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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足球選手在不同目標區域下執行精準腳背射門之下肢關節運動學參數。本研究的受試者

為 12名國家女子代表隊之選手，在動作分析實驗室以腳背射門的方式將球射進球門中四個不同的目標區域（左

上、右上、左下、右下），並透過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進行運動學資料收集。研究結果顯示下方目標區域的

球速會比上方目標區域快(p<0.01)，而上方目標區域的髖關節角速度會來得比下方目標區域大(p<0.01)，因此，

從實驗結果得知當球射向不同目標區域時確實會使選手在動作參數上產生不一樣的差異性，而此差異可以提

供選手或教練做為訓練時動作調整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生物力學、五人制足球、腳背射門 

 

 

壹、緣由與目的 

足球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運動之一，且無論在任何

的足球比賽中，射門得分是我們贏得比賽勝利的最終

目的。五人制足球由於人數少、場地小的關係，在規

則與場地上與十一人制足球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特別

是在球門的大小以及球體本身(表一)。 

表一、十一人制與五人制足球比較 

 
十一人制(Football) 五人制(Futsal) 

球門 7.32×2.44(m) 3×2(m) 

球場 長：100~110(m) 

寬：64~75(m) 

長：38~42(m) 

寬：18~25(m) 

球 5 號球 

圓周：68.6~70(cm) 

重量：410~450(g) 

氣壓：0.6~1.1(atm) 

4 號球 

圓周：62~64(cm) 

重量：400~440(g) 

氣壓：0.4~0.6(atm) 

資料來源：2009/2010 年國際足球總會規則 

在 1998 年的世界杯中最常使用的兩種射門方式

就是腳背射門與內側射門(Grant, Reilly, Williams, & 

Borrie, 1999)。而腳背射門就是利用腳的背部去擊

球 ， 這 是 在 射 門 當 中 最 有 力 量 的 一 種 (Brophy, 

Backus, Pansy, Lyman, & Williams, 2007)。腳背射

門是一個一系列的動作，它包含有球的位置、支撐腳

與球的關係位置及引人注目的踢球腳腳背(Barfield, 

Kirkendall, & Yu, 2002; Isokawa & Lees, 1988)。然

而，在五人制足球中這種射門方式也是經常被使用作

為得分的方法之一。 

  Kellis and Katis (2007)指出準確射門分析與強力

射門分析的生物力學研究相較下是較少受到關注的，

但是，在目標高或目標低的準確射門過程中可能會產

生動作差異性。Scurr 等人  (2011)透過不同的射門目

標來觀察股四頭肌群的肌肉電訊號活動，此研究是利

用射門目標的變化來觀察受試者本身的力學參數並加

以分析探討，這種類型的研究對於選手或教練在訓練

時的重點強化或動作調整更有實質上的幫助。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透過三維動作分析系統來觀察足球

選手在腳背射門時不同的目標區域選擇對於球速及踢

球腳關節角速度的變化。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試者為 12 名曾經入選為國家代表隊且

目前皆還有參與國內女子甲級足球聯賽之選手(年齡

21.6 ± 2.1 歲；身高 163.5 ± 4.5 cm；體重 58.4±3.8 kg；

踢球經歷 12.2 ± 2.2 年)，所有受試者之踢球腳皆為右

腳，並於半年內無任何重大手術及骨骼神經肌肉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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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受試者在閱讀並簽屬受試者同意書後才正式開始

進行實驗，本研究已獲得中區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

許可同意執行本實驗。 

實驗進行前首先量測受試者的人體計測資料，接

著請每位受試者進行 10 分鐘左右之暖身運動，以降

低因熱身不足所造成之運動傷害風險。本研究使用修

正式 Helen Hayes 反光標記之配置，在受試者身上共

黏貼 21 顆反光球，並同時在足球上黏貼反光標記，以

計算球速之用，待反光標記黏貼完成後，即可進行靜

態與動態的資料收集。實驗時，先進行受試者的自然

解剖姿勢做為靜態資料之收集，作為各關節之基準參

考位置，靜態資料收集完成後即接著進行動態資料之

收集。本研究在一個標準五人制足球門左右兩側的上

下兩端各設置一個一平方公尺的目標區域，受試者以

隨機的方式進行腳背射門，射門距離為 6 公尺，每次

的射門皆有兩步的助跑距離，每個目標區域都至少收

集三筆以上成功之資料，實驗中所用之五人制足球與

球門皆符合 FIFA 規定之標準。 

  透過 VICON NEXUS 動作分析系統 (VICON 

NEXUS motion analysis system, Oxford Metrics LID. 

UK) 收集取得運動學資料，採樣頻率設為 250HZ，

並以尤拉角(Euler angle)方式計算求得各關節角度，

以及配合人體計測資料，以求得各肢段質量中心的位

置，球速方面則以球上的反光標記的軌跡對時間微分

以求得球速，所有踢球動作的時間參考 John Orchard

等人(1999)的射門動作分期，以踢球腳最後一步腳尖

著地做為開始，直到踢球腳的髖關節達到最大屈曲角

度時作為結束。 

  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 SPSS 12.0 進行統計分析，

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比較球射

向四個不同目標區域時的球速與踢球腳關節角速度，

顯著水準訂於 p< 0.05。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球射向四個不同目標區域時的球速與

踢球腳關節角速度之實驗數據加以比較分析，結果發

現，髖關節在不同目標區域下的關節角速度有顯著差

異性(P<0.01)，而膝關節與踝關節皆無達到顯著差異

(圖 1)，而髖關節角速度在經過 LSD 事後比較法比較

後發現，當球射向左上及右上目標區域時的關節角速

度會比球射向左下及右下目標區域時來得大；然而，

在球速方面，當球射向四個不同目標區域時，四個目

標區域的球速達到顯著性的差異(P<0.01)，且經由

LSD 事後比較後發現，左下及右下目標區域的球速

會來得比左上及右上目標區域快(圖二)。 

 

註：LT=左上；RT=右上；LB=左下；RB=右下。*P< .05. 

圖一、不同目標區之踢球腳關節最大角速度 

 

註：LT=左上；RT=右上；LB=左下；RB=右下。*P< .05. 

圖二、不同目標區踢球時之球速 

  本研究中不同的目標區域在球速上有所差異，特

別在下方目標區域的球速皆比上方目標區域來得快，

雖然本研究之射門球速較同樣使用五人制足球做腳背

射門的研究低(Fabio A. B., Lilian T. B. G., Paulo R. P. 

S. & Sergio A. C., 2010)，但由於本研究射門之助跑距

離為兩步，而過去文獻之助跑距離是讓選手自由選

擇，因此，受試者的差異及助跑距離的因素很有可能

是造成此球速差異上的原因。 

Lees and Nolan (2002)利用三維方式來計算最大

力量射門與準確度射門的運動學參數，其中，準確度

射門的下肢關節角速度結果與本研究的平均值相似，

而本研究在不同目標區域的髖關節角速度上發現到顯

著差異，當球射向上方目標區域時的髖關節角速度會

來得比下方目標區域大，這個結果表示，假如射門時

選擇上方的目標區域，此時髖關節的角速度必須要比

球射向下方目標區域時大，以增加射門的準確程度。 

 

肆、結論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Barbieri%2C+Fabio+A.)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Gobbi%2C+Lilian+T.+B.)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Santiago%2C+Paulo+R.+P.)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Santiago%2C+Paulo+R.+P.)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doSearch?action=runSearch&type=advanced&result=true&prevSearch=%2Bauthorsfield%3A(Santiago%2C+Paul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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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球射向不同目標區域時的球速以及下肢關節角

速度的確會造成不同的差異，此差異可提供選手或教

練在訓練或比賽時的腳背射門動作調整或選擇，而此

研究也證實在選擇不同射門目標區域時，選手本身在

動作上的確會有不同的差異性產生，因此，除了腳背

射門的其他運動學參數外，動力學與肌肉電訊號等相

關參數都很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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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EMATICS ANALYSIS OF ACCURATE INSTEP 

KICK IN FUT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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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imate the kinematics of lower limbs of accurate instep kick in 

Futsal. Twelve females from national soccer team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Each subject was 

asked to perform instep kick of a stationary ball toward targets in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goal in 

Futsal. VICON mo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kinematical data of lower limb and footbal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icks towards the bottom target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ball’s 

velocity than towards the top targets. In addition, kicks aimed to the top corner of the goal 

demonstrated a higher hip angular velocity than those towards the bottom corners. The accurate 

soccer shooting to different target condition affected the joint kinematics and ball’s veloc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to provide training guideline for a coach or soccer player. 

 

Keywords: Biomechanics, Futsal, Instep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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