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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學童投擲動作分期時間百分率與球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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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兒童時期的丟、投、拋與甩等動作，在日常生活中是相當常見的上肢動作，而動作分期時間百分比、揮臂速

度、出手瞬間主要關節角度等運動學參數與投擲的球數有關。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五、六年級學童過肩投

擲球速與動作分期時間的關係。對象以 8 位國小五年級學童，8 位國小六年級學童。以二部高速攝影機 (300 

Hz)，以同步方法擷取三次學童過肩投擲之動作，並將動作分成跨步期、觸發期、揮臂期等三個階段進行分析。

影片以 Kwon3D 動作分析軟體進行運動學參數分析，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動作分期時間與球速的相關

性。以及利用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五年級與六年級投擲球速與揮臂期時間百分率之差異性，統計水準定為 α

＝.05。結果發現投擲動作總時間與球速無相關，跨步期時間百分率與球速無相關，觸發期時間百分率與球速

無相關，揮臂期時間百分率與球速負相關。另外，五年級與六年級學童投擲球速之 t 考驗達到顯著，五年級

與六年級學童投擲揮臂期時間百分率之 t 考驗亦達到顯著。 

 

關鍵詞：出手、分期、揮臂 

 

 
壹、緣由與目的 

學童進入學校，每當下課時，最常做的體育活動

是躲避球、籃球、棒球投擲等，在動作發展領域中，

過肩投擲動作被認為是兒童發展的基本動作之一（李

宏展，2003；李村棋、卓俊伶，1998a；邱文信，2003），

此類型動作在兒童時期如果能有適當發展，才能發展

出更好的技術與準度。投擲動作是一連串動作所組

成，Gallahue (1996) 指出，人類動作的發展乃依循著

一定的規律和原則，因此本研究將投擲動作分期，並

探討動作分期時間與球速的關係。投擲動作分為預備

期、跨步期、上肢後擺期、上肢加速期、上肢減速期、

跟隨動作期(Werner et al.,1993; Fleisig et al.,1996)。本

研究將投擲動作分為下列三期(一)跨步期 ：抬腳至最

高點－前腳著地(二)觸發期：前腳著地－肩關節最大

水平外展(三)揮臂期：肩關節最大水平外展－球出手

瞬間。 

        
貳、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以 8 位 國小六年級學生（ 平均年齡

12.1±0.24 歲、身高 146.2±4.98 公分、體重 42.3±8.83

公斤），8 位國小五年級學生（平均年齡 11.1±0.30 歲、

身高 143.8±5.98 公分、體重 45.1±10.76 公斤）。實驗

以 2 部 Casio EX-F1 高速攝影機 (300 Hz) 拍攝五年

級及六年級學童，手執標準網球（型號：Slazenger 

Wimbledon 藍筒網球，直徑 6.4 公分，重量 57±0.5 公

克）投擲三次，實 驗 場 地 佈 置 如 圖 一 。 再 透 過

Kwon3D 軟體分析實驗影片，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檢

驗投擲動作各分期時間與球速的相關性。以及利用獨

立樣本 t 考驗，比較五年級與六年級投擲的球速之差

異性與揮臂期時間百分率之差異性，統計水準定為 α

＝.05。 

 

 

 

 

 

 

 

 

 

圖一、實驗場地與儀器佈置圖 

 

參、結果與討論 

由表一可知，揮臂期時間百分率與球速的 r 值為 

-.522，大於 α＝.05 的臨界值 .497。所以揮臂期時間

百分率與球速有「負相關」存在。亦即揮臂期時間較

小者，其球速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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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投擲動作分期時間百分率與球速相關表 

 投擲總時間 

球速 -.064 

 跨步期時間百分率 

球速 .376 

 觸發期時間百分率 

球速 .014 

 揮臂期時間百分率 

球速 -.522** 

** p .01 

再由表二可知，五年級與六年級投擲的球速獨立

樣本 t 值為 2.00，大於臨界值 1.761，達到顯著。 

表二、五年級與六年級球速獨立樣本 t 檢定 

 五年級 六年級 t 

平均 915.38 1072.34 

2.00* 
標準差 168.20 145.25 

總和 7323.10 8578.68 

平方和 6901501 9346921 

* p＜.05 

再由表三可知，五年級與六年級投擲的揮臂期時

間百分率獨立樣本 t 值為 2.431，大於臨界值 1.761，

達到顯著。 

表三、五年級與六年級揮臂期時間百分率獨立樣本 t 檢定 

 五年級 六年級 t 

平均 23.28 14.68 

2.431* 
標準差 8.59 5.11 

總和 186.28 117.50 

平方和 4855.06 1908.69 

* p＜.05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投擲動作分期時間的百分率與

球速有關，其中以揮臂期時間百分率與球速呈現負相

關。表示揮臂時間越短，投擲出的球速越快。此外，

五年級學童與六年級學童在投擲的球速與揮臂期時間

百分率之 t 考驗皆達到顯著。表示六年級學童的投擲

發展較五年級學童好。 

對於後續研究方面，建議研究造成學童在投擲動

作分期時間不同的原因，作適當的修正與指導，讓學

童的投擲動作發展更為順利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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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inging, tossing, and throwing, are commen upper limbs motions in human childhoods. The 

kinematic parameters: percentage of time of motions, arm swinging speed, instant shot of main joint 

angle, are related to the numbers of throw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over-shoulder throwing with the motion staging. Objects are eight fifth 

graders and 8 sixth graders. Synchronizly retrieve children’s over -shoulder throwing motions for 

three times with two high-speed cameras (300 Hz). Divide motions into stride period, motion 

trigger period and windup period to analysis. Use the Kwon3D motion analysis software to analyse 

kinematic parameters. Inspect motion staging time with the throwing speed in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fifth 

grade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throwing speed with the windup period of time percentage. 

Statistical level was set at α = .05.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total time of throwing and throwing 

speed is no related. The percentage of time of stride period was no correlation with throwing speed.  

The percentage of time of trigger period was no correlation with throwing speed. The percentage of 

time of the windup period with throwing spee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In addition, the t-test of 

throwing speed of fifth grade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achieved significant. The t-test of time 

percentage of fifth grade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windup period of throwing was significan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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