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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比較五人制足球十公尺定點腳背射門動作中，優秀與次優秀選手間的差異性，探討的有球速、足加速

度、人體下肢段加速度運動學參數關係。方法: 受試對象以國中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各一名，慣用腳皆為右腳。

利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內含三軸加速規。實驗時在受試者的右踝、右膝、左踝、左膝、右腰各配戴 1 個感

測器，擷取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在定點腳背射門時相關之運動參數。結果：1.優秀和次優秀選手在個人球

速上配戴和未配戴感測器無顯著差異(顯定水準為 0.05)；2.優秀與次優秀選手之間在球速上無論是否配帶感

測器皆達顯著差異；3.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踢球時間上有顯著差異；4.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身體下肢段三軸加

速度上，經檢定後右踝、右膝、左踝和左膝的合力均達顯著差異。結論：1.配戴感測器不會影響選手的射門

球速表現；2.踢球的時間優秀選手大於次優秀選手；3. 選手配戴感測器踢球時間之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

在優秀選手的最小值中，代表前後擺腿方向移動的 X 和 Z 軸，位移比次優秀手較大，使得踢球時間較長。4.

下肢段三軸加速度的比較，五個肢段點的二十個比較值當中，十四個有明顯差異，顯示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

手在十公尺射門時，動作是有明顯的不同。 

 

關鍵字：五人制足球、腳背射門、微機電系統 

 

 

壹、 前言 

  全球最受矚目的足球運動，在每四年舉辦一次的

世界盃當中，最能直接感受到其魅力，然而除了正規

的十一人制比賽之外，也有五人制的足球比賽。五人

制比賽雖然場地較小、球較小、參賽人數少、比賽時

間較短，但其精采、受喜愛的程度並不亞於十一人制

的比賽。在足球比賽中最令人振奮的就是進球那瞬

間，蔡尚明、沈進益(2007)指出足球比賽中，球速是

一項厲害的武器，在射門時帶給守門員相當大的威脅

與壓力，而腳背踢球是所有踢法裡最主要的動作，常

用在射門動作或踢遠球。高水準的足球技術要素當中

要有力量和速度，腳背踢球可以使球產生快速、直

線、準確的動作過程。陳佑、張家豪(2009 )指出踢球

時間的長短和足速度沒有一定的關係，作用力較長的

時間並不代表能讓腳有更快的速度，有效率的踢球是

因流暢的動力鏈傳遞而使足速度增加。Kawamoto 等

人(2007)指出以足球動作研究來看，足球運動是一項

需要高精熟動作的活動。技巧熟練與技巧不熟練的足

球員在踢球動作模式上，是有明顯的差別的。蔡尚明

(2008)指出足球踢球動作的足速度，是透過人體肢段

的連結與槓桿系統而產生。球速與足速度是呈現正相

關的關係，若是足速度增加，球速也必然增加，反之

亦同。然而踢球時間若太短沒有足夠的作功時間、距

離讓球速更快，太長則會因踢球腳擺速太慢而減少加

速度使球速較慢，因此從本研究當中或許可看出優秀

與次優秀選手踢球時間之差異性。在蔡尚明、張昭盛

(2010)的研究中指出，五人制足球與十一人制足球在

人體射門動作參數表現均無明顯差異，可能是五人制

足球球體小、重量較重，而十一人制足球球體大而重 

量輕所造成的一種互補現象，所以射門時人體動作參

數並不會因為球體的大小而有所影響。五人制足球比

賽中，十公尺定點為第二罰球點，也是最容易進球的

位置之一，盧美麗、蔡輝炯(1997)研究結果指出罰球

點射門的次數越多，進球數越多。綜合以上結果，本

研究採用無線微機電感測器來研究十公尺定點腳背射

門時，優秀與次優秀選手間身體動作的關係。身體下

肢段的探討有球速、足加速度與人體下肢段加速度值

大小。藉此比較優秀與次優秀選手之間的差異，提供

教練和選手在訓練或比賽的調整與參考，以增加得分

之機會。 

 

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無線微機電感測器是運用速規感測器，測量各肢

段施力的情形，並利用無線傳輸到電腦作分析。加速

規(Accelerometer)，共有 X、Y、Z 三維方向，裝置內

有大加速度量測範圍之 XZ ±980m/s
2 及 Y±490m/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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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個量測小加速度範圍之三軸±107.8m/s
2；取

樣頻率皆為 620Hz。另有高速攝影機，420Hz 和 1000Hz

各一部。測速槍一隻。 

(二)實驗方法 

1.受試對象以國中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各一名，慣

用腳皆為右腳，相關資料如表一所示。 

2.如圖一所示，在受試者的右腳踝關節外緣突出處正

前上方(簡稱右踝，如圖一(a))、右腳膝蓋關節正前上

方(簡稱右膝，如圖一(b))、左腳踝關節外緣突出處

正前上方(簡稱左踝，如圖一(c))、左腳膝蓋關節正前

上方(簡稱左膝，如圖一(d))及右腰髖骨右側上方(簡

稱右腰，如圖一(e))等五個肢段點配戴無線感測器，

收集受試者的資料資料後加以分析。右腰使用小加

速度測量範圍的感測器，足肢段右踝、右膝、左踝、

左膝皆使用大加速度測量範圍的感測器。 

3.實驗場地佈置如圖二所示，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之

五人制足球場地規則(2006)，將長高各 3 公尺的球門

規格架網並區分成左、中、右三區塊，並以左區塊為

成功射門之區域，以控制射門之精准度。實驗器材，

包含高速攝影機擺設在球員斜右後邊，另一台高速攝

影機架設在球的右側。受試者在球網中間距離十公尺

的定點，以腳背射門的動作將球踢進成功射門之左區

域。 

4.實驗的步驟流程： 

(1)場地、實驗器材佈置，同時受試選手熱身準備。(2)

實驗準備：受試者配戴無線感測器檢視並準備開始。

(3)實驗開始：第一個口令(準備)→受試者與工作人員

定位就緒。(4)第二個口令(預備)→啟動無線感測軟體

及高速攝影機→受試者準備動作(5)第三個口令(開始)

→確認受試者配戴的無線感測器燈號有閃爍→受試者

執行射門動作，射門動作結束後，受試者靜止不動至

感測器燈號停止閃爍。(6)確認球的點是否在成功區域

內，檢查接收之資料。(7)最後一個口令(成功或失敗)

→成功休息 1 分鐘後再繼續，失敗休息 1 分鐘後重來。

(8) 受試者須重複踢十五次成功射門。(9)實驗結束。 

圖二、場地分佈圖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十五次成功射門中，分析測得之球速關

係及相關參數如下： 

1.優秀選手配戴和未配戴感測器時，球速為 76.5、

75.0(km/hr)，次優秀選手為 67.8、69.1(km/hr)， 經

過成對 t 檢定後球速無顯著差異。(如表二所示) 

2.配戴感測器時球速之比較，優秀選手為 76.5(km/hr)

和次優秀選手 67.8(km/hr)，在球速上達顯著差異(顯

定水準為 0.05) 。(如表三所示) 

3.選手配戴感測器踢球時間之差異比較，踢球時間是

指助跑完最後一步，左腳底著地後到右腳背踢出球

瞬間的這段時間，使用高速攝影機拍攝影片後，再

用 VirtualDub 軟體查看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在踢球時

間上的差異。結果兩人之間之踢球時間有明顯差 

圖一、感測器放置位置圖(a)右踝(b)右膝(c)左踝(d)左膝(e)右腰 

 異，優秀選手平均值 0.861 秒大於次優秀選手 0.699 

秒，踢球較長 (如表四所示) 。而從表五資料可看出

優秀選手的最小平均值(負方向的最大加速度值)

中，代表前後擺腿方向移動的 X 和 Z 軸分別為-284.7

與-393.6 m/s
2，比次優秀手-223.1、-336.9 m/s

2 大，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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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94.7 則較次優秀的-121.2 m/s
2 小。 

4.在時間範圍為-100~+50 毫秒內(0 毫秒代表踢球瞬

間)，以 F 和 t 檢定來看在優秀與次優秀選手身體下

肢段五個肢段點三軸加速度和合力的比較，明顯差

異的有右踝的 X 軸和合力；右膝的 X 軸、Y 軸和合

力；左踝的 Y 軸、Z 軸和合力；左膝 X、Y、Z 軸和

合力；右腰的 Y 軸和 Z 軸。二十個比較值當中，十

四個有明顯差異，顯示優秀選手與次優秀選手在十

公尺射門時，動作是有明顯的不同。(如以表六所示)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 優秀選手 次優秀選手 

年齡(歲) 15 15 

球齡(年) 6 5 

身高(cm) 177 175 

體重(kg) 68 52 

最佳成績 全國五人制足球第一名 全國五人制足球第

八名 

表二、選手有無配戴感測器球速之比較 

選  手 感測器 球速(km/hr) P 值 

優  秀 
有配戴 

未配戴 

76.5±1.36 

75.0±2.51 
0.059 

次優秀 
有配戴 

未配戴 

67.8±2.18 
69.1±3.52 

0.124 

表三、優秀和次優秀選手間配戴感測器的球速比較 

選  手 平均球速(km/hr) P 值 

優  秀 

次優秀 

76.5±1.36 
67.8±2.18 

0.0000* 

 *p<.05 

表三、選手配戴感測器踢球時間之差異 

選  手 踢球時間(秒) P 值 

優  秀 0.861±0.04 
0.0000* 

次優秀 0.699±0.05 

*p<.05 

表四、優秀與次優秀選手右踝最小平均值比較 

軸向 優秀選手 次優秀選手 P 值 

X -284.7±68.2 -223.1±12.3 0.09 

Y -94.7±17.4 -121.2±17.3 0.667 

Z -393.6±82.1 -336.9±17.2 0.667 

表五、優秀與次優秀選手身體下肢段三軸加速度差異比較(時間範

圍為-100~50 毫秒) 

選手 X 軸 P 值 Y 軸 P 值 Z 軸 P 值 合力 P 值 

右踝 0.0000* 0.495 0.749 0.0000* 

右膝 0.0000* 0.0000* 0.453 0.0058* 

左踝 0.066 0.003* 0.047* 0.0000* 

左膝 0.048* 0.00001* 0.00007* 0.0000* 

右腰 0.322 0.0000* 0.0000* 0.9013 

* p<.05 

 

肆、結論與建議 

在研究中發現： 

1.優秀選手配戴和未配戴感測器時球速無顯著差異。

配戴感測器不會影響選手的射門球速的表現，亦不

會影響運用于在力學研究的分析。 

2.配戴感測器時之球速有顯著差異 (顯定水準為

0.05) 。 顯 示 優 秀 選 手 在 球 速 的 表 現 上 ， 如 同

Kawamoto 等人(2007)所指出的以足球動作研究來

看，足球運動是一項需要高精熟動作的活動，技巧

熟練與技巧不熟練的足球員在踢球動作模式上，是

有明顯的差別，相同的也呈現在球速上。 

3.在踢球時間上，優秀選手平均值 0.861 秒大於次優

秀選手 0.699 秒，踢球較長且有明顯差異。這與蔡

尚明(2008)指出球速與足速度是呈現正相關的關

係，若是足速度增加，球速也必然增加，反之亦同

的觀點不一樣。從優秀選手的加速度最小平均值

中，代表前後擺腿方向移動的 X 和 Z 軸，分別為

-284.7、-393.6 m/s
2，比次優秀手-223.1、-336.9 m/s

2

大，表示優秀選手的右踝向後擺動的距離較長，位

移的比次優秀手較大，踢到球的力距增加使得球速

增加，說明了優秀選手踢球時間較次優秀選手長的

原因；也驗證了陳佑、張家豪(2009)的研究指出踢球

時間的長短和足速度沒有一定的關係，有效率的踢

球是因流暢的動力鏈傳遞而使足速度增加。 

4.在時間範圍為-100~+50 毫秒內(0 毫秒代表踢球瞬

間)，五個肢段點三軸加速度和合力的比較中，二十

個比較值裡，有十四個明顯差異，顯示優秀選手與

次優秀選手在十公尺射門時，動作是有明顯不同

的，這與 Kawamoto 等人( 2007)指出技巧熟練與技巧

不熟練的足球員在踢球動作模式上，是有明顯的差

別的觀點相符。 

建議：在射門時球速是一大武器，如何讓球速更快，

以求最有力的射門增加得分之機會，可從支撐腳著地

到踢到球的這段時間去調整，足夠的踢球時間能使身

體的動力鏈更流暢，做好踢球的準備動作，才能達到

有效率的射門。定點踢球是射門最基本的技術之一，

應確實做好踢球腳後擺的動作，有足夠的擺腿時間，

才能使球速更快。在平時的訓練上應要求姿勢的調

整，球員的踢球習慣與姿勢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專業

訓練，才能使其成為優秀選手。本研究中證明了優秀

選手射門球速優於次優秀選手，在腳背射門動作技巧 

較次優秀精熟，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往這方面作詳細

探討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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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Compare futsal ten meters designated instep shot a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ite 

and sub-elite athletes, explore ball speed, Kicker time with the ball velocity Relations, human lower 

limb segment acceleration kinematic parameters of the relationship. Method: The Subjects each an 

elite and sub-elite. The idiomatic feet are right foot. Using wireles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MEMS) sensors includes tri-axial accelerometers. Experiment when the subject's right 

ankle, right knee, left ankle, left knee, The right side of the waist, each wearing a sensor to retrieve 

the motion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the elite and the sub-elite at designated instep shot. Results: 

1. The elite and sub-elite athletes in the individual ball velocity wear and not to wear sensor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ignificant given the level of 0.05); 2. The elite and sub-elite on the ball 

velocity whether or not equipped with sensors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 The elite and sub-elite 

to kick the ball at time i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me; 4. The elite and sub-elite athletes in 

the body the lower extremities paragraph tri-axial acceleration certificated after right ankle, right 

knee, left ankle and left knee joint force reach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1. Wear 

sensors will not affect the players shot the ball speed performance; 2. Good players kick the ball 

time is greater than the sub-elite athletes; 3. Players to wear sensors Kicker time differences, the 

two betwee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represents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elite 

athletes kick moved in the direction X and Z axes, the displacement is larger than the plays 

excellent hand, so that the kicker time longer. 4. Comparison of the lower limb segment tri-axial 

accelerometer, the five limb segment twenty comparison value which, fourtee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elite and sub-elite athletes in the 10 meter instep shot action, action is obviou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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