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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三級跳遠之三跳時間，藉此來瞭解選手在三跳間施力的分配情形。研究對象包括 13 名男子和 14 名女子三級跳

遠選手。藉由數位攝影機在比賽期間進行拍攝選手從單腳跳之起跳腳著地瞬間至跳躍著地瞬間之動作，並使用 APAS 動作分析系統

來判讀三跳著地與起跳之時間點，進而獲得三跳各自支撐時間及飛程時間等資料。本研究結果發現，三跳支撐時間呈現逐漸增長的

趨勢，在飛程時間中以跳躍階段最長、其次則為單腳跳與跨步跳。其中，跨步跳與跳躍階段之支撐時間和三級跳遠距離達顯著負相

關 (p<.05)，而三跳之飛程時間和三級跳遠距離則呈現顯著正相關 (p<.05)。此外，在單腳跳、跨步跳與跳躍階段之時間佔三級跳遠

總時間之比率平均為 33.5%、26.2%、40.3%；然而，其時間分配比率和距離並未達顯著相關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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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三級跳遠是利用助跑時所產生的速度來完成連續三種不

同形式的跳躍動作，包括單腳跳(Hop)、跨步跳(Step) 及

跳躍(Jump)。由於選手必須在很高的速度下，完成這三

次連續跳的著地和起跳動作，其下肢將承受相當大的衝

擊力量。因此在這三跳中對於速度的控制、維持和合理

的分配，為影響三級跳遠距離之重要關鍵因素。

在評估選手三跳間施力的分配是否合理，一般都藉

由三跳距離佔比賽成績之百分比(稱為三跳比率)作為測

量的指標，而且這也是三級跳遠技術主要被考慮的因素

之一(Yu & Hay, 1996)。此外，也有學者提出另一種方

法，即利用三級跳遠過程所花費的時間與三跳時間之比

率來評估其分配情形，認為最適宜的三跳時間比率為

31%、31%、38% (郭元奇、浦軍，2002)，但此論點缺乏

實證性研究。因此，本研究利用比賽期間收集三級跳遠

選手之相關時間資料，分析其三跳時間與其分配比率，

藉此來瞭解選手在三跳間施力的分配情形，並將此分析

方法與結果提供教練參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 98 年全國暨台北縣青年盃田徑公開賽三

級跳遠比賽之 13 名男子和 14 名女子選手。在比賽場地

的看台上架設一台數位攝影機，拍攝選手從助跑最後一

步至身體落入沙坑的整個過程。本次比賽共拍攝選手

135 人次的試跳動作，去除選手試跳失敗與拍攝不完整

的影片後，本研究擷取選手 78 人次的試跳資料，以每位

選手試跳之最佳成績進行分析，其三級跳遠距離平均為

12.56±1.48 公尺，最大值為 15.04 公尺，最小值為 10.45

公尺。

本研究分析選手從單腳跳之起跳腳著地瞬間至跳躍之著

地瞬間（為身體接觸沙坑瞬間）動作，藉由 APAS 動作

分析系統中 Trimmer 的功能，來判讀三跳之起跳腳著地

瞬間(為起跳腳接觸地面的第一張影片)與離地瞬間(為起

跳腳接觸地面的最後一張影片)之時間點。已知攝影機拍

攝速度為 60Hz，則每張影片的時間間隔為 0.0167 秒，

透過此時間來計算三跳各自支撐時間(起跳腳從著地瞬

間至離地瞬間所花費的時間)與飛程時間(起跳腳從離地

瞬間到下一跳起跳腳著地瞬間所花費的時間，而跳躍階

段的飛程時間則為跳躍的起跳腳離地瞬間至身體落入沙

坑瞬間所花費的時間)，再利用上述資料，進一步計算各

跳之時間(各跳的支撐時間加上飛程時間)以及三級跳遠

的總時間等參數。最後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分析各項參

數與三級跳遠距離之相關情形，顯著水準訂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表一為三級跳遠的各項時間參數資料。本研究發現三級

跳遠過程中，三跳支撐時間呈現逐漸增長的趨勢，其中

單腳跳與跨步跳階段之支撐時間和三級跳遠距離達顯著

負相關(p<.05)。這表示支撐時間越短，其三級跳遠距離

越遠。過去研究發現，在三跳的支撐階段，人體所承受

之垂直力量分別為體重的 11.3 倍、15.2 倍及 12.9 倍

(Perttunen 等, 2000)。使得起跳腿承受(克服)相當大的負

荷，造成支撐時間逐漸增長，而三跳之水平速度則持續

下降。為了減少水平速度的損失，在支撐階段，應減少

前段(亦稱煞車階段 Braking phase)的支撐時間，讓身體

重心能夠快速轉移向前，來降低著地時的衝擊力量。在



飛程時間方面，以跳躍階段最長，其次為單腳跳與跨步

跳，這三跳飛程時間和三級跳遠距離達顯著正相關

(p<.05)。從拋射體原理得知，拋射體飛程時間的增加，

可藉由拋射體垂直速度增加或是增加拋射時的高度來獲

得。由於跳躍階段為三級跳遠的最後一跳，選手將利用

剩餘的水平速度，並產生盡可能大的垂直速度，來增加

起跳初速度與角度，進而獲得較大的跳躍距離。因此，

跳躍階段的飛程時間與支撐時間就比另外兩跳長。

表一 三級跳遠之三跳支撐時間、飛程時間與總時間

平均數 標準差 r 值

支撐時間 (sec)

單腳跳 0.127 0.011 -0.526*

跨步跳 0.153 0.016 -0.470*

跳躍 0.169 0.015 0.073*

飛程時間 (sec)

單腳跳 0.499 0.052 0.636*

跨步跳 0.335 0.051 0.606*

跳躍 0.601 0.051 0.735*

單腳跳時間 (sec) 0.626 0.048 0.566*

佔總時間百分比(%) 33.2 1.5 -0.081*

跨步跳時間 (sec) 0.488 0.046 0.499*

佔總時間百分比(%) 25.9 1.7 0.002*

跳躍時間 (sec) 0.769 0.052 0.734*

佔總時間百分比(%) 40.9 1.5 0.078*

三級跳遠總時間 (sec) 1.883 0.115 0.771*

N=27, * p<.05

圖一為全體受試者三級跳遠總時間和距離之關係，

兩者達顯著正相關(p<.05)，這表示三級跳遠的總時間越

長，三級跳遠距離越遠。其單腳跳、跨步跳與跳躍階段

之時間佔三級跳遠總時間之比率平均為 33.2%、25.9%、

40.9%，此結果和郭元奇等(2002)所提出的比率有很大差

異。由於該文獻未提出佐證資料，此比率大小可能由作

者自己所推測的。而本研究測量選手在真實比賽的表

現，其結果可瞭解選手三跳時間的分配比率，以跳躍階

段所佔的比率最大，而跨步跳階段最小。過去研究發現

在單腳跳、跨步跳與跳躍距離佔三級跳遠距離之比率為

36.1%、29.4%、34.5% (Bruggemann 等,1999)，也與本研

究結果不同。在三跳距離之比率上，以單腳跳階段最大，

即單腳跳距離大於跳躍距離。但由於單腳跳起跳垂直速

度明顯小於跳躍階段(Bruggemann 等, 1999)，使得飛程時

間較跳躍階段短，在加上支撐時間也是三跳中最短的，

造成單腳跳之時間比跳躍時間短。因此，使得這兩種分

配比率會有所不同。

肆、結論與建議

三級跳遠選手對於三跳間施力的分配是否合理，是影響

三級跳遠距離之重要關鍵。在三級跳遠過程中，單腳跳、

跨步跳與跳躍之支撐時間呈現持續的增加。三跳時間之

分配比率上，則以跳躍階段所佔的比率最大，而跨步跳

階段最小。是否有最適當的三跳時間比率或選手各自的

最佳化比率，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

圖一 總時間與距離之關係(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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