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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緒論：成長過程中的任何技能，都是經由長時間練習而來的，投擲動作也是如此，對於發展學童而

言，練習對於學童而言顯得相當重要。本研究在於瞭解國小男童在過肩投擲八週訓練前後手臂向前

揮動初期軸心腳與球體離手瞬間之引導腳，分別在前足區 (細分為五區)、中足區及後足區上的壓力

分佈差異以及壓力中心走向之差異。方法：以 19 名國小學童為參與者，透過 Medilogic 測力鞋墊 

(60Hz) 及其分析軟體 (Medilogic 3.8 版) 配合攝影機 (JVC 9800, 60Hz)，以 Medilogic 系統內建

FAp-video 軟體同步紀錄動作，並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結果：國小男童訓練後在向前揮動初期軸

心腳的壓力區由足跟區轉而集中在前足區，並達到顯著差異；而球體離手期引導腳的壓力區亦由足

跟區變為集中至前足區，同樣達顯著差異。男童練習前和練習後的離手球速有顯著差異，且練習後

的離手球速優於練習前；且足壓中心走向分布圖有差異，XY 軸範圍皆擴大。結論：本研究結果發

現男童訓練後足壓分佈明顯不同、壓力中心向前移動趨勢明顯，顯示可見充分的練習確實有助於運

動表現的進步，建議國小體育教師進行投擲相關課程教學時觀察學童投擲動作型態再予以指導，並

加入引導腰部旋轉訓練與軀幹前傾動作。 

 

關鍵詞：過肩投擲、鞋墊、足壓中心 

 

壹、緒論

練習的效能與效率是影響動作表現的，如何花費最少

的時間、做最有效率的練習 (黃愷婕，2013)，是目前

必須去努力的方向。人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學習許多動

作行為 (Gallahue, 1993; Gallahue & Ozmun, 1998) 來

維持生活所需，日常生活中，許多動作行為通常都是

由數個分段動作加以組合而成，例如口渴喝水、舉手

發問、投擲…等都是  (Gallahue, & Ozmun, 2002; 

Schmidt, 1975)，而這一些動作都是需要學習後並重複

練習的，對於發展階段的國小學童而言，動作的重複

練習直接影響到運動表現的，在學習運動技能更是如

此，更需要教練從旁指導與修正讓學生可以往正確動

作去發展。投擲是人類重要的基本動作之一，也是許

多動作的基礎，舉凡是拋、丟、擲、扔、投、傳等動

作都是。投擲動作是透過人體的協調、肌力、神經系

統等全身綜合能力而成，因此投擲動作不但是個體身

體協調性的統整表現，亦是人類動作發展中很重要的

參考指標 (詹文祥、邱文信、林思妤，2015)。平日常

見的投擲動作，亦為競技動作所常見，不管是棒球投

球、標槍投擲、手球、板球或是水球投擲方面的研究，

一直以來都是運動技術與復健醫療方面的研究重點，

更是動作發展領域的方向目標。 

 投擲動作是屬於操作性動作技能，是需要上下半

身協調來完成的，以流暢的腰、腿動作，才能夠產生

肩、肘、腕等連續動作，使手的移動加快，並完成強

而有力的投擲動作。投擲動作最主要的參考依據是速

度，為了得到最大的出手速度，就要有最大的肢體末

端速度，軸心腳 (後腳) 的工作主要作為推進的力

量，並提供投球時的起始動力，球速較快的投手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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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腳 (前腳) 著地時，則扮演穩定投手身體重心，提

供能量轉換及支撐的功能，將下肢力量轉移，上傳至

軀幹，其軸心腳水平推力值遠大於球速慢的選手，因

為球速快的選手藉由軸心腳的水平推力，能讓前腳向

前跨出並使身體轉向，才能讓前腳著地後穩固，讓動

能做最有效的傳遞 (Elliott, Grove, & Gibson, 1988)。

投手的極致球速表現，是仰賴著其全身的協調工作，

但一個好的投擲技術是建立在強而有力下半身上，尤

其是下肢力量對於投球球速有關鍵影響。美國肌力與

體能運動協會 (NSCA) 對於投手的訓練處方中，如果

要讓選手表現進步，會加強在下肢的鍛鍊上 (Sophia, 

2005)，因此下肢強化訓練以及運用策略也是影響運動

表現的主因，不可以只是強化上半身的訓練而忽略掉

下肢的重要性。在手臂加速向前揮動的過程中，下肢

扮演支撐投擲者身體的角色尤其重要，所以下肢是整

個投球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部份，對投擲動作成就表

現，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人體移動的力量是由地面

由下往上傳遞，人體作用於地面的力量，則來自於骨

骼肌肉系統搭配關節、韌帶…等配合，才能給予地面

作用力，人體給予地面作用力越大，地面給予人體的

反作用則越大 (邱文信，2009；鍾寶弘，2000)，此時

對於雙足足底就會產生足底壓力，足底壓力可以呈現

出人體在肢體上的移動，人體移動的力量是需要直接

或是間接得到地面反作用力而來，不論是垂直或是水

平動作移動都是需要了解足底壓力，因此觀察足底壓

力可以了解運動表現的 (覃素莉，2002)。 

過去在探討地面反作用力都會使用單軸 load cell 或測

力版 (邱文信，2009；林俊龍，2006；Werner, Guido, 

Richardson, & Stewart, 2005)，得到的是整體且總力的

數值，無法知道足底細部的受力情況，更無法得知雙

足各區的力量變化與壓力中心走向情形。因此分析足

底壓力是有助於動作表現的，本研究針對國小學童投

擲練習前後對於過肩投擲所產生的足底壓力資料進行

研究，探討軸心腳及引導腳足底分區壓力分佈比例差

異，配合壓力中心分佈圖之差異，以了解練習前後足

底壓力的模式。 

 

貳、方法 

一、參與者： 

本研究19名新竹市某國小五年級男生，從未經過

任何投擲訓練並投擲動作慣用手為右手為主，平均年

齡為10.9 ± 0.5歲、身高為136.0 ± 6.2公分、體重為35.9 

± 8.8公斤，參與者均無身體動作能力上障礙，且一年

內無肢體傷害為主；本研究於蒐集資料前先經過國立

體育大學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通過，且所有參與者於

參與前皆已了解實驗內容並簽署參與者同意書。 

 

二、實驗方法： 

參與者於雙腳穿著Medilogic無線式足底壓力量

測系統 (60Hz) 並配合JVC- 9800攝影機 (60Hz)，以

Medilogic系統內建FAP-video軟體進行同步並記錄動

作，研究訓練前、後投擲時足底壓力。 

 

三、實驗流程： 

在實驗前會先向參與者說明實驗流程與注意事

項。練習前先進行前測之動作拍攝，之後每週一、三、

五將請參與者於晨光時間在操場練習原地過肩投擲30

球，雨天則改至地下室進行投擲練習。參與者練習時，

研究者適時給予動作回饋與技術指導。經720次的投擲

練習後，再進行後測的動作拍攝與足底壓力測力鞋墊

資料蒐集。本研究以網球進行過肩投擲動作，投擲的

情境要求必須為「最大力量」，實驗開始前先進行熱

身10分鐘與試投3球 (試擲數據不採計為實驗資料)；

蒐集實驗資料時，參與者站立於投擲區，聽到投擲命

令「開始」，即全力朝目標區 (以棒球九宮格架做為

引導，距離9公尺) 投擲，以投到為主，每次投擲間隔

30秒鐘，每人投擲5球，以球速最高的3球進行分析。 

 

四、資料收集與處理： 

(一) 投擲動作分期：投擲全期為下圖1，從為手臂後

擺開始到球體離手後結束，投擲動作更分為五期，分

期描述如下： 

(1) 準備期：參與者一開始動作到前導腳的膝蓋抬到

最高點。(2) 跨步期：參與者朝目標向前產生速度開

始到前導腳著地。(3) 擺臂期：從前導腳著地開始到

投擲手之肩關節達最大外旋。(4) 加速期：肩關節最

大外旋結束，手臂開始向前移動到球離手。(5) 減速

期：從球離手到肩關節達到最大內旋，手臂停止動作。 

(二) 軸心腳與引導腳：如圖1本研究軸心腳為後腳，

引導腳為投擲者往目標區之前腳 (慣用手為右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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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投擲動作全期 (由作者自行拍攝) 

 

(三) 足底壓力收集與分區：本研究投擲動作的資料是

以測力鞋墊配合攝影機拍攝投擲動作，為求研究結果

精準，故兩者擷取頻率為60Hz，使用Medilogic內建足

壓分析軟體進行分析。足底壓力分區、分佈及足底壓

力中心X軸與Y軸走向：本研究採用Rozema等人 

(1996) 的足底分區方式如圖2，將足底分為七區分佈

比例，包含足跟、足中及前足區 (包含第一蹠骨、第

二蹠骨、其他蹠骨、拇指、其他腳趾區)。壓力分佈計

算方式為該區垂直壓力加總除以全足壓力，單位以百

分比 (%) 方式呈現；足底壓力中心走向則以 (mm)

呈現。 

 

圖2 足底壓力分區、分佈及X軸與Y軸走向 

 

(四) 資料處理：每位參與者投擲資料由軟體匯出，獲

得足底壓力中心位置及各感應器足底壓力資料，再以

Microsoft Excel軟體進行足底壓力分區計算，將足底壓

力資料分為七區，並以足底壓力資料配合動作影片擷

取出向前揮動初期軸心腳以及球離手瞬間引導腳之壓

力分佈資料，由上述資料來比較訓練前、後的差異性。 

(五) 統計方法：本研究以訓練前、後所獲得之足底壓

力分區分佈資料，以相依樣本 t考驗經SPSS for 

Windows 12.0統計分析，比較訓練前、後之差異，顯

著水準訂為α＝.05。 

 

 

參、結果 

一、比較男童過肩投擲前、後測之軸心腳在手臂向前

揮動期分別在前足區、足中區及足跟分區上的壓力分

佈比之差異。 

表1為投擲練習前、後在手臂向前揮動期軸心腳在

前足、足中、足跟分區上的壓力分佈差異，在練習前、

後比較發現，壓力從原本的足跟區轉移到前足區，經

由相依樣本t考驗所得結果，在前足區、足中、足跟壓

力分佈比例以及在前足區之五項分區壓力分佈上，練

習前、後除了前足第二蹠骨區外，其他分區都有達顯

著差異。 

 

表1 練習前、後在手臂向前揮動期軸心腳在前足、足

中、足跟分區上的壓力分佈比例之比較 

項目 
練習前 練習後 

t 值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前足(拇指)區(%) 

前足(其他腳趾)區(%) 

前足(第一蹠骨)區(%) 

前足(第二蹠骨)區(%) 

前足(其他蹠骨)區(%) 

 1.77 ± 1.30 

 3.92 ± 3.39 

 5.17 ± 3.88 

 6.57 ± 5.56 

13.04 ± 7.47  

27.24 ± 10.57 

15.17 ± 7.54 

17.92 ± 6.64 

 9.76 ± 6.20 

 8.02 ± 5.79 

-10.300* 

-6.870* 

-7.320* 

 -1.650  

  2.362* 

前足區(%) 29.48 ± 10.29 78.09 ± 10.77 -18.160* 

中足區(%)  3.33 ± 9.06  8.44 ± 7.87 8.180* 

足跟區(%) 40.18 ± 12.20 13.47 ± 8.54 9.371* 

*p < .05 

 

二、比較男童過肩投擲前、後測之引導腳在球體離手

瞬間分別在前足區、足中區及足跟分區上的壓力分佈

比之差異。 

 

表2 練習前、後引導腳在球體離手瞬間分別在前足

區、足中區及後足分區上的壓力分佈比率之差異 

項目 
練習前 練習後 

t 值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前足拇指區(%) 

前足其他腳趾區(%) 

前足第一蹠骨區(%) 

前足第二蹠骨區(%) 

前足其他蹠骨區(%) 

 4.78 ± 6.16 

 5.36 ± 4.71 

 5.48 ± 5.53 

 5.00 ± 3.71 

10.65 ± 6.12 

14.09 ± 11.08 

17.96 ± 11.18 

 7.56 ± 5.46 

10.48 ± 8.04 

19.74 ± 10.20 

-2.880* 

-5.440* 

-1.180  

-2.970* 

-3.429* 

前足區(%) 31.28 ± 13.65 69.82 ± 14.65 -8.289* 

中足區(%) 24.20 ± 10.76 12.54 ± 9.62 3.080* 

後足區(%) 44.52 ± 14.85 17.64 ± 10.38 6.010*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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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男童過肩投擲前、後測之雙腳在投擲全期時

之足底壓力中心分佈的變化情形。 

    表3為練習前、後雙腳在投擲全期時之足底壓力中

心分佈的變化，在練習前、後比較發現，在左右方向 

(X軸)、前後方向 (Y軸)，經由相依樣本t考驗所得結

果發現，在X軸左右方向是有達顯著差異的，Y軸前後

方向是未達顯著差異的。 

 

表3 投擲全期兩腳總和壓力中心走向之XY軸變化量 

項目 

練習前 練習後 

t值 

平均值 ± 標準差 平均值 ± 標準差 

X軸變化量

(mm) 

Y軸變化量

(mm) 

442.89 ± 230.18 

672.78 ± 368.89 

617.11 ± 142.82 

927.56 ± 180.45 

-2.440* 

-2.038  

下圖3到圖5為作者取三位參與者在練習前、後的投擲

整個時期走向，用座標呈現，中心點0為X軸與Y軸的

交叉點，縱軸 (Ｙ軸, 單位mm) 與橫軸 (X軸, 單位

mm) 為雙腳總和之壓力中心散佈情形，由下圖可以發

現，在練習前學童的足壓散佈圖形是屬於不規則的；

練習後的學童都會有回鉤的情形產生。 

 

 

 

 

 

 

 

  

圖3 男童投擲全期足底壓力分佈 (左圖為練習前，右圖為練習後) 

  

圖4 男童投擲全期足底壓力分佈 (左圖為練習前，右圖為練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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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男童投擲全期足底壓力分佈 (左圖為練習前，右圖為練習後) 

肆、討論 

一、比較男童過肩投擲前、後測之軸心腳在手臂向前

揮動期分別在前足區、足中區及足跟分區上的壓力分

佈比率之差異。 

    揮動期是從動作預備至球出手這段期間，男童經

720次訓練後，由足底壓力數值可以發現，在練習前、

後足跟、中足、前足這三個分區有著不同的表現，在

練習前最大足底壓力分佈在足跟區 (40.18%)；練習後

則集中在前足區 (78.09%)，更集中在前足拇指區、其

他腳趾區、第一蹠骨區這三個區域，代表著在向前揮

動期之軸心腳壓力全部集中在前足區，軸心腳的水平

推力讓前腳向前跨出並使身體轉向，才能讓前腳著地

後穩固，讓動能做最有效的傳遞，此結果與邱文信 

(2009) 和郭乾佑、邱文信 (2012) 研究結果相似，因

為在引導腳著地後，投擲手側的骨盆以及上肢軀幹向

前旋轉，軸心腳進而帶動髖部轉動，此時期身體重量

向左前轉移，造成足底壓力分佈上會偏向前足，尤其

特別集中在前足拇指區，而分佈的區域較集中正好可

以說明男童此時重心壓力的轉換比前測還要集中，在

過去影響投擲的因子中，增加前傾角是相當重要的一

部分，可以有效的將身體重量轉移到較穩固的前腳 

(Stodden,Fleisig, McLean, & Andrews, 2005)，也是投擲

技能中最主要的動力來源，也因為這樣子，練習前、

後產生出不同的差異。 

    揮動期的軸心腳力量的轉移本來就是為了讓引導

腳做出最大的跨步與支撐，讓引導腳穩固著地，但在

上半身開始動作前，下半身的腳步力量已經開始轉

移，從軸心腳膝蓋彎曲開始，就是為了讓軸心腳有更

大的水平推力，讓軸心腳有讓身體前進的力量，這是

有助於球速的提升 (陳書瑋、湯文慈、龔榮堂、鴻宗

穎，2011)，學童經由練習後的投球方式，就有如棒球

選手的投球動作，會先將軸心腳膝蓋屈曲、伸展最後

再進行推蹬將力量傳遞到引導腳上。就整體而言，練

習過後足底壓力的用力情形都集中在同一區域，這代

表著練習後的壓力中心轉換上比練習前還要迅速跟集

中，這樣能量的傳遞是有助於產生高球速的，人體移

動的力量是由地面由下往上傳遞，因軸心腳力量傳

遞，使得軀幹加速到上半身，讓末端肢段擺臂速度增

加；練習前反而在軸心腳上沒有做出能量最好的傳

遞，由足底壓力數值可以發現，最大值集中在後足區，

代表在軸心腳沒有做出最好的水平推力上引導腳向前

跨越至最大步幅，在高末端擺動速度下，如果引導腳

沒有做出穩固的支撐，是容易在球出手後造成投球者

跌倒的。因為從引導腳著地後，在引導腳落地之後，

引導腳出現前後的剪力或煞車 (braking force) 作用讓

下肢減速，一直到球離手時，向下的落地壓力和腕速

度有關。過去研究證明腳驅動影響腕速度，並且顯示

此時腳步可以產生最大垂直作用力比上述的手臂加速

初期更大，可以達到1.5倍體重，甚至是1.7倍的體重 

(林俊龍，2006；邱文信，2009)。 

 

二、比較男童過肩投擲前、後測之引導腳在球體離手

瞬間分別在前足區、足中區及足跟分區上的壓力分佈

比率之差異。 

    球體出手後，軸心腳與引導腳此時雙腳同時都在

地面上，但軸心腳的水平推力已經傳遞至引導腳上，

在練習前、後的比較上，由練習前可以發現，前足、

中足、後足三個區域數值是相近的，與練習後的數值

相比有極大的不同，練習前最大足壓在後足區 

(44.52%)；練習後最大足壓在前足區 (69.82%)，更集

中在前足拇指、前足其他腳趾區、前足其他蹠骨區，

在引導腳落地時，身體為了順勢向前，必須將身體重

心進行轉移，由軸心腳腳跟轉移到引導腳腳尖，此時

跟身體重心會和腳成一直線，身體開始向前傾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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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引導腳在球體出手後因為需要作煞車與穩定，才能

讓整個身體動作趨近穩定，使得最大足壓集中在前足

區域，過去研究顯示出在投擲動作末期球體離手時之

腳步可以產生最大垂直作用力比手臂向前揮動加速初

期會接近2倍體重 (MacWilliams, Choi, Perezous, Chao, 

& McFarland, 1998；邱文信，2009)，因為此時之投擲

手側骨盆與上半身軀幹持續向前旋轉，肩關節則作水

平內收與內旋動作；在下半身方面，軀幹向下傾斜，

所以重心移至引導腳  (Fleisig, Escamilla, Andrews, 

Matsuo, & Barrentine, 1996)，而此時引導腳必須要產

生有效的剪力或是煞車作用，才能將能量順力向上傳

遞，進而提升球速，本研究參與者實驗結果是集中在

前足區，且前足五區分佈略趨平均分散，代表著前足

正在做最後煞車動作，讓軸心腳給與身體的水平推力

降到最低，此時投擲手才可以減緩速度項下擺動，軸

心腳也順勢向前擺動，讓身體完全靜止。 

 

三、比較男童過肩投擲前、後測之雙腳在投擲全期時

之足底壓力中心分佈的變化情形。 

    向前揮動期軸心腳的壓力其中在前足區和球體離

手期引導腳的壓力集中在前足區的練習成果，在練習

前、後國小同學在投球時重心位移的部分有些許的差

異。男童在投擲全期的足底壓力走向，練習前、後所

呈現的散佈圖有些許不同，依據圖3到5為參與者前測

在前後方向 (Y軸) 座標數值由原本只有負值，在後測

時則有正值出現，顯示出男童後測投擲重心有明顯向

前移動。而後測時並發現Y軸座標移動時，參與者左

右方向 (X軸) 座標維持穩定狀態，結果顯示出男童後

測時足底壓力走向大都維持在軸心腳的左前方與引導

角的右前方等範圍，形成一個鉤子形狀的圖形。 由表

3可以進一步得知投後測時X軸移動範圍較大，此時男

童在預備期時手臂向後擺動、跨步時肩關節伸展到最

大，揮動期時重心明顯向前移動；在Y軸變化量增加，

得知男童在預備時軀幹明顯轉向投擲側，揮動期時軀

幹轉向正面，加速期時重心集中在軸心腳前足區，並

持續前傾與轉動，讓身體重心再迅速轉移至引導腳。

綜合看來，在男童八週投擲練習中，不斷重複練習技

巧使動作達到流暢、敏捷、平衡，確實有助於提高投

擲動作的技能行的技能型態表現，壓力中心走向散佈

圖與變化量得比較表上結果也顯示男童前測時投擲動

作停留在初始階段或是基本階段，後測時大多數學童

投擲動作幾乎都已達成熟階段，因此X軸和Y軸位移皆

比前測穩定，移動範圍也增加。投擲動作一直有一種

順序啟動身體肢段之運作  (Pappas, Zawacki, & 

Sullivan, 1985)，是先從腳開始，透過軀幹到加速到上

半身肢段的一種連結，過去研究也充分說明，若要提

高投擲表現，身體重心迅速並集中從軸心腳轉移到引

導腳是重要的一環。 

 

伍、結論 

    男童於720次練習後，不論在向前揮動期與球體離

手期的的足底壓力皆由足後區集中到前足區，而達顯

著之差異更分別高達六區 (p <.05)，此外也顯示用力

狀態均明顯集中在特定區域，軸心腳在前足拇指區、

引導腳集中在前足外側區。正好說明男童中心在後測

時的轉換比前測明顯，同時也顯示出後測經由練習後

具有更成熟的動作特徵 (Gallahue & Ozmun, 1998)，投

擲時轉動由臀、腿、背至肩膀；準備期重心位移至軸

心腳，移動時引導腳向前跨步，同時具有較明確的重

心前移現象。也因為重心向前移動，投擲球速也會增

加，因為再出手前增加軀幹的前傾腳是可以增加球速

的 (林俊龍，2006; Grove, Elliott, & Gibson, 1988; 

Stodden, Fleisig, McLean, & Andrews, 2005)，球速快的

選手能將身體重量轉移到轉移到較穩固的前腳，因為

重心轉移 (軸心腳轉移到引導腳) 在力學中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一個相同動作的重複練習過去一直用在國

小學童學習上，不論是靜態動作或是動態動作，都有

一定成效性。投擲動作過去以來一直是研究國小同學

發展或是學習的重點，過去極大部分都在探討優秀投

擲者或學童肌電訊號或是足底壓力變化，但隨著練習

效益與動力鏈理論的產生，使得學習回饋漸漸受到重

視，透過足底壓力訊號可以了解說指導者對於投擲者

練習的成效，透過訓練前、後測了解揮動前期、球離

手瞬間、全足壓力走向上，都有顯著性的差異，由其

在軸心腳至引導腳的重心轉移上更加明顯，進而提高

動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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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ong period of practicing time can make easily master a skill. So does the action of throwing,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The effect of throw practicing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stages 

of growing. Henc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of the practice effect of the 

overarm throwing from foot plantar pressure distribution. Ninetee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recorded the overarm throwing motion by high-speed camera (JVC 9800, 60Hz) with wearing 

pressure sensor insole. The paired-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pre- and post- 

practice of the overarm throwing. The test result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d after practicing. 

The pressure area move from heels to forefoot after practice when compared with before practice. 

The speed of ball throwing was greater than it was before practicing.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after the overarm throwing practicing, the obvious change of foot pressure distribution 

from heels to forefoot. It was help teachers to instruct students learning overarm th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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