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第 14 卷第 2 期，08-13 頁 (2017 年 12 月) 

8 

 

*通訊作者：湯文慈 國立體育大學 

Email：wttang@ntsu.edu.tw 

地址：333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旋踢踢擊不同護具位置對得分判定之影響 
 

1張榮三  1林羿君  1許志文 2蕭新榮 1湯文慈* 

1國立體育大學  2東海大學 

 

投稿日期：2017 年 7 月；通過日期：2017 年 11 月 

 

摘要 

目的：探討優秀跆拳道選手旋踢不同踢擊位置對電子護具得分判定之影響。方法：以 20 位優秀大專

甲組擅長旋踢動作之跆拳道選手為受試者，並利用電子感應護具與計分系統進行量測。採用 SPSS 20.0

版處理，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數 (α=.05) 進行統計分析，比較不同踢擊位置於電子護具力量感應

數值的差異及得分判定。結果：旋踢踢擊電子護具正面區塊顯著大於側面區塊力量感應數值  (p 

< .05)；在得分判定方面，踢擊護具正面有 82%的機率會絕對得分高於兩側位置。結論：Daedo 電子

護具正面位置感應數值及得分機率高於側面。採取旋踢攻擊鎖定正面位置，能提升有效的得分，而

在防守策略上應盡量避免曝露正面的有效感應區，防守多採取側面迎擊與手部防禦減少對手的有效

接觸。 

 

關鍵詞：電子護具、感應數值、得分判定門檻 

 

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跆拳道是一項須具備速度與準確度，並涉及高度

攻擊技巧的比賽，亦是臺灣亞奧運重點發展項目。過

去跆拳道比賽由四位裁判依據目測及聽覺判定得分，

對於打擊力道未有標準，以腳部為主的旋踢攻擊動作

速度快並具連續性，因此在人工判定得分上存在許多

爭議性 (張榮三、董佳璋、洪榮聰，2006；高霈詠、

施靖桓、周玉與宋玉麒，2009；蕭景琪、鴻宗穎、鄭

景隆、湯文慈，2010)。為追求公平競賽，自 2008 年

起，在全球錦標賽中開始使用電子護具計分系統，透

過放置有壓力感測元件的電子護具進行得分判斷，並

於北京奧運會使用官方的電子護具。 

電子護具可提供良好客觀的數值做為評分，但卻

有部分因素可能影響測力計的力量判斷，Tsui 與 Pain 

(2009) 的研究中，為了瞭解護具對人體的保護，而透

過放置假人胸前的測力板與電子護具進行踢擊，發現

踢擊時的實際力量與護具上略有落差。此顯示護具感

應力量感應非僅存線性關係。因此開始有研究對跆拳

道電子護具的各踢擊區域進行一致性分析  (Tasika, 

2013)，其透過一件電子護具的十個區域，模擬 4 公斤

踢擊的情形，便以 4 公斤鐵球從三種不同高度下 

(1.78, 1.92, & 2meters) 進行掉落撞擊測試，並收集在

撞擊時的動力學能量值，其結果雖然發現整體的 CV 

為 4.8%與三個高度的 CV 為 5.47%、4.77%和 4.18%，

整體可靠性為： Chronbach 的 α = 0.979 ，單一措施

的 ICC = 0.572 ，平均測量的 ICC = 0.976，顯示測試

間與區域間的 EBP 可靠性並不佳，提出建議對比賽

使用的評分器材更加審慎檢驗，進而維護選手間的公

平性。 

跆拳道以強而有力的踢擊聞名，跆拳道選手有多樣化

的踢擊動作去做選擇，然而以往的科學文獻跆拳道比

賽中最常使用的動作與得分率技術以旋踢為最高

(Falco, Alvarez, Castillo, et al., 2009; Lee, 1983; Wasik 

& Shan, 2015)，而在電子護具在 2009年正式使用後，

規則自然也不斷的在修正，但旋踢攻擊動作仍是比賽

中攻擊率、得分率、成功率最高的常用動作 (胡博綱、

秦玉芳、陳銨漵、蘇泰源，2011)。自 2000 年起積極

著手修訂新得分、記分方法，其中以動作難度、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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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及重擊程度等來訂定 (葉竣翔，2016)。而周桂名 

(2010) 研究發現在踢擊 Daedo 電子護具過低或過高

的位置，只是將護具受到角度的傾斜，難以造成得分，

而護具中央位置是為最佳踢擊得分的目標位置。在電

子護具對於肋部與腹部的得分難易度程度不同是由於

電子護具的設計原理來自壓力，身上穿戴電子護具，

當對手進行踢擊的部位是兩肋骨部分時，作用力與反

作用力相對比較容易達到標準，反之，當踢擊到腹部

時，則會有反作用力不足的情形，相對較難達到得分

的要求 (魯凡、高志紅、劉良宗，2010)。就以踢擊的

技術來說，踢擊角度上的不同而影響感應器接收到垂

直撞擊的力量，但感應面卻又是另一件事，是故，本

研究想針對以踢擊正面與側面的中央位置之差異探

討。 

競技殿堂要如何運用科學儀器進行訓練與分析，

以突破菁英選手技術的瓶頸，已成為運動競技場外的

另一項重大競爭 (王翔星、朱木炎、湯惠婷，2016)。

自電子計分後主導跆拳道的技術發展將產生重大變

化，教練應朝向電子護具容易得分之動作技術加以研

發與訓練。如今想在跆拳道項目奪牌則必須瞭解電子

護具的計分原理，讓選手瞭解該如何透過電子襪進行

中端攻擊，獲得致勝先機。 

目前Daedo 與KP&P 二種品牌之電子護具有經世

界跆拳道聯盟認可使用，而在近年來國際正式賽會使

用率以Daedo高於KP&P品牌，特別在 2012年及 2016

年二屆奧運會國際大型賽會皆使用 Daedo 品牌，相關

使用於國際正式相關錦標賽情形，上網查詢世界跆拳

道聯盟官網 http://worldtaekwondo.org。目前在 2016

至 2017 年世界跆拳道聯盟舉辦賽事，在使用 Daedo

電子護具廠牌已有 13 場大型賽事而使用 KP&P 廠牌

則有 8 場大型賽事。 

本研究使用最高等級賽事的是奧運會所規定穿戴

的Daedo護具，以實際踢擊不同位置對電子護具感應

磅數的影響，以提供護具製作公司有更多的考量方向

及教練選手設計踢擊訓練內容與提及策略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探討優秀跆拳道選手旋踢不同踢擊位

置對電子護具感應數值與得分判定之影響。具體目的

為： 

(一) 不同踢擊位置與感應數值之差異性進行探討。 

(二) 不同踢擊位置與感應數值之得分判定分析。 

 

三、操作型定義 

(一) 得分判定：依據2016奧運跆拳道比賽各量級得分

感應數值設定。奧運量級分為四量級 (以男子組為

例)，第一量級得分門檻為36以上、第二量級得分門檻

為38以上、第一量級得分門檻為40以上及第四量級得

分門檻為42以上，為得分判定。 

(二) 旋踢動作：先以側身前後腳開立，由後腳蹬地向

前抬膝，使小腿收縮成夾角站姿，再以支撐腳髖關節

為軸，由後腳跟向前旋轉帶動臀部，使攻擊腳與地面

成平行，並以膝關節為軸，使小腿沿半月弧度彈振帶

動腳背向目標踢出，如下圖1。 

 

 

1-1 準備姿勢          1-2 抬腳 (膝蓋最高)   

1-3 最大膝關節屈曲    1-4  踢擊 

圖1 旋踢攻擊之分解動作圖 

 

(一) 踢擊位置：以垂直感應面踢擊電子護胸護具之右
面、正面、左面 (如圖2)。 

 

 

圖2 踢擊角度示意圖與踢擊位置示意圖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擅長旋踢動作之選手20 名作為實驗參

與者 (身高：177.45 ± 5.94 公分；體重67.75 ± 9.40公

斤；年齡19.90 ± 0.98歲)，動作技術具全國水準，每位

實驗參與者於六個月內均無影響，執行旋踢動作之受

傷紀錄，皆受跆拳道訓練連續7年以上 (跆拳道訓練年

資：10.25 ± 1.77年)。實驗參與者在接受實驗之前，需

http://worldtaekwondo.org.目前在2016/
http://worldtaekwondo.org.目前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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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一份實驗參與者同意書，表示其瞭解本實驗之目

的與流程，並能全程參與本實驗，且願意盡個人最大

努力完成本實驗所要求之旋踢動作。 

二、重要儀器 

(一) 電子感應護具與計分系統，本研究使用Daedo牌

電子感應護具與計分系統進行實驗，系統皆包含電子

護胸、電子襪套、訊號發射器、訊號接收器與計分系

統介面。使用電子感應護具與計分系統得到每次實驗

參與者之旋踢動作撞擊電子護胸護具不同位置上之感

應磅數，以 Excel軟體紀錄每次踢擊測量時，計分系

統介面所顯示的感應磅數。 

(二) 懸掛式沙袋，將電子護胸固定於沙袋上，供實驗

參與者執行旋踢動作。 

 

三、實驗資料收集 

    實驗開始前先給予實驗參與者填寫基本資料表，

同時說明實驗流程，再請實驗參與者詳細閱讀實驗參

與者同意書後簽名。請實驗參與者進行15分鐘之熱身

活動，，待實驗參與者準備充分後，進行旋踢動作拍

攝。本研究實驗要求每位實驗參與者成功執行旋踢動

作15次，其目標分別為沙袋上電子護胸之左面、正面、

右面各5次；並要求實驗參與者以最大努力完成每次旋

踢動作。請實驗參與者依據研究人員的量角器指示所

表示踢擊入射線踢擊護具位置，踢順序為左面5次，再

正面5次，最後右面5次。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分為 (一) 實驗參與者基本資

料；(二) 電子護具受衝擊後之感應磅數；二部分進行

說明。 

(一) 實驗參與者基本資料：本研究透過實驗開始前，

請實驗參與者親自填寫之基本資料調查表收集實驗參

與者之年齡、身高、體重、踢齡、慣用腳、量級等基

本資料。 

(二 ) 電子護具受衝擊後之感應數值：以Microsoft 

Excel 軟體紀錄每次踢擊與砝碼感應測試時電子護具

計分系統介面顯示之感應數值，先比較不同位置的感

應數值再依據奧運各量級得分門檻比較出各踢擊位置

的比例。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探討旋踢踢擊電子護具的三種位置下感應

數值，使用SPSS 20.0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受試者

基本資料、電子感應數值以平均數±標準差之方式呈

現，並根據研究目的，透過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

析考驗三種護具位置之感應數值，若達顯著差異運用

LSD法進行三種護具位置事後比較，顯著水準訂為

α=.05。 

 

參、結果與討論 

    以垂直感應面旋踢踢擊不同護具位置之電子感應

數值達顯著差異 (p < .05)，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護具

正面>護具左面 (51.03 ± 10.22 > 41.87 ± 12.63)；護具

正面>護具右面 (51.03 ± 10.22 > 42.53 ± 13.76)，如表1

所示護具左面與護具右面無顯著差異，表示護具兩側

面感應數值並無差異，此研究顯示正面區塊顯著大於

側面區塊力量感應數值。為了有效得分，在旋踢動作

訓練上應以正面為踢擊為主要目的位置。可能原因是

電子護胸護具正面有較大的接近感應片面積，亦可能

有較大的感應面積或感應點，將踢擊腳的腳背 (穿電

子襪) 接觸到護具的感應片，以獲得較高感應數值。 

 

表1 旋踢踢擊不同位置之電子感應數值摘要表(N=20) 

 
護具 

左面 

護具 

正面 

護具 

右面 
F值 

事後 

比較 

電子感

應數值 

41.87 

± 12.63 

51.03 

± 10.22 

42.53 

± 13.76 

8.75

6* 

正> 左， 

正> 右 

* p < .05 ; N為實驗參與者人數。 

 

    由圖3踢擊電子護具位置之電子感應關係曲線圖

可得知，護具正面感應數值曲線前中段在護具左右面

上方，而在護具左右面曲線，除了極端值外，兩條曲

線極為相似。可能與護具設計有相關，Tsui與Pain 

(2009) 的研究中，發現踢擊時的實際力量與護具上感

應數值略有落差，顯示護具感應力量感應非僅存線性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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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踢擊電子護具各位置之感應數值關係曲線圖

(N=100) 

 

    關於得分判定，奧運跆拳道比賽依體重分為四個

量級，根據奧運比賽規定，第一量級得分門檻為感應

數值達36以上得分，第四量級得分門檻為感應數值達

42以上得分，故本研究將當感應數值低於36以下是為

絕對不得分，介於36-42感應數值為可能得分區塊，而

在感應數值為42以上是絕對得分。由圖4所有踢擊各電

子護具位置之電子感應達得分門檻之次數百分比進行

分析得知，踢擊三種護具位置之得分判定，在踢擊護

具正面有82%的機率會絕對得分、護具右面有59%的

機率會絕對得分，而護具左面有48%的機率會絕對得

分；絕對不得分的比率而言，護具正面只有12%的機

率。採取旋踢攻擊應鎖定正面區域踢擊，能獲得較高

的電子感應數值。 

 

33%
12% 22%

19%

6%

19%

48%

82%
59%

0%

20%

40%

60%

80%

100%

護具左面 護具正面 護具右面

36以下 36-42 42以上

圖4 所有踢擊各電子護具位置之電子感應達得分門檻

之次數百分比 

    由上述結果可知，以旋踢踢擊電子護具之左面、

正面及右面等三個位置進行測試，踢擊正面位置的感

應數值與得分判定大於左面及右面。其可能原因電子

護具正面有較大的接近感應面積，亦可能有較大的感

應面積或感應點。實驗參與者能完整將旋踢踢擊的穿

電子襪腳背接觸到護具的感應片，以獲得較高的感應

數值。Daedo電子護具本體感應元件內有1片感應片及

1片接近感應片，接近感應片是包覆整個軀幹位置，衝

擊感應片主要感應踢擊的力道，而接近感應片是負責

接收感應踢擊的面積 (李亦芳、蔡秀華、程瑞福，

2016)。因此，踢擊護具正面的技術，宜多利用與訓練，

換言之，是以增加攻擊的有效得分。相反的，防守策

略上應盡量避免曝露正面的有效感應區，故防守多採

取側面迎擊與手部防禦減少對手的有效接觸。 

 

肆、結論 

    Daedo電子護具正面位置面積較大，讓旋踢踢擊

時能較有較大的受力面積，亦能更準確踢中目標，使

得踢擊正面位置所獲得護具感應數值高於兩側面，也

獲得較高的得分機會。在訓練及比賽上採取旋踢攻擊

鎖定正面位置，能提升有效的得分，防守多採取側面

迎擊與手部防禦減少對手的有效接觸。提供製作護具

公司有更多的設計考量方向及教練與選手踢擊訓練內

容與提及策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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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resulting scores of different kicking positions 

on the Electronic Body Protector for the elite Taekwondo athletes. Methods: Twenty elite 

Taekwondo athletes who are good at Roundhouse Kick are selected. Each of them kicks on the 

Electronic Body Protector and the responding scores are recorded. The data is analyzed using SPSS 

20.0. The one way ANOVA with repeated measures is used to test whether the scores on the 

different kicking position using the Electronic Body Protector will be differen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is set to 0.05. Results: The inductive value of kicking on the front position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inductive value kicking on the side positions. There are 82% chance which the 

scores of kicking on the front will be higher than 42. Conclusions: Daedo Electronic Body 

Protector is more sensitive on the front position than the side positions. The defense strategy is to 

avoid exposing the front side and use the flank attack and hand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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