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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跳步動作對網球側向移位之影響：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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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較有無施作開跳步動作分別對側向跨步與交叉跨步兩種側向移位方式之影響。方法：以一名優秀大

專男子甲組網球選手為研究對象，選手須依左右方向訊號指示施作跨步與碰觸目標物的動作；共進行開跳步

側向跨步、無開跳步側向跨步、開跳步交叉跨步與無開跳步交叉跨步四種測試。利用兩塊 Kistler 測力板 (1000 

Hz) 擷取地面反作用力資料，並同步佐以足底開關與目標按鈕分別紀錄跨步腳觸地時機與碰觸目標物的時

間。結果：施作開跳步動作後，無論採用側向跨步或交叉跨步的移位方式，皆具有較短的跨步時間與整體動

作時間，且在推蹬過程可產生較大的側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峰值發生的時機亦較早。結論：本個案研究顯

示施作開跳步動作後有助於側向移位，惟未來研究應以更多優秀的網球選手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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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與目的 

  開跳步 (split-step) 在網球運動中可視為一

個很小的垂直跳或輕跳動作，主要是在回擊對手來球

前所進行的準備動作。從許多職網選手比賽擊球動作

發現，球員不論在接發球、底線抽球或是截擊時，在

對手擊到球之前皆會施作此開跳步的動作。在開跳步

施作時機上，Aviles, Benguigui, Beaudoin, 與 Godart 

(2002) 研究指出優秀網球選手在進行接發球時，其雙

腳在發球者擊到球之前已推蹬離地，並在發球者擊到

球後迅速落地。實施開跳步動作可使身體重心在擊球

前迅速恢復至平衡狀態 (Chu & Rolley, 2001)，並讓下

肢肌群產生預先牽張 (pre-stretch) 的作用，進而有助

於快速移位。 

在開跳步相關研究中，Uzu, Shinya, 與 Oda (2009) 

以跨步並碰觸目標物的動作來模擬網球選手朝向來球

方向時的移位與擊球動作，藉以比較施作開跳步與否

對移位速度的影響。研究中利用閃燈提供準備訊號，

而後以隨機亮燈方式來模擬選手在球場上可藉由觀察

對手動作決定施作開跳步的時機，但不知道來球方向

的情境；研究證實施作開跳步動作能縮短側向移位的

時間。然而網球側向移位方式包含側向跨步（跨步腳

直接向外跨步）與交叉跨步（跨步腳往斜前方跨步）

兩種形式，惟該研究僅針對側向跨步動作進行探討。

因此，本研究的目在了解有無施作開跳步動作分別對

側向跨步與交叉跨步兩種側向移位方式之影響，以了

解施作開跳步動作後是否有助於側向的移位。 

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一名優秀大專男子甲組網球選手為受試

對象（全國男子單打排名第 17 名，年齡 19 歲，身高

179 公分，體重 71 公斤）。實驗設計是參考並修改 Uzu

等 (2009) 研究，在場地佈置部分，一組自製的燈號

控制器（兩個 LED 燈）架設在受試者正前方位置，利

用兩塊 Kistler 測力板 (Kistler 9281, 9282, Switzerland) 

分別收集左右腳地面反作用力，並在受試者雙腳鞋底

的 前 腳 掌 處 黏 貼 足 底 開 關  (foot switch, MA-153 

Standard, Motion Lab Systems, USA) 以紀錄受試者觸

地的時機。另有兩組目標按鈕分別置於受試者兩側，

其與受試者兩腳中線的距離為受試者身高的 90%，離

地高度為 90 公分，當受試者按下按鈕，即可產生訊

號，用以辨別碰觸目標物的時間。實驗資料透過 Vicom 

Nexus 1.7.1 軟體同步蒐集，擷取頻率皆為 1000 Hz。 

在實驗流程上，受試者經適當熱身後給予多次的

試跳練習，以熟悉整個實驗的流程與動作要求。實驗

時讓受試者採自然放鬆的預備姿勢，兩腳各站在一塊

測力板上，當實驗者啟動燈號控制器後，兩個 LED 燈

會同時閃爍三次（次與次間隔時間為一秒）以提醒受

試者準備，而後則左右隨機亮燈，受試者須朝亮燈方

向施作跨步動作，並以慣用手去碰觸目標按鈕。受試

者須完成兩種實驗狀況（開跳步、無開跳步）與兩種

跨步方式（側向跨步、交叉跨步），共計四組動作，每

組動作包含十次成功的測試。施作開跳步時，受試者

可自行決定施作時機與跳躍高度；無開跳步動作，則

是在方向訊號開始之前沒有任何的準備動作。為避免

疲勞，每完成一組測試，即給予五分鐘的休息，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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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時也給予充分的練習機會；測試過程中，若未能

碰觸目標物或動作遲疑時，則該次測試不予採計，重

新測試。 

本研究定義的跨步時間是指從方向訊號產生至跨

步腳觸地的瞬間；碰觸時間是指從跨步腳觸地至受試

者碰觸目標物的瞬間；整體動作時間則為跨步時間與

觸擊時間的總合。開跳步動作的離地與觸地瞬間是以

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10 牛頓之訊號作為判斷依據。在資

料處理上以十次成功測試結果進行平均數與標準差的

呈現。 

 

參、結果與討論 

  在開跳步動作部分，施作開跳步的平均跳躍高度

為 0.09 ± 0.02 公尺。在施作時機上，開跳步雙腳起跳

離地瞬間發生在方向訊號產生之前 145 ± 81 毫秒，而

雙腳著地時間則為方向訊號產生之後的 121 ± 85 毫

秒。相較 Uzu 等 (2009) 研究，開跳步的起跳與著地

時機分別為方向訊號產生之後的 28 ± 134 毫秒與 180 

± 85 毫秒；顯示本研究受試者的起跳時機較早，相對

的著地時機也較早。 

施作開跳步動作後接續以側向跨步方式進行移位

的結果顯示（表一），實施開跳步動作有較短的跨步時

間（減少 188 毫秒）與整體動作時間（減少 134 毫秒），

且支撐腳在推蹬過程可產生較大的側向地面反作用力

峰值（增加 183 牛頓），峰值產生的時間也較早（提早

193 毫秒）。較大的側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與較短的峰

值時間，顯示施作開跳步動作後對下肢移位的啟動有

較佳的效益。此結果則與 Uzu 等 (2009) 研究相符，

即施作開跳步動作後對其側向推蹬力量與移位速度皆

有所提升。 

施作開跳步動作後採用交叉跨步方式進行側向移

位的結果也顯示（表二），相較於無開跳步動作，實施

開跳步動作有較短的跨步時間（減少 195 毫秒）、碰觸

時間（減少 48 毫秒）與整體動作時間（減少 243 毫秒）；

且推蹬過程亦可產生較大的側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增加 143 牛頓），峰值發生時機也較早（提早 221

毫秒）。此結果意謂施作開跳步動作後以交叉跨步方式

同樣有助於側向的移位。 
表一、有無開跳步動作後以側向跨步方式移位 

 無開跳步 開跳步 

跨步時間(ms) 833 ± 27 645 ± 66 

碰觸時間(ms) 212 ± 29 265 ± 57 

整體動作時間(ms) 1044 ± 33 910 ± 63 

側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N) 285 ± 21 468 ± 46 

峰值發生時間(ms) 636 ± 27 443 ± 65 

 

 

 

表二、有無開跳步動作後以交叉跨步方式移位 

 無開跳步 開跳步 

跨步時間(ms) 1075 ± 39 880 ± 45 

碰觸時間(ms) 105 ± 20 57 ± 16 

整體動作時間(ms) 1180 ± 36 937 ± 47 

側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N) 226 ± 31 469 ± 68 

峰值發生時間(ms) 583 ± 56 362 ± 50 

 

伍、結論 

  根據本個案研究顯示施作開跳步動作後，無論採

用側向跨步或交叉跨步的移位方式皆有助於側向移

位。建議未來的研究應以更多優秀網球選手進行測試

並佐以下肢肌電的分析，以對開跳步施作的效益有更

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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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PLIT-STEP FOR LATER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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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plit-step for lateral movement under lateral 

step and crossover step. Methods: One male collegiate tennis player was instructed to take a step 

and reach the target in the direction indicated by the direction signal. Four tasks including lateral 

step with and without a split-step and crossover step with and without a split-step were investigated. 

Two Kistler force platforms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s. The foot switches and 

the button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ime when the participant stepped on the ground and reached 

the target. Results: The participate could reach the target earlier by taking a split-step. Conclusion: 

In this case study, the split-step increases the velocity of a lateral stepping movement. 

 

Keywords: tennis, split-step, 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