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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擲邊線球（Throw-in）為足球十一人制發界外球的方式，擲遠距離與球員自身技術與肌力相關之外，其

拋射角度亦是影響飛行距離的條件之一。本研究分析兩種常用的邊線擲球動作，探討擲球方式(助跑擲

球與跨步擲)與球體拋射角度的變化情形。以一部 CASIO EX-F1 高速攝影機（300Hz）收集二十二位參

與者（平均球齡 4.28±4.14 年、身高 175.04±6.24 公分）用兩種不同擲球方式的運動學資料，並以 Silicon 

coach Pro 程式軟體分析拋射角度，以 Office Excel 軟體記錄角度與距離資料，使用多項式圖形進行分

析。結果發現跨步擲球拋射角度較集中於 20~35 度間，助跑擲球拋射角度則集中在 20~40 度。據統計，

助跑擲球平均距離多於跨步擲球，研判助跑擲球擁有比較高的拋擲速度，使助跑擲球距離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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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與目的 

    邊線擲球（Throw-in）是在足球十一人制的比

賽中發界外球的方式。用雙手擲球，從頭的後方越

過頭頂擲球，球必須在離手前越過頭頂，擲出後雙

腳不能跳躍或離地擲球，規則採 2011(FIFA)足球十

一人制規則。雙手擲邊線球擁有比腳踢球更為準確

優點，但在擲出距離是一大詬病。擲邊線球除了本

身所該具備的肌力以及動作上的熟練度外，盼能透

過研究了解球體最適合的拋射角度達到最遠的擲

球距離，勢必能在球場上造成對手更大的威脅。本

研究分析兩種常用的邊線擲球動作，探討擲球方式

(助跑擲球與跨步擲)與球體拋射角度的變化情形。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與者為大專組公開二級，共計二十二

名大學足球隊學生，平均球齡 4.28±4.14 歲、身高

175.04±6.24 公分。實驗流程為先登錄受試者資本

資料，做暖身運動約二十分鐘並給予試做時間，正

式實驗時受試者先站立在預備區等候攝影機工作

人員發令，當聽聞口開始令時必須在(2m*2m 的正

方形)擲球區內擲球，執行最大努力的擲球或助跑

擲球，擲出且無違規情況後停止攝影。全程由一部

CASIO EX-F1 高速攝影機進行 300Hz 高速攝影，

拍攝參與者動作。攝影機需架設於距離擲球區左方

4 公尺處，高 1.5 公尺，畫面要與場地標出的平行

線平行，每種擲球方式共需紀錄三次。實驗先由跨

步擲球開始，進行第一階段擲球，紀錄成功的數據

後休息 5 分鐘再進行助跑擲球。所有邊線球擲球動

作需在擲球區內完成，皆採自覺休息時間的方式。

受試者的施測影片，經過 Silicon coach Pro，計算

出其離手瞬間拋射角度(圖一)後，運用 Office excel 

2010 統計數據後，再以多項式計算出角度與距離

相關圖形。 

         

 

 

 

 

圖一、擲邊線球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量化數據經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  

(一) 兩種姿勢在距離上的比較。  

統計顯示，大專足球一班組球員在執助跑擲球

平均距離(18.61m)優於跨步擲球(16.29m)，所以假

設在配合戰術需要遠距離的擲球時，建議用助跑擲

球。 

表一、比較兩種投擲方法的平均距離  

 

   

 

 

 

 

  跨步擲球距離與球體拋射角度關系 : 

由表二顯示，球員擲出角度約集中在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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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間，最遠距離的拋射角則出現在 22.33 度，明顯

可以看出低於 20 度以及高於 35 度其距離明顯下

降，顯示球員用跨步擲邊線球較集中於 20~38 度間

拋出。 

表二、跨步擲球距離與球體拋射角度關系表  

(三)助跑擲球距離與球體拋射角度關系 : 

表三球員擲出角度約集中在 20~35 度間，最遠

的距離出現在 26 度，可以看出低於 20 度以及高於

35 度其距離明顯下降，球員用助跑擲邊線球較集

中於 20~40 度間拋出。 

(四)兩種擲球距離與角度比較: 

比較兩種擲球動作在球體拋射角度並無顯著

差異，但助跑擲球距離較遠。兩者平均角度約在

26 度至 28 度間，低於文獻中最佳拋射角度 30 度。 

表三、助跑擲球距離與球體拋射角度關系表  

表四、兩種擲球距離與角度比較 

 擲球方式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拋射角度 跨步擲 

助跑擲 

26.12   

27.98 

7.86 

7.60 

.059 

 

擲球距離 跨步擲 16.29 3.22 .000*** 

 助跑擲 18.61 3.80  

(p<0.05) 

 

 

 

 

 

 

 

伍、結論與建議 

  文獻中提到足球的最佳的釋放角度都小於45度，

最佳擲出角度至約降至30度。在低的拋射角度，球員

可以產生較高的擲出速度。每個球員的最佳狀況的角

度可能略有不同，並可能取決於球員的體格，肌肉力

量，投擲技術，所以要將球擲遠，建議訓練爆發力增

加釋放速度(Linthorne & Everett，2006)。 

  先前研究以11位大學足球員以最大努力擲球，結

果顯示擲球角度約在25度以上，平均角度為29.17度

(Levendusky, Clinger, Miller ＆ Armstrong,1999) 。

Linthorne(2006)也在實驗中讓球員介於10度至60度間

投擲邊線球，最佳的擲出角度落在30度，平均角度為

28.7度。本研究顯示助跑擲球平均拋射角度為27.98度

以及跨步擲球的26.12度，都接近文獻中30度角，所以

大部分球員執行足球邊線球時，都集中於25度至30度

的平均範圍擲出，會有較佳的擲出距離。 

  在擲球距離上助跑擲優於跨步擲，比較兩種擲球

方式的拋射角度無顯著差異，推斷助跑擲球有高於跨

步擲球的初速度，所以手臂擲出時擁有較高的加速度

故助跑擲球距離較遠。另外，投擲離手瞬間的高度越

高，對擲球距離會有一定的助益，且投擲速度與球體

自轉都會直接影響擲出距離，建議往後研究方向可以

擲球出手速度或球體旋轉方面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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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w-in is a method to restart a defected ball in a soccer match of eleven players. Apart from the 

technical skill and strength of the player, the release angle of the throw is also a factor affecting 

release distance.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wo commonly used ways of throw-in, investigating the 

variation of two different ways of throw-in (run-up throw-in and stride throw-in) with their release 

angles. By using a CASIO EX-F1 high speed video camera (300Hz) to collect kinematics data of 

twenty two subjects (average year of experience of 4.28±4.14 years, average height of 175.04±6.24 

cm) using two different ways of throw-in. The release angles are analyzed by using Silicon coach 

Pro. The angles and distances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Office Excel, and then analyzed through 

scatter plot. The result shows the best release angles are in the range of 20~40 degree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run-up throw-in gives an average distance longer than stride throw-in. By hypothetical 

assumption, run-up throw-in has higher acceleration, letting run-up throw-in gives  

a longer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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