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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花式撞球基本技术-定杆、推杆、拉杆在击球期之出杆控制模式、上肢钟摆式运动与下肢运动特征。

方法：研究对象为一位 2005 世界花式撞球锦标赛冠军选手，资料拍摄于同年 11 月，以 Motion Analysis 3D 动

作撷取系统(Eagle 系列摄影机七台，拍摄频率为 60Hz)拍摄三种基本技术之动作各十次。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比

较三种技术在各部位之位移量、平均速度、关节角度与平均角速度之差异，再以 Tukey 法进行事后比较，显

著水平α=.01。结果：出杆速度以拉杆最快、定杆次之、推杆最慢，上肢部位运动学参数有随出杆速度增快(拉

杆>定杆>推杆)而增大的趋势，而下肢的运动范围小且移动速度慢。结论：出杆控制模式主要固定出杆距离控

制不同出杆速度的策略击球，动作差异性的趋势有随出杆速度有相同趋势(拉杆>定杆>推杆)，推测出杆速度

可能是造成动作差异的主因。三种基本技术之上肢动作主要是随出杆速度增加而增加运动范围，且推杆仅利

用下臂摆动与手腕加速，上臂相较于拉、定杆较为固定，推杆技术较相似于钟摆式运动；定杆和拉杆除下臂

摆动与手腕加速外，上臂的摆动也参与加速度的角色，两者肩部加速行为不同。三种技术下肢部位整体而言

皆运动范围小且移度速度慢，主要属于稳固上半身运动的角色，而拉杆与定杆可能因随球动作在髋和膝部的

控制仍有较相似的动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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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绪论 

花式撞球运动是台湾活跃国际的主要项目(王克

武、赖姗姗，2001；郭聪智，2002)，撞球运动相较于

其它运动，对于身材体型的限制较小，没有时空的限

制，非常适合国家发展(郭聪智，2002；赵丰邦、张明

雄，2002)。挥杆试瞄(warm-up stroke)与出杆 (final 

stroke)要领是大臂不动，以弯曲的手肘为轴心，手腕

像钟摆一样的前后摆动，如图一，钟摆式的运动好处

是可以避免过多前臂的旋前与腕部屈曲 (Capelle, 

1995)。肩膀与手肘或手腕都不可用力，要在轻松的状

态下摆动(栎敬介，1993；吴保兴，1995；张贵敏等人，

1999；林申勇，1999；马丁、瑞福，2000; 西尾佑，

2001、赤垣昭，2003)，Kanov and Stauch(2008)并建议

只让小臂运动除了小臂的摆动其它部位不动，因为身

体任何部位的移动将造成不易打击到原本的瞄准点，

尤其头部移动将破坏出杆的准确度，小林伸明(1990)

也认为出杆时肩到手肘尽可能不要动，而撞击后脸仍

不宜动(赵丰邦，1998；张贵敏等人，1999)，马丁、

瑞福(2000)强调出杆是最为深奥也是撞球技巧的关键

所在，出杆前最忌一剎那使劲，出杆必须平稳顺畅，

勿有回拉的动作，击球后保持原来姿势将提高击球稳

定度(梅明圣、古翔云、张钧淯，2007；张威尔、江志

忠、张智琁、陈宜君，2007)。但是赵丰邦、张明雄(2002)

认为花式撞球是上臂自然摆动，上臂不动为司诺克撞

球的基本动作，Byrne(1998)也指出肘部除了在进行长

推杆会有落下的动作外，也是固定不动，Capelle(1995)

认为各种技术手肘会自然落下使杆子笔直地前进，尤

其是拉杆，但 Kanov and Stauch(2008)认为在跟随期

(Follow through)肘部的自然地落下动作；当肘部自然

地落下后，再利用腕部的运动将增加打击的力量

(Capelle, 1995; 赵丰邦，1998)。身体上肢各部位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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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各说法不一，而影响击球结果的动作最主要是

击球期，上肢部位是否有不同于技术书籍的动作模式

尚未有量化的证据，故值得进一步探讨。 
 

 

                   

 

 

 

 

 

 

 

图一、钟摆式运动示意图 

 

站姿的要点(Capelle,1995)为：(1)握杆手臂可自由

的摆动、(2)平衡、(3)提供一个坚固的基底(4)提供瞄准

的精准性(5)舒服-不会感到紧绷,抽筋(6)让杆子水平且

笔直。马丁、瑞福(2000)说明站姿的要点是稳定重心，

使肌肉放松专注于瞄准，并建议可采取较轻松的＂前

弓后箭＂站法，也可以采前箭后弓或两脚都是打直或

弯曲。(赵丰邦、张明雄，2002)，栎敬介(1993)认为正

确的姿势就是极其自然而毫无做作，身体重心平稳而

安定的姿势，保持身体平衡(赵丰邦，1998)。 

    栎敬介(1993)指出练习撞击母球时，必须从练习

撞球中心点开始，再来应当要掌握此三个击球点，由

上而下分别为推杆、定杆与拉杆三种基本技术(陈纯

甄，2000、唐建军，2006)，再由此三种技术配合左、

右塞(Side spin)与力道的控制，造就出各式各样的花式

撞球技术。推杆(Push shot, PS)是碰击目标球后母球继

续朝原行进方向运动、定杆(Stop shot, SS)是碰撞目标

球后母球停止运动、而拉杆(Draw shot, DS)是碰撞目

标球后母球与原行进反方向运动，技术书籍皆只有描

述三种基本技术的差异是打击点位置的不同，而造成

技术上的不同并未明确说明，主要概念是使用相同动

作来执行不同基本技术并无强调人体动作的差异。 

    目前针对花式撞球动作技术的量化研究非常匮

乏，而技术书籍对于动作技术皆以著名选手自身经验

阐述，尚未有完整全身的量化结果对于推杆、定杆与

拉杆此三种基本技术动作进行全身的动作探讨。本研

究目的为利用运动学分析方式比较定杆、推杆与拉杆

在击球期之(一)出杆控制模式、(二)上肢运动特征、(三)

下肢动作特征。期望对花式撞球三种基本技术动作能

有更清楚的了解，以对未来花式撞球运动的研究提供

基本的运动学数据，并提供运动训练上之参考。 

 

贰、研究方法 

本研究参与者为一位 2005 世界杯撞球锦标赛冠

军吴珈庆选手(身高：168 公分，年龄：16 岁，球龄：

6 年)，实验拍摄时间为同年 11 月。本研究仪器设备

为 Motion Analysis(Motion Analysis Corp., Santa Rosa, 

CA)系统，七部高速摄影机以每秒 60 张之拍摄频率记

录选手动作，目标球进袋情形以一台 JVC9800 置于袋

口上方以每秒 30 张拍摄，另有花式撞球比赛用撞球桌

一台，与球杆一只。反光黏贴位置上肢参考Wu, van der 

Helm, Veeger , Makhsous , Van Roy, Anglin, Nagels, 

Karduna, McQuade, Wang, Werner and Buchholz(2005)、

下 肢 参 考 Wu, Siegler, Allard, Kirtley, Leardini, 

Rosenbaum, Whittle, D'Lima, Cristofolini, Witte, 

Schmid and Stokes(2002)与球杆共 48 颗标记点如图

二；实验时母球和目标球于球桌上设置如图三，三种

技术的母球与目标球距离皆固定(698.7mm)。成功打击

定义为目标球须进袋且母球达成该技术的要求，推杆

为碰撞后母球继续向前滚动至碰触颗星、定杆为碰撞

后母球停止于所限定的区域(直径十公分的圆)、拉杆

为碰撞后母球向后滚动至碰触颗星。 

 

 

 

 

 

 

 

 

图二、标记点黏贴位置示意图 

 

 

 

 

 

 

 

 

图三、母球(白色)与目标球(灰色)摆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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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花式撞球分期示意图，曲线表杆头在运杆方向之位移 

 

当标记点设置完毕，请受试者热身到自身认为已

经习惯整体实验器材设置与当天球桌特性方进行实

验，依序拍摄定杆、推杆、拉杆技术各十次。击球成

功判定方式：定杆为撞击后母球必须停于原目标球后

方之 10 公分直径的圆中，推杆为撞击后母球继续前进

至撞击对面球桌边缘，而拉杆则为撞击后回滚至球桌

边缘即为成功打击，告知选手打击时尽量使母球沿直

线前进，避免横向的旋转。 

     EVaRT4.6 软件所撷取光点原始数据，而所有原

始数据利用 Matlab 2007b 进行后续计算。残差分析

(Winter,1979)用于计算出各光点截止频率(6~19Hz)，以

二阶 Butterworth 进行低通滤波(Lowpass)，再以云规

方程 (Spline) 进行内插与平滑处理。内积公式

(cosθ=A1．A2/｜A1｜｜A2｜)计算各肢段间的角度，

再由位移量与角度计算出速度与角速度。运动学参数

为击球期之腕、肘、肩、头、髋、膝与踝部之位移(mm)、

平均速度(mm/s)。腕、肘、肩、髋、膝、踝关节之角

度变化量(o)与平均角速度(o /s)。动作分期如图四，击

球期(即加速期)( 李志男、汤文慈、陈冠列，2006)：

利用杆头开始加速为击球期的起点，而以撞击时间点

当成击球期终点，出竿距离定义为杆头位移，出竿速

度定义为杆头速度峰值，目标球进袋角度由 Kwon3D

软件记录的坐标位置，再利用内积公式计算出目标球

偏移角度，目标球偏移角度定义为目标球与袋口中心

联机(如图三)之进袋的偏移角度。所有参数以平均±标

准差呈现，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比较三种基本技术之

各参数的差异，再以 Tukey 法进行事后比较，显著水

平定为 α=.01。 

 

参、结果与讨论 

三种技术的目标球偏移袋口中心的角度并无差

异，目标球进袋率、母球控制的成功率与整体成功的

打击率达 70%以上，出杆距离并无显著差异，出杆速

度为拉杆为最大、定杆次之、推杆最小，如表一。三

种基本技术出杆距离为 17至 18公分与小林伸明(1990)

认为 15至 20公分相符，略高于Kanov and Stauch(2008)

所建议 13 至 15 公分，不同于张贵敏等人(1999)所建

议 10 公分的运杆距离。杆头速度结果以拉杆为最大而

推杆最小，运杆距离相同而杆头速度不同，三种基本

技术的出杆控制模式上，采相同出杆距离控制不同出

杆速度的策略执行打击，显示花式撞球打击策略以控

制出杆速度方式进行(唐建军，2006)，Capelle(1995)

指出此能力是比赛能力的主要关键，此控制模式的优

点为使身体各部位，为了使每次打击的稳定性增加，

身体各部位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下而不失精准度与力

道的控制。固定母球与目标球相同距离下出杆速度以

拉杆最大，主要原因是拉杆必须利用母球旋转与桌布

接触产生摩擦力，所以须提供母球较大的下旋(Back 

spin)，使母球在撞击子球后往原行进的反方向滚动，

推杆在撞击后即有向前旋转提供的摩擦力与撞击后获

得的动量使母球向前滚动，故出杆速度以拉杆最大、

定杆次之、推杆最小。 

腕部运动学参数皆为拉杆最大、定杆次之、推杆

最小，肘部运动学参数也是拉杆最大，但肩部速度却

是定杆最大，而肩关节角速度无显著差异，头部运动

学参数也是呈现拉杆最大的趋势。腕部的控制是最直

接影响击球表现的上肢部位，随着出杆速度的大小(拉

杆>定杆>推杆)，手腕必须加大运动范围、速度、关节

角位移与角速度，此与 Capelle( 1995)与赵丰邦(1998)

所述花式撞球最后利用手腕增加打击力量的概念相

近；肘部为前臂旋转的轴心，但因出杆速度的不同，

仍尽量控制运动范围(位移与关节角位移)，增大运动

速度与关节角速度；肩部位移与关节角位移随出杆速

度增大而增加，但在定杆时肩部移动的速度为最大，

而肩关节角速度却无差异，此与肘部的控制策略不同，

推测可能为挥杆试瞄时肩部与肘部是固定不动的

(Cheng, Tang & Li, 2008)，基于试瞄期的钟摆式动作的

原则，而使得肘部尽量保持运动范围而增加运动速度，

而肩部的运动可能是为了配合肘部的策略所做出的动

作。头部仍会随者出杆速度增大而增大，并非完全的

固定不动，技术书籍所指的应为头部相对于身体部位

的不动。 

击球速度上以拉杆最快、其次为定杆、再者为推

杆，上肢部位的运动也依打击速度变大，尽量保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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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杆头位移、速度与击球结果 
  定杆(SS) 推杆(PS) 拉杆(DS) 

  平均 ± 标准差 平均 ± 标准差 平均 ± 标准差 
三杆法差异 

出杆距离(mm) 171.4 ± 7.2 180.0 ± 10.4 175.3 ± 8.2 ns 

出杆速度(mm/s) 2450.4 ± 68.1ac 2013.3 ± 103.5ab 3822.1 ± 163.1bc DS>SS>PS 

目标球偏移角度(o) 0.5 ± 0.3 0.8 ± 0.8 1.0 ± 0.6 ns 

目标球进袋率(%) 100 90 80  

母球控制成功率(%) 70 100 100  

成功打击率(%) 70 90 80  

注：p<.01  a：定杆 VS 推杆。b：推杆 VS 拉杆。c：定杆 VS 拉杆。ns:表各杆法间无差异             

 

作范围固定，为维持每次动作稳定性下(李志男等人，

2006、Cheng et al, 2008)，而利用不同挥杆速度来控制

打击力道。本研究结果显示花式基本技术要领应是大

臂应自然摆动(Capelle, 1995;赵丰邦、张明雄，2002)，

而此肘部落下(Drop)动作，也依据不同杆法的出杆速

度有程度上的不同，且打击期就发生，并非仅在跟随

期(Kanov and Stauch, 2008)、或仅在长推技术上才发生

(Byrne, 1998)，随着不同的打击力道，肘部有不同程

度的的落下动作，而肘部固定不定的姿势应是发生于

试瞄期(Cheng et al.,2008)的研究结果。腕部最后的加

速：腕部位移量与速度的增加是由小臂与大臂的运动，

即是肘关节屈曲加上肩关节伸展造成差异。笔者认为

出杆击球是一种「抛」的动作」(引自李志男，2006)，

若打击前就是靠手腕最后的用力(马丁、瑞福，2000)，

而必须将将杆子「送」到欲打击点，为了使杆子笔直

前进并准确地撞击母球，出杆的力道并非来自手臂的

力量，正确的力道来自球杆本身的重量，和手肘前后

摆动所产生的带动力量和手腕的力量(赵丰邦，1998)。 

髋部运动学参数以定杆为最大，而髋部关节角速

度无显著差异，膝部速度以定杆最大，膝关节角位移

却是以推杆大于定杆，而在膝位移与膝关节角速度无

显著差异，踝部关节角位移与角速度以拉杆最大，而

在位移与速度各杆法无显著差异。下肢部位位移髋部

最大仅 8.6 公厘、膝部仅 4.1 公厘而踝部小于 1.0 公厘

(如表三)，移动速度髋与膝仅约 30mm/s、踝为 5mm/s，

得知下肢部位之运动在肉眼观察下仍属固定不动；髋

部移动范围、移动速度与关节角位移其三种基本技术

特征与上肢不同皆在执行定杆时最大，而关节角速度

却无差异，其控制类似上述肩部运动，主要是提供上

半身动作稳定的基底，使其可以尽量维持与挥杆试瞄

时相同的动作。而膝部由于髋部必须配合上半身运动，

故在此膝部必须与髋部做出反向的补偿动作，而与其

它部位相比踝部是属于不动的部位(位移与速度三杆

法皆无显著差异)，而其三杆法关节角位移与角速度的

 

表二、三种基本技术于击球期之上肢部位运动特征比较 

定杆(SS) 推杆(PS) 拉杆(DS) 部

位 
参数 

平均 ± 标准差 平均 ± 标准差 平均 ± 标准差 
三杆法差异

位移 71.8 ±  9.9ac 64.3 ±  8.1ab 82.4 ± 11.1bc DS>SS>PS 

速度 1900.0 ± 58.8ac 1616.2 ± 81.7ab 2464.2 ± 75.0bc DS>SS>PS 

角位移 11.0 ±  1.6ac 7.8 ±  0.9ab 16.0 ±  1.4bc DS>SS>PS 
腕 

角速度 119.3 ± 22.9ac 86.7 ±  16.0ab 222.6 ± 18.9bc DS>SS>PS 

位移 14.3 ±  5.4  23.1 ±  4.1 b 41.8 ± 12.2b DS>SS,DS>PS

速度 652.4 ± 43.3a 514.3 ± 62.8ab 696.1 ± 72.4b DS>PS,SS>PS

角位移 32.1 ±  1.2c 34.0 ±  2.2  34.6 ±  2.9 c DS>SS 
肘 

角速度 87.2 ±  7.7 c 86.7 ±  4.7 b 121.1 ± 16.6bc DS>SS,DS>PS

位移 40.7 ±  2.4ac 22.4 ±  3.4ab 46.1 ±  5.0bc DS>SS>PS 

速度 293.4 ± 28.3ac 243.1 ± 12.1a 238.6 ± 31.1 c SS>PS,SS>DS

角位移 4.6 ±  0.5c 4.3 ±  0.5 b 7.1 ±  1.2bc DS>SS,DS>PS
肩 

角速度 8.8 ±  2.2  11.3 ±  3.0  9.4 ±  5.3  ns 

位移 20.6 ±  1.4ac 13.5 ±  2.0ab 28.0 ±  3.5bc DS>SS>PS 
头 

速度 105.3 ± 12.6 c 86.2 ±  7.0b 188.4 ± 28.8bc DS>SS,DS>PS

注：p<.01。a：定杆与推杆。b：推杆与拉杆。c：定杆与拉杆。 ns:

表各杆法间无差异。单位：位移(mm)、速度(mm/s)、角位移(deg)、

角速度(deg/s) 

 表表三、三种基本技术于击球期之上肢部位运动特征比较 

定杆(SS) 推杆(PS) 拉杆(DS) 部

位
参数 

平均 ± 标准差 平均 ± 标准差 平均 ± 标准差 
三杆法差异 

位移 8.6 ± 2.1a 4.6 ± 1.8a 7.1 ± 1.6 SS>PS 

速度 31.8 ± 4.4a 21.8 ± 6.1ab 32.0 ± 8.7b SS>PS,DS>PS

角位移 3.8 ± 0.4ac 2.5 ± 0.4ab 3.2 ± 0.5bc SS>DS>PS 
髋

角速度 19.8 ± 2.6  15.5 ± 2.3  18.4 ± 5.1  ns 

位移 3.2 ± 1.0 3.1 ± 1.9 4.1 ± 1.3 ns 

速度 17.2 ± 2.5ac 12.3 ± 3.1ab 29.1 ± 3.7bc DS>SS>PS 

角位移 0.4 ± 0.1  0.5 ± 0.2 b 0.3 ± 0.1b PS>DS 
膝

角速度 3.2 ± 1.1  3.8 ± 1.8  2.2 ± 1.3  ns 

位移 0.7 ± 0.3 0.5 ± 0.3 1.0 ± 0.3 ns 

速度 4.7 ± 1.8 4.3 ± 1.1 5.5 ± 1.7 ns 

角位移 0.7 ± 0.1a 0.4 ± 0.2ab 0.9 ± 0.3b DS>PS,SS>PS
踝

角速度 1.3 ± 0.8 c 1.0 ± 0.6 b 4.9 ± 1.6bc DS>SS,DS>PS

注：p<.01。a：定杆与推杆。b：推杆与拉杆。c：定杆与拉杆。 ns:表各杆

法间无差异。单位：位移(mm)、速度(mm/s)、角位移(deg)、角速度(de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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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主要原因是膝部的运动所造成。下肢部位是扮

演稳定上半身打击姿势(郑景隆等人，2006)，主要以

平衡与轻松地站姿(马丁、瑞福，2000、栎敬介，1993、

小林伸明，1990、唐建军，2006、张贵敏等人，1999、

赤垣昭，2003、西尾佑，2001)，由于肩部的运动而身

体必须随着移动，如髋与膝部的运动必须达到一协调

的机制，以防止下半身肌肉不够放松而影响打击，如

吴保兴(1995)所述「若腰的位置固定不变的话，就不

能充分进行随球动作」，而腰部自然地随上半身而移

动，此时膝部以也会配合身体向前的动作。 

三种基本技术出杆控制模式主要是固定出杆距

离采控制不同出杆速度的策略击球，动作差异性的趋

势与出杆速度有相似趋势(拉杆>定杆>推杆)，推测出

杆速度可能是造成动作差异的主因。出杆速度的控制

主要来自于手腕桡侧屈曲动作与肘关节屈曲使远程的

腕部获得速度，肘、肩部动作范围与速度的不同，显

示虽然基于钟摆式运动的原则下，肘和肩部仍会有移

动的现象，此原因推测主要是当固定此两部位，运动

范围将受到限制，此时必须要增加速度使母球旋转达

到该技术的要求，过度的加速身体肢段可能导致控制

上的不良，故推测选手会采用增加运动范围来达到动

作的稳定性；定杆与拉杆在肘部速度、肘和肩关节角

速度相似且大于推杆，显示两者杆法在上臂的控制较

相似，可能因为推杆仅须下臂的摆动即可达成，定杆

与拉杆必须再增加上臂摆动范围与下臂增加摆动速度

(肘关节角速度)的方式来增加远程的速度；在肩部的

移动范围以拉杆最大，但速度以定杆最大，显示定杆

技术采取较多肩部的加速有别于拉杆，推测拉杆相较

于定杆主要仰赖下臂与手腕的加速，而定杆可能是利

用身体向前的速度来增加远程速度，由于定杆的打点

与出杆速度比须更精确才可以使母球停住，相较之下

拉杆出杆速度的要求可能大于打点的要求，利用更多

的肩部向前的速度。三种基本技术之下肢相较于上肢

的运动范围小且移度速度慢，故认为下肢主要属于稳

固上半身运动的角色；三种技术之下肢运动范围皆相

似，而三种技术在踝部无差异故属于固定不动的部位，

但拉杆和定杆在髋、膝部以不同的速度控制动作，可

能是因为以配合上半身的随球动作，结果显示拉杆和

定杆技术在下肢仍有较相似的动作方式，而推杆技术

仅须使用前臂摆动即可达成故与其它两者略有不同。 

 

肆、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花式撞球三种基本技术在击球期之

出杆控制模式、上肢运动特征与下肢运动特征，结论

如下：(一)花式撞球基本技术击球特点主要是维持相

同出杆距离采取不同出杆速度的策略击球，动作差异

性的趋势有随出杆速度有相同趋势(拉杆>定杆>推

杆)，推测出杆速度可能是造成动作差异的主因。(二)

三种基本技术上肢动作主要原则是随出杆速度增加而

增加运动范围，推杆仅利用下臂摆动与手腕加速，上

臂相较于拉杆和定杆较为固定，推杆技术较相似于钟

摆式运动；定杆和拉杆除下臂摆动与手腕加速外，上

臂的摆动也参与加速度的角色，然而定杆与拉杆不同

的地方是肩部加速行为。(三)下肢部位主要属于稳固

上半身运动的角色，三种技术整体而言皆是运动范围

小且移度速度慢，而拉杆与定杆可能因随球动作在髋

和膝部的控制仍有较相似的动作模式。 

建议练习三种基本技术时，可针对不同出杆速度

的进行训练，即加强出杆速度的控制能力，实行的方

式为改变母球与目标球的距离进行练习。未来研究可

比较不同层级选手、或相同技术下不同出杆速度之动

作变异。 

 

伍、参考文献 

小林伸明(1990)。花式撞球入门。 (艺园出版社译)台

北：艺园出版社。 

王克武、赖姗姗(2001)。台湾区撞球运动初探。大专

体育，55 期，121-126。 

西尾佑(2001)。简易撞球入门 (丁吉塔译)。台南：信

宏出版社。 

李志男、汤文慈、陈冠列(2006)。花式撞球选手击球

姿势与出杆动作之稳定初探。中华体育季刊，20

卷(3 期)， 93-101。 

赤垣昭(2003)。图解撞球入门。台北县中和市：三悦

文化图书。 

林申勇(1999)。台湾撞球 No.1。台北：风向文化。 

马丁、瑞福（2000）。花式撞球-99 招技术球 （李景

隆译）。台北市：跃升文化。（原著于 1993 年出

版）。 

吴保兴(1995)。撞球技巧入门。台南市：文国书局。 

唐建军(2006)。撞球实战技巧图解。台北：诺达运

动营销。 

梅明圣、古翔云、张钧淯(2007)。基本动作对撞球撞

击稳定度的影响。论文发表于 2007 年国际撞球运

动训练法研讨会，中国文化大学体育馆。  

陈纯甄(2000)。敲出第一杆-纯甄撞球魔法书。台北市：



郑景隆、李志男、汤文慈 /华人运动生物力学期刊 2 (2010) 31-37 
 

英特发。 

郭聪智(2002)。台湾地区撞球运动发展之探讨。大专

体育，61 期，168-172。 

赵丰邦(1998)。世界球王和你敲一杆-冷面杀手赵丰邦

传记。台北县：苹果树出版社。 

赵丰邦、张明雄(2002)。2C 撞球教室。台北市：毅霖

文化。 

张贵敏、陆仲元、张萍、张秀萍(1999)。撞球。台北

市：国家出版社。 

张威尔、江志忠、张智琁、陈宜君(2007)。撞球运动

击球姿势之探讨。论文发表于 2007 年国际撞球运

动训练法研讨会，中国文化大学体育馆。 

郑景隆、李志男、汤文慈(2006)。花式撞球选手推杆

技术之上肢动作稳定性探讨。论文发表于 2006

年台湾运动生物力学年会暨体育学术研讨会，屏

东教育大学。 

栎敬介(1993)。花式撞球 (李文允译)。台北市：笛藤

出版图书。 

Byrne, R. (1998). Byrne＇s new standard book of pool 

and billiards. (1st ed.). Florida: Harcourt Brance & 

Company Orlando. 

Capelle, B. (1995). Play your best pool - Secrets to 

winning Eight Ball and Nine Ball. (1st ed.). Midway 

CA: Billiards Press. 

Cheng, C.L., Li, Z.N., & Tang, W.T. (2007). Kinematic 

analysis of the "Stop Shot" skill for a world-class 

male pool play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n Biomechanics. 

 

 

 

 

Cheng, C.L., Tang, W.T., & Li, Z.N. (2008). 

Pelvis-shoulder movement variability and cuetip 

motion during the warm-up and final strokes in 

pool.Paper presented at the XXV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chanics in Sports.  

Everton, C. (1975). Better Billiards and snooker. London: 

Kaye & Ward. 

Kanov, G., & Stauch, S. (2008). Precision pool.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Winter, D. A. (1979). Biomechanics and motor control of 

human movement( 3rd ed.).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Wu G., Siegler S., Allard P., Kirtley C., Leardini A., 

Rosenbaum D., Whittle M., D'Lima D.D., 

Cristofolini L., Witte H., Schmid O., Stokes I. 

(2002). ISB recommendation on definitions of joint 

coordinate system of various joints for the reporting 

of human joint motion—part I: ankle, hip, and spine.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35, 543-548. 

Wu G., van der Helm F.C., Veeger H.E., Makhsous M., 

Van Roy P., Anglin C., Nagels J., Karduna A.R., 

McQuade K., Wang X., Werner F.W., Buchholz 

B.(2005). ISB recommendation on definitions of 

joint coordinate systems of various joints for the 

reporting of human joint motion—Part II: shoulder, 

elbow, wrist and hand.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38, 

981-992. 

 

陆、志谢 

感谢台湾撞球协会提供本实验所有撞球用具及

球台校正。

 

 

 

 



郑景隆、李志男、汤文慈 /华人运动生物力学期刊 2 (2010) 31-37 
 

*Corresponding auth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aching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333) No.250, Wen Hua 1st Rd., Kueishan, Taoyuan County, Taiwan. 
E-mail address: wttang@gmail.com 

 
Investigation on Three Fundamental Techniques of 

Pool Stroke Motion Performed by 2005 9-Ball World 
Pool Champion 

 
1Ching-Lung Cheng  2Zhi-Nan Li  1Wen-Tzu Tang* 

1Institute of Coaching Science ,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oyuan 2Chinese 

Taipei Billiards Association  

Accepted: 2010/02/01 

 
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characteristics of whole body movement during the 
stroke phase in three fundamental pool techniques (push shot, PS; stop shot, SS; and draw shot, DS). 
Methods: The participant was the winner of the 2005 World Pool Championship and the data was 
collected on November of the same year. Each technique was performed ten times and recorded by 
the Motion Analysis System at 60 Hz with seven high speed cameras. One-way ANOVA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maximum displacement, velocity, maximum angular displacement and 
angular velocity of each body segment during the stroke phase of the three techniques. ANOVA was 
followed by Tukey post hoc comparisons to determine which techniqu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sults: The stroke velocity of the draw shot was greatest followed by the stop shot 
and then the push shot. Although stroke velocities differed, the same swing distance was observed 
for all shots. Kinematic parameters of the upper arm tended to increase with stroke velocity, but 
kinematic parameters of the lower arm did not. Conclusion: It was shown that the strategy of stroke 
was to control different stroke speeds in the same stroke distance. We fou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vements and stroke speeds (DS>SS>PS) inferring that the stoke speeds might be the 
major cause of the movement differences in upper limbs. The range of motion (ROM) in upper 
limbs increased with stroke speeds in these three techniques. The motion of upper limbs in PS was 
similar to the pendulum motion compared to SS and DS. In SS and DS, the upper arm would also 
swing and the controls of shoulders were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techniques. In these three 
techniques, the movements occurred in lower limbs were overall small in range and slow in speed 
and it was thought that lower limbs played a role in stabilizing upper limbs. In SS and DS, a similar 
movement pattern in controlling knees and hip was observed and it could be due to the 
follow-through of upper body.  
 
Key words: pool, pendulum motion, motion diagno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