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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透过运动学的分析模式比较鞍马两种俄罗斯回旋 720°移三部位动作技术的差异。方法：以两部高速

摄影机 (JVC-9800；60Hz) 来纪录 3 位男子竞技体操选手的动作表现，以 APAS 运动影像系统进行分析，并

运用 MRI 法建立之男子竞技体操个人化人体肢段参数，减少实验结果的误差。实验所得数据以 t-test 进行检

验。结果：一、完成两种动作过程中肩关节的表现上趋于一致，式二动作的肩关节角度皆大于式一动作；二、

式二动作在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高度等皆高于式一动作。三、式一动作在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合速

度等皆大于式二动作。四、式二动作的实施时间多于式一动作。结论：透过本研究分析后得知，式二动作在

实施动作过程中右肩关节的移动范围过大，对动作的稳定性会造成影响，亦较不利于选手对动作的控制。由

于鞍马动作在实施过程中相当容易失误，因此稳定性是鞍马专项训练的重点所在，并建议选手应选择式一动

作来从事训练较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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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绪论 

一、问题背景 

运动生物力学在竞技体操现阶段的研究上以单杠

及跳马两个项目为最多 (Prassas,Kwon,Sands，2006) ，

相较之下鞍马的文献资料较少。现阶段鞍马研究的方

向是以探讨基本动作并腿全旋为主，如 Baudry,Leroy

＆Chollet (2003) 针对三种不同水平（优秀、次优及一

般）共 22 位选手在鞍马上完成并腿全旋的表现进行分

析，研究参数着重在各阶段肩关节角度、手臂支撑时

间及髋关节曲屈幅度的表现，结果中显示优秀选手单

手支撑的时间较长，而髋关节较为伸展。而

Baudry,Leroy＆Chollet 等人 (2006) 将十六位选手分

为实验组及控制组，针对鞍马并腿全旋地表现进行分

析，研究内容中显示实验组透过影片实时回馈地训练

方 式 能 有 效 提 升 髋 关 节 角 度 的 伸 展 。

Grassi,Turci,Shirai,Lovecchio,Sforza＆Ferraio (2005) ；

Tasi (2007) ；蔡亨、艾建宏与洪欣正（2006）等的研

究中皆探讨初级选手在短木马上实施并腿全旋的表

现，并以髋关节角度、踝关节高度及重心速度为主要

研究标的，在研究内容中显示踝关节高度及重心速度

的稳定与否对并腿全旋的表现有较大的影响。蔡亨

（2007）及蔡亨（2008）则是透过裁判评分的内容（圆：

运动轨迹；大：躯干幅度；轻：踝关节速度；稳：重

心稳定；美：姿势缺失）来检视并腿全旋在运动学上

地表现。另外 Prassas,Ariel, Ostrarello & Tsarouchas 

(2006) 则针对汤马斯全旋来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中显

示在地板及鞍马器械上实施汤马斯全旋的动作特征趋

于相似（肩、髋关节角度及重心速度）。经由详阅上述

文献内容并汇整出相关鞍马动作的分析着重于肩、髋

关节角度、踝关节及重心的高度及速度、而手臂支撑

的时间亦是探讨的参数之一。目前透过运动生物力学

分析后对鞍马基本动作并腿全旋已有更进一步的了

解，但是在高难度动作的研究上仅有一篇研究报告（陈

光辉与何维华，2006），由此可知，鞍马各种高难度动

作相当值得深入探讨。 

本研究鞍馬俄羅斯迴旋 720°移三部位動作在 2009

年版國際男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中被評定為 E 級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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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協會，2009），經由規則定義此一動作必須在完

成俄式迴旋 720゜的過程中同時雙手轉換在鞍馬上支

撐三個位置（並未支撐到馬鞍）。该动作由 Wu Guonlan

（吴国良）选手首先实施完成，故此一动作以 Wu 

Guonlan 命名（如图一，本研究中称为式一）。研究者

透过观看近几年国际重要赛会现场比赛录像带后得

知，有相当多选手在鞍马项目中实施此一动作，更进

一步发现，许多选手在实施此一动作时其双手支撑的

位置已有所变化，选手藉由运用支撑马鞍部位来完成

此一动作（如图二，本研究中称为式二）。虽然选手完

成两个动作的流程相似，但是因手部支撑位置的改变

导致动作技术产生变化的差异至今尚未得知。竞技体

操近年来随着器械材质的改良、辅助器械的发明、基

本动作训练更加全面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各单项高难

度动作技术不断产生迁移转变的现象（朱光辉，1997；

任洪林，1988；吴连荣、马琳琳，1998；薄云霄、孙

宝财，1981）。根据尹锡南（1984）的研究内容中显示，

由于鞍马项目的特性在许多动作的技术表现上相当雷

同，动作相互之间常会出现技术水平迁移的现象，此

一研究结果与叶宪清（2003）的观点相似。虽然鞍马

动作的技术较为相似，但是藉由运动生物力学仪器分

析进一步了解各动作之间细微的差异性，并运用在专

项训练上的研究至今仍相当缺乏。因此，本研究针对

式一、二动作来进行分析，探讨的重点在于比较两种

动作实施过程中相关运动学参数差异及技术特性的同

异之处，期望透过本研究分析后对鞍马二种俄罗斯回

旋 720°移三部位动作技术的差异性能有更深一层的

认知，研究内容可作为选手选择学习本研究动作前的

参考依据，有助于选手早日完成动作训练并将其运用

在比赛上。 

 

 

图一、式一动作流程连续图 
 

 
图二、式二动作流程连续图

  

注：第一阶段：由右手第一次离开器械瞬间再经由支撑器械后其左手第一次离开器械瞬间之时间。 

第二阶段：由左手第一次离开器械瞬间再经由支撑器械后其右手第二次离开器械瞬间之时间。 

第三阶段：由右手第二次离开器械瞬间再经由支撑器械后其左手第二次离开器械瞬间之时间。 

第四阶段：由左手第二次离开器械瞬间至左手第二次支撑器械瞬间之时间。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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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透过上述针对鞍马动作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后得

知，在运动学参数中以关节角度、高度、速度及手臂

支撑时间等对鞍马动作的影响较大，故本研究针对鞍

马二种俄罗斯回旋 720°移三部位动作进行比较分析

如下: 

1.实施动作过程中肩、髋关节角度的差异。 

2.实施动作过程中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高度的差

异。 

3.实施动作过程中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合速度的

差异。 

4.各阶段动作时间及手臂支撑时间的差异。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曾荣获大专体操锦标赛鞍马项目前

三名的选手三位，受试者背景资料（如表一）。实验地

点为国立体育大学体操馆，采用两台 JVC 数字式高速

摄影机(60Hz) 。本研究实验过程三位选手皆需完成鞍

马两种俄罗斯回旋 720°移三部位动作，于实验进行

同时聘请四位通过国际男子竞技体操裁判人员进行评

比，仅针对三位受试者完成二个动作中各选取最佳的

一次动作表现来进行分析（实施扣分不超过 0.1 分，

小错），本研究拍摄过程中实施动作次数如下，受试者

A：typeⅠ三次，typeⅡ二次；受试者 B：typeⅠ二次，

typeⅡ四次；受试者 C：typeⅠ四次，typeⅡ四次。 

运用 Ariel Performance Analysis System (APAS) 

运动影像分析软件进行影像修剪 (trim) ，在数字化 

(digitization) 过 程 中 设 定 19 个 身 体 关 节 点 

(landmarks) ：左右脚脚尖、左右脚踝关节、左右脚膝

关节、左右髋关节、左右肩关节、左右手肘关节、左

右手腕关节、左右手、头、颈及会阴处。将人体模型

简化为 14 个刚体肢段 (rigid body) ，分别是：1.右足

2.右小腿3.右大腿 4.左足5.左小腿6.左大腿 7.右上臂.8.

右前臂 9.右手 10.左上臂 11.左前臂 12.左手 13.躯干 14.

头＋颈环节。并配合 MRI 法针对台湾男子竞技体操萧

才智选手进行人体肢段扫瞄及运用程序计算后获得各

个肢段重量百分比与重心位置百分比之人体肢段参数

资料 (Ho,Shiang,Lee，2003，如表二) ，将其输入在

APAS 运动影像分析软件数字化过程中 (digital) 减少

实验数据的误差。完成全部影片点取再经由直接线性

转换 (DLT) ，DLT 处理后之影片原始资料 (raw data) 

透过 APAS 提供的 Cubic 程序进行数字化数据平滑处

理 (smooth) ，得到本实验所需之运动学数据。完成

各项数据处理后，利用 SPSS for Windows 14.0 版套装

统计软件，以相依样本 t 检定 (t-test) 进行分析，检验

受试者完成二种动作表现上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

研究显著水平值定为 α=.05。 

 

表一、受试者基本数据 

 

表二、男子竞技体操萧才智选手身体肢段参数一览表 

肢段 头 躯干 上臂 前臂 手掌 大腿 小腿 脚掌

占全身重量的百分比% 7.43 43.60 7.78 3.32 1.49 24.37 8.98 3.06

肢段重心至近端的 

长度百分比% 
46.72 42.15 47.39 42.05 31.81 49.33 41.78 38.63

 

参、结果与讨论 

一、肩、髋关节角度的差异 

经由表三中显示，三位受试者完成两种动作过程

中（式一、式二）在右、左肩关节角度的表现上皆达

到显著差异 (p＜.05) ；髋关节角度方面受试者 B、C

亦达到显著差异 (p＜.05) 。完成两种动作过程中三位

受试者在肩关节的表现上趋于一致，式二动作的肩关

节角度皆大于式一动作。 

 

表三、右、左肩关节及髋关节角度比较摘要表 

右肩关节 左肩关节 髋关节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式一 22.69 4.22 -7.311* 29.93 6.49 -2.196* 164.36 11.25  .778 受试者

A 式二 28.83 6.65 31.19 8.33  163.75 5.99

式一 23.76 3.62 -5.519* 30.50 7.71 -2.373* 162.01 13.78 -3.234*受试者

B 式二 29.17 7.83 32.39 7.88  164.93 6.75

式一 25.02 3.73 -4.664* 29.84 7.14 -5.083* 167.39 9.66 2.788*受试者

C 式二 28.85 6.02 32.91 8.08  166.03 7.87

 *：p＜.05，单位：度 

 

二、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高度的差异     

透过表四中得知，三位受试者完成两种鞍马俄罗

 

 年龄 运动年龄（年） 身高（cm） 体重（kg） 鞍马项目最佳运动成绩 

受试者 A 24 15 172 67.4 
2004年大专体操锦标赛鞍马

第二名 

受试者 B 23 13 168 60.4 
2005年大专体操锦标赛鞍马

第一名 

受试者 C 22 13 166 62.3 
2005年大专体操锦标赛鞍马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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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右、左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高度比较摘要表 

右肩关节 左肩关节 身体重心 脚尖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式一 143.78 1.84 -27.55* 143.54 1.83 -6.82* 133.54 1.02 -30.84* 98.75 2.72 -10.94* 受试者

A 式二 154.09 2.49  145.32 4.14  141.37 2.33  102.37 2.88  

式一 143.05 1.48 -22.16* 143.34 1.93 -6.50* 133.39 1.41 -32.59* 97.81 3.32 -24.63* 受试者

B 式二 155.67 4.24  145.37 4.14  141.07 1.82  104.95 1.74  

式一 143.21 1.62 -22.26* 142.94 1.86 -9.62* 132.66 1.47 -30.69* 99.49 2.43 -24.92* 受试者

C 式二 153.79 3.75  145.37 4.04  143.27 2.34  105.10 1.71  

*：p＜.05，单位：公分 

 

表五、右、左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合速度比较摘要表 

右肩关节 左肩关节 身体重心 脚尖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t 值 

式一 222.91 22.41 13.20* 209.27 26.07 9.84* 45.55 5.60 14.96* 561.43 83.42 1.16 受试者 

A  式二 195.19 20.53  188.02 26.51  38.60 6.97  552.87 101.90  

式一 207.78 20.76 10.47* 218.70 25.55 19.42* 49.20 5.35 27.28* 609.97 107.65 2.50* 受试者 

B  式二 184.09 23.90  186.78 23.97  36.71 5.03  572.03 90.55  

式一 195.04 18.10 3.65* 198.09 23.43 13.51* 45.02 5.62 15.09* 561.54 98.76 .290 受试者 

C  式二 189.26 22.01  185.34 26.83  38.88 6.25  559.40 92.83  

*：p＜.05，单位：公分/秒 

 

表六、各阶段动作时间一览表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全部时间 单臂支撑 双臂支撑

式一 0.46 0.50 0.58 0.31 1.85 1.08 0.77 受试者 

A 式二 0.49 0.44 0.66 0.34 1.93 1.09 0.84 

式一 0.46 0.45 0.56 0.28 1.75 1.04 0.71 受试者 

B 式二 0.49 0.44 0.65 0.38 1.96 1.12 0.84 

式一 0.46 0.50 0.53 0.28 1.77 1.02 0.75 受试者 

C 式二 0.49 0.44 0.63 0.37 1.93 1.05 0.88 

单位：秒 

 

斯回旋 720°移三部位动作（式一、式二），两种动作

在右肩、左肩、身体重心及脚尖高度等部份，皆达到

显著差异 (p＜.05) 。式二动作在右肩、左肩、身体重

心及脚尖高度等皆高于式一动作。 

 

三、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合速度的差异 

经由表五中显示，三位受试者完成两种动作（式

一、式二）在右肩、左肩及身体重心速度等部份的表

现皆达到显著差异 (p＜.05) 。而两种动作在脚尖速度

方面的表现仅受试者 B 达到显著差异 (p＜.05) 。而

式一动作在右肩、左肩、身体重心及脚尖合速度等皆

大于式二动作。 

 

四、各位置动作时间及手臂支撑时间的差异 

基于本研究两种动作的技术相近，为便于进一步

探讨因此将动作实施过程皆细分为四个阶段（如图一、

二）。经由表六中得知，三位受试者完成两个动作的时

间有其规律性，式二动作在第一、二及三阶段的时间

皆多式一动作，式一动作仅在完成第二阶段时间上较

长于式二动作。三位受试者实施式二动作的时间分别

为：1.93、1.96 及 1.93 秒皆多于式一动作的时间：1.85、

1.75 及 1.77 秒。在手臂支撑时间部份，三位受试者完

成动作过程中单臂支撑鞍马时间皆多于双臂支撑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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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肆、结论与建议 

一、肩、髋关节角度的差异 

    经由图三中了解到，受试者完成二种动作过程中

右肩关节的表现有较大的差异。透过图二中得知，实

施式二动作时右手支撑必须从马背转移至马鞍上，出

现由低点往高点支撑的运动型态，因右手必需向上移

动支撑马鞍，此一动作导致上臂与躯干间的角度明显

增加。受试者实施二种动作过程中左手支撑位置相同

皆在马背的位置上，而左肩关节角度的表现则趋于相

近。根据 Baudry 等 (2003) 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等级

选手（优秀、次优及一般）实施并腿全旋在俯撑位置

肩关节平均角度分别为 27.9∘、27.2∘、28.9∘三者间

的表现无差异。而蔡亨（2008）以十三位受试者在三

种辅助器械上实施并腿全旋进行分析指出左右肩关节

角度介于 25.5∘～29.5∘之间无达到显著差异。上述

文献结果显示无论是不同等级选手或在不同器械上实

施鞍马基本动作并腿全旋时肩关节的表现皆为相似。

但是在陈光辉与何维华（2006）的研究中显示，三次

成功完成单手支撑仰转 360∘动作时在单手支撑阶段

肩关节角度维持 37.3∘～29.5∘，而本研究式一动作

的右、左肩关节角度平均分别为 23.82∘、30.82∘，

上述两个动作在肩关节角度的变化上皆大于并腿全

旋。实施并腿全旋的动作表现与高难度动作相较之下

肩关节的移位较为固定及容易控制，而高难度动作肩

关节的移位除了要配合动作流程作转换亦需有效控制

身体躯干的旋转，因此肩关节角度变化的幅度较大且

不易控制。根据孙亦光、潘尼根(2001)及陆恩淳（1984）

研究的观点指出，鞍马项目最大的特点在于肩关节的

紧缩、移动与转换，动作进行中如果无法有效的控制，

会导致支撑重心不易稳定，极易发生失败的现象。再

经由图三中显示，实施式二动作过程中右肩关节活动

的幅度较式一动作大，基于此一技术特性式二动作在

肩关节的控制上应较式一动作来的更为困难。 

    经由表三中得知，受试者 B、C 完成式一、

二动作时髋关节角度达到显著差异 (p＜.05) ，透过图

五中发现最大的差异出现在第一阶段（0.46 秒）式一

动作髋关节角度过度屈曲所致，因为第一阶段之后式

一、二动作的髋关节角度皆维持在 150∘～170∘之

间。蔡亨（2008）指出受试者在三种辅助器械上实施

并腿全旋的髋关节角度介于 151.4∘～158.8∘，而

Grassi 等人 (2005) 研究结果显示髋关节角度维持在

146∘～153∘，上述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内容有所差

异，由于并腿全旋的支撑包含俯撑及仰撑，而本研究

动作运用俯撑方式完成不同于并腿全旋动作，两者差

异性主要在于动作型态不同所导致，而髋关节角度出

现较大差异。Baudry 等人 (2003) 则将并腿全旋分为

四个阶段（如图六所示），研究内容中显示优秀、次优

及一般选手在俯撑阶段的髋关节角度较小介于 138.42

∘～152.23∘，本研究中三位受试者皆运用俯撑方式

完成式一、二动作髋关节角度则介于 162.01∘～

167.39∘，大于上述研究结果。两篇研究内容在俯撑

阶段髋关节角度上的差异可能在于受试者专项能力不

同所导致，Baudry 等人的受试者年龄较小 14.8～17.0

岁，专项训练皆超过 6 年参加过全国性竞赛；本研究

三位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 23.6 岁，专项训练的平均时

间超过 14 年，同时在鞍马项目中皆有优异的成绩表现

（大专体操锦标赛鞍马项目前三名），所以本研究中髋

关节角度有较佳表现是能理解的。 

二、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高度的差异 

    经由图七中得知，受试者完成二种动作过程中右

肩关节高度出现较大差异。透过图二显示，受试者实

施式二动作时其右手要依序支撑两个马鞍来完成，由

于支撑马鞍导致其右肩关节高度明显高于式一动作

（支撑马体）。在左肩关节高度部份，式一动作较为平

稳，而式二动作则明显呈现二个高峰，透过观看拍摄

影片后得知，出现二个高峰的原因在于受试者完成式

二动作时必需运用右手支撑马鞍，因此左手在离开马

体全旋进行转移的过程中随着右手支撑马鞍而增加左

肩关节高度，但是当左手回复支撑马体时其高度于式

一动作相近，透过图七、八中得知，式二动作过程中

肩关节高度的起伏变化明显大于式一动作。在陆恩淳

（1984）的研究中指出，鞍马项目最大特点在于肩关

节的移动与转换，动作进行中如果无法有效的控制，

会导致支撑重心不易稳定，极易发生失败的现象。而

孙亦光与潘尼根（2001）针对鞍马动作的力学原理进

行分析后指出，鞍马动作的特点是支撑臂必须固定肩

关节转轴位置（高度及移动范围）。Grassi 等 (2005) 则

认为要稳定完成鞍马动作，其肩关节移动的范围不宜

过大。经由上述研究文献中了解到实施鞍马动作时肩

关节稳定与否对动作成败有关键的影响，在本研究中

式二动作的肩关节转换幅度较大，因此，在从事训练

时肩关节位移的控制需特别谨慎。 

由图九中了解到，两种动作的身体重心高度在初

期较为接近，当受试者实施式二动作过程中右手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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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体进行支撑马鞍时其重心高度明显提升，而动作进

行至中后阶段时身体重心高度依旧能维持平稳的状

态，使动作顺利完成。在完成式一动作过程中其身体

重心高度曲线趋于平顺。根据潭汝生与冯张昌（1985） 

 

图三、右肩关节角度比较图                   图四、左肩关节角度比较图 

 

 

  

 

 

                                

图五、髋关节角度比较图                    图六、鞍马全旋各阶段示意图（引用自：蔡亨，2008） 

 

  

 

 

 

 

 

 

 

 

图七、右肩关节高度比较图                   图八、左肩关节高度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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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身体重心高度比较图                    图十、脚尖高度比较图 

 

图十一、右肩关节速度比较图                   图十二、左肩关节速度比较图 

 

图十三、身体重心速度比较图                  图十四、脚尖速度比较图 

 

指出，鞍马动作除了在换手阶段时，身体重心因左右

手离鞍而略有上下移动的现象，但必需依旧维持平稳

的运动轨迹，否则动作容易产生失误。陈光辉等人

（2006）针对鞍马单手支撑仰转 360°动作进行分析

后指出，完成鞍马动作的首要重点在于维持身体重心

轨迹在一定的高度。实施本研究式二动作过程中，重

心高度随着右手支撑马鞍有明显提升，但是动作进行

至中后阶段时身体重心高度并没有出现滑落而呈现上

下起伏，重心轨迹则维持平稳使动作得以顺利完成，

式二动作在中后阶段的表现与上述研究内容较为相

符。蔡亨（2007）以并腿全旋动作为研究标的，内容

中显示可藉由踝关节高度的表现来评估全旋的稳定

性，并指出以裁判评分观点认为优质的全旋，在踝关

节部分必须维持一个稳定的高度。透过图十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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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式一动作过程中脚尖高度出现二个高峰，经由观

看拍摄影片后得知，当式一动作进行至双手支撑马体

中间部位时，由于鞍马器械左右两侧较长，受试者运

用提升脚尖高度来避免脚掌撞击马体左右两侧，因此

脚尖会出现上扬的现象。而完成式二动作过程中基于

右手需支撑马鞍，重心及脚尖皆能维持在较高位置，

轨迹亦较为稳定。透过图十中得知，式一动作的脚尖

高度较低，过程中并出现二个高峰，所以对动作稳定

性必会产生不良影响。基于本研究式一动作的技术特

性，动作进行至双手支撑马体中间部位时，为避免脚

掌撞击马体两侧，故必须提升脚尖的高度，使动作得

以顺利进行。 

三、右、左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合速度的差异 

经由图十一、十二中得知，受试者实施二种动作 

过程中右、左肩关节速度皆出现二个高峰。透过观察

拍摄影片后了解到，二个动作过程中右、左手分别各

离开鞍马器械二次，在鞍马动作进行中肩关节必需充

分配合双手来进行转移，方能维持身体重心的平衡使

动作顺利完成。因此右、左手每一次离开鞍马器械时

其肩关节亦必需跟着移动，导致在此一时间上右、左

肩关节速度迅速提升。根据陈光辉等人（2006）的研

究结果中得知，选手开始实施鞍马动作时，其肩关节

速度亦呈现增加的现象，其结果与本研究内容相似。 

鞍马动作需透过两手臂与肩关节支撑鞍马沿水平

轴作转移，经由上述研究结果得知，支撑手与肩关节

每次离开鞍马进行转移时，其肩关节速度皆会有所提

升。透过图十三、十四了解到，受试者的身体重心及

脚尖速度皆出现四个高峰，其时间点与左、右肩关节

各二次移动的时间点相吻合。由此可知，肩关节随着

离手速度的提升而身体重心及脚尖速度亦会出现增加

的现象。根据蔡亨（2007）指出，小香菇及短木马全

旋的身体重心及踝关节速度分别为：39.0、516.2；35.7、

498.0(cm/s)。本研究动作的身体重心速度与上述研究

结果相近，但是脚尖速度则较快。由图十三、十四中

得知，受试者的身体重心及脚尖速度皆出现四个高峰，

但高低峰之间的转换相当规律性（二个动作皆相同）。

陆恩淳（1984）认为速度的控制对鞍马动作特别重要，

虽然选手及各动作之间有其差异性，但是规律及稳定

的速度是完成动作的必备条件之一，而本研究动作的

表现与上述文献相符合。基于本研究二种动作的实施

流程相似，由研究中发现在动作过程中身体重心及脚

尖速度的表现上亦呈现相近的现象。 

四、各位置动作时间及手臂支撑时间的差异 

    吴连荣、马琳琳（1998）表示鞍马动作稳定性与

手臂支撑时间长短有关，双臂支撑的时间久有较佳的

全旋表现。透过表七中发现，三位受试者完成本研究

动作单、双臂支撑时间百分比与 Baudry 等人 (2003) 

的研究有较大差异。Baudry 等人针对鞍马并腿全旋进

行分析后指出，并腿全旋细分为四个阶段（绕进及绕

出：单臂支撑；仰撑及俯撑：双臂支撑，如图六所示），

一次并腿全旋的时间为 0.97 秒，单臂支撑的时间为

0.75 秒多于双臂支撑 0.22 秒，两者的时间分别占 78

％及 22％。由于本研究动作过程皆运用俯撑完成，基

于动作技术不同于一般并腿全旋（缺少绕进及绕出），

故其单、双手臂支撑时间亦有所差异。蔡亨（2007）

针对并腿全旋进行分析在研究中显示，完成短木马与

小香菇一次并腿全旋的时间趋于一致，其单、双手臂

支撑时间百分比如表七所示，其研究结果与本研究受

试者在鞍马器械上实施式一、二动作的表现较为相近，

但是与 Baudry 等人相较之下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在

鞍马、短木马及小香菇等器械上实施并腿全旋动作的

流程相同，但是短木马及小香菇支撑时手掌是平面延

伸，在鞍马上需支撑马鞍故其手掌呈现弯曲状（握鞍），

是否因为器械构造及支撑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并腿全

旋实施过程中技术出现差异，基于此一问题目前尚未

发现相关的研究文献，因此动作差异的原因尚无法得

知。 

 

表七、完成鞍马动作手臂支撑时间百分比一览表 

 受试者 A 受试者 B 受试者 C Baudry 蔡  亨 

 式一 式二 式一 式二 式一 式二 鞍马 
短 

木马 

小 

香菇

单臂支撑

时间(％)
58.45 56.33 59.65 57.02 57.65 54.37 77.32 54.16 57.29

双臂支撑

时间(％)
41.55 43.67 40.35 42.98 42.35 45.63 22.68 45.84 42.71

 

综合上述分析后得知，虽然本研究式一、二动作

的流程相似仅右手支撑位置不同，但是透过本研究分

析后得知两种动作在实施过程中，在肩、髋关节角度；

肩关节、身体重心及脚尖的高度与速度；及动作时间

等运动生物力学参数上皆达到显著差异。研究者从专 

项训练角度来探讨本研究二种动作技术特性的差异而

言，基于式二动作在实施动作过程中右肩关节的移动

范围过大，对动作的稳定性会造成影响，亦较不利于

选手对动作的控制。由于鞍马动作在实施过程中相当

容易失误，因此稳定性是鞍马专项训练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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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者建议选手应选择式一动作来从事训练较为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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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rough kinematics analysis,  two types of 
3/3 travel in Russian type wendeswing with 720∘turning in pommel horse. Method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two JVC-9800 digital video cameras (60 Hz). The kinematic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Ariel Performance Analysis System. Moreover, the individual human body segment 
parameters were established by the MRI method to minimize discrepancies during the test. The 
t-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data.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 < .05. Results: A. Shoulder 
movements in the two types of skills were similar, but the shoulder angle shown in type Ⅱ was 
always larger than in type Ⅰ; B. The locations of the shoulders, body center of gravity, and toes 
were higher in type II than in type I. C. The resultant velocity in the shoulders, the body center of 
gravity and the toe were greater in type I than in type Ⅱ. D. The movement execution time in type 
II was longer than in type Ⅰ.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displacement of right shoulder 
in type II is too large to keep the movement stable and in control. As it is easy to make mistakes in 
pommel horse movement, the focus of pommel horse special training should be on stabil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raining with type I is more advantageous for gymn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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