速

度變化情形來看，最快的速度出現在第一欄至第二欄

間，其後各欄間速度逐漸下降，直到終點。特別在第七

至第九欄間，速度下降的幅度最大，多數選手皆有相同

的趨勢，只有三名選手在第十欄至終點階段之速度有些

微增加。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從第五欄至第十欄之各欄

間速度和比賽成績達顯著負相關(p<.05)。這表示在這段

期間之欄間速度愈快，其比賽成績愈好。

表二為三個分段速度及速度遞減率資料。表中顯示，三

個分段速度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中段與後段速度和比

賽成績達顯著負相關(p<.05)，顯示這兩分段的速度變化

影響比賽成績關係甚大。在分段速度遞減率方面，中~後

段速度遞減率比前~中段來的高。雖然，兩分段速度遞減

率和比賽成績未達顯著相關(p>.05)，但前~中段速度遞減



率的相關係數很接近臨界值，顯示選手若能有效地控制

前段加速能力，使得磷化物系統的供能時間延長，提昇

後半程乳酸代謝的能力，將減少中段以後速度下降的幅

度。

表一 比賽成績及各欄間速度 (N=8)

平均數 標準差 r 值

比賽成績(sec) 53.74 0.84

欄間速度(s)

起跑至第一欄 7.11 0.17 -0.351*

第一欄至第二欄 8.76 0.13 -0.626*

第二欄至第三欄 8.48 0.10 0.123*

第三欄至第四欄 8.19 0.13 -0.283*

第四欄至第五欄 7.95 0.18 -0.208*

第五欄至第六欄 7.66 0.19 -0.736*

第六欄至第七欄 7.41 0.21 -0.765*

第七欄至第八欄 7.24 0.19 -0.912*

第八欄至第九欄 6.88 0.24 -0.907*

第九欄至第十欄 6.62 0.21 -0.834*

第十欄至終點 6.60 0.26 -0.405*

*p<.05

表二 各分段速度及速度遞減率 (N=8)

平均數 標準差 r 值

分段速度(m/s)

前段速度 8.00 0.10 -0.447*

中段速度 7.41 0.19 -0.835*

後段速度 6.69 0.21 -0.773*

速度遞減率(%)

前段~中段 7.31 2.26 0.670*

中段~後段 9.69 2.67 0.082*

*p<.05

為說明分段速度和速度遞減率之應用，本研究以第一名

與第二名選手之數據進行分析。從表三顯示，兩位選手

成績相差 0.54 秒，第一名選手之前段速度略快於第二名

選手，但中段速度比第二名選手慢，在此分段第二名選

手正處於領先地位。然而，在後段(第 8 個欄以後)時，第

二名選手分段速度明顯下降，因而輸掉比賽。這結果從

分段速度遞減率也可看出，雖然第二名選手在前~中段速

度遞減率比第一名選手小，但中~後段卻出現相當高的速

度遞減率，表示該選手此分段速度下降幅度很大。這結

果顯示，選手可能在比賽策略的運用上錯誤或是體能不

足，而導致在中~後段有如此大的速度遞減率。

表三 前二名選手比賽成績、分段速度及速度遞減率

第一名 第二名

比賽成績(sec) 52.42 52.96

分段速度(m/s)

前段速度 8.05 8.03

中段速度 7.59 7.72

後段速度 7.05 6.74

速度遞減率(%)

前~中段 5.69 3.81

中~後段 7.18 12.64

*p<.05

肆、結論與建議

經本研究之分段速度分析後發現，400 公尺跨欄比賽之最

大速度出現在第一欄至第二欄間，到第五欄過後，速度

開始明顯的變化，特別是在第七至第九欄間，速度下降

的幅度最大。透過分段速度遞減率發現，各分段之速度

是相互影響的，選手若能有效控制前~中段速度，來延長

磷化物系統供能時間，將有利於表現出良好的乳酸代謝

能力，來減少後段速度之遞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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