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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太極拳選手操作騰空擺蓮 360 ﾟ接提膝獨立中，影響動作能否成功的相關

因素。方法：大專男子組八位太極拳選手參與本研究。使用紅外線高速攝影機搭配動作分析系統及

測力板進行動作數據的蒐集。每位選手完成 10 次動作，並依三位裁判觀看錄影帶的裁決判定每次

動作是否成功。動作分析參數包括騰空高度、起跳爆發力、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

空中重心垂直位移量、踢起腿的方向與速度、落地時重心的水平位移量、起跳髖關節和膝關節啟動

時間差。以曼-惠特尼 U 考驗比較 8 位選手中成功率高的群體 (n=4) 和成功率低的群體 (n=4) 的基

本資料，以及兩組在各個動作參數穩定性的差異。因選手人數較少，每個動作參數被分為若干等級

並以卡方檢定檢測 8 位選手 80 次動作中動作成功 (33 次) 及動作失敗 (47 次) 兩個類別與各個動作

參數每個等級的分配次數是否有關聯。結果：成功率高組的體重及年資較成功率低組多，成功率高

組在騰空重心高度、起腿方向、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這些參數的一致性較成功率低

組高。卡方檢定顯示動作成功的騰空重心高度較動作失敗的騰空重心高度高。結論:除了體重及年資

可能產生的影響，動作成功必須有適當的騰空重心高度，找到適合自己本身能成功的跳法後，應加

強練習讓每次動作的一致性提升以提高成功率。 

 

關鍵詞：武術難度、單腳落地、生物力學 

 

壹、緒論

現代競技武術是由我國傳統武術演變而來的，在 1990

年北京亞運第一次列入正式比賽項目，分為套路與散

打兩個部分。武術自選套路太極拳，其評分總分為十

分。分為三個部分評分動作質量分 5 分、演練水平分

3 分、難度動作分 2 分 (難度動作 1.4 分與連接難度

0.6 分)。騰空擺蓮 360°接提膝獨立屬於 B 級動作難度

及 C 級連接難度組合而成的動作，整組難度總得分為

0.5 分。林家銘 (2006) 分析新規則難度動作評分與最

後名次的相關提到，男、女運動員所有項目難度評分

與最後名次有顯著相關。張浩 (2014) 指出，大陸地區

男子太極拳運動員在完成難度方面已經不是問題，但

由於太極拳難度單腿支撐的特殊性，要完美得分有一

定難度，尤其是難度動作中容易出現晃動和移動的質

量扣分點。太極拳的難度動作多以原地起跳的騰空動

作加上轉體、單腳落地及單腿站立的平衡性動作為主。

從專項技術的角度來看，要提高難度的成功率首先需

加強求運動員難度動作技術的正確性。      

     透過研究騰空擺蓮 360 度接提膝獨立運動學特

性，能提升選手或教練員在訓練或操作時更清晰完整

的技術概念。陳少騏 (2007) 利用動作分析系統分析

六位武術運動員在進行騰空擺蓮 540°接馬步落地，比

較成功組與失敗組的騰空重心高度、空中重心偏移量、

和落地重心偏移量，結果發現影響動作成功最重要的

關鍵因素是騰空的重心高度。因此，騰空重心高度，

也很可能是影響騰空擺蓮360°接提膝獨立成功的重要

關鍵因素。劉小平與衛志強 (2005) 指出，為了獲取較

高的騰空高度運動員在起跳蹬伸階段，應充分發揮關

節活動順序原理，讓大關節先活動，髖關節、膝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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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關節依序活動，各關節活動的時間差可能影響跳躍

表現。Chiu、Bryanton 與 Moolyk (2014) 亦指出垂直

跳時膝關節相對於髖關節，啟動時間較慢，符合大關

節先動的動作活動順序，而膝關節相對於髖關節活動

的延遲時間，跟跳躍高度成正比，即要有較高的騰空

高度，起跳推蹬地面時必須是髖關節先向上蹬伸，而

後依序是膝關節、踝關節，如此符合關節活動順序原

理。樊藝杰 (2010) 分析三位大陸男子套路冠軍選手

進行騰空擺蓮 720°接馬步落地，總結出騰空擺蓮動作

騰空要高。三名運動員右腳擊響時重心均處於上升階

段而且接近重心的最高點。陽乃靜、林小美、伊燕強

與張再昂 (2008) 分析騰空擺蓮 540°與 720°接續馬步

穩定性男性運動員與女性運動員的差別，發現對男子

運動員來說，影響落地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是在落地

前對擺動腿速度與方向的控制。 

    透過觀察先前研究可以發現，研究分析騰空擺蓮

動作 540 ﾟ與 720 ﾟ時在運動學上有以下幾個重點包括

騰空高度、起跳髖關節膝關節啟動時間差、空中重心

位移量、踢起腿的方向與速度、踢起腿擊響時與重心

的關係、落地時重心的位移量。這些要點很大程度的

影響了騰空擺蓮在540ﾟ與720ﾟ落地接馬步的穩定性。

目前少有對騰空擺蓮轉體單腳落地的研究，使得運動

員與教練員不易掌控此難度動作的要領。分析騰空擺

蓮 360 ﾟ接提膝獨立相關的運動生物力學參數，進一步

掌握此動作的要領，將有利於運動員場上發揮及教練

日後的指導工作。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分析國內大專男子組太極拳

選手在操作騰空擺蓮 360 ﾟ接提膝獨立中，成功率高的

群體和成功率低的群體在影響動作表現的重要參數上 

(起跳爆發力、騰空重心高度、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

最高點時間差、空中重心位移量、落地重心的位移量、

踢起腿方向、踢起腿踢起與下壓速度及起跳髖關節膝

關節啟動時間差) 是否會有差別；同時，分析這些選

手在成功與失敗動作上的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從104年十二月舉辦的2017世大運武術培訓隊選

手選拔賽，挑選出男子組太極全能項之中八位的選手。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在執行本研究指定測驗動作前，請研究參與者進

行個別的熱身運動，隨後將反光球黏貼在研究參與者

身上，黏貼的部位參照Helen Hayes肢段模型設置，包

括下列位置:頭頂、頭部前側及後側、右肩胛骨內側、

薦椎以及雙邊之肩峰、肘關節、手腕、手掌背側、髂

前上脊、大腿外側、膝關節內外側、小腿外側、腳踝

內外髁、第二趾骨第四節、腳跟總共31顆反光球，並

藉由10台紅外線高速攝影機及Cortex動作追蹤軟體 

(Cortex3.0,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USA) 紀錄動

作，作為動作分析使用、取樣頻率設定在250Hz。 

  反光球設置完畢後開始進行實驗，測驗指定動作

為騰空擺蓮360°接提膝獨立，動作流程為雙腳平行站

立約與肩同寬，下蹲後起跳軀幹繞縱軸向右順時針旋

轉360度，同時右腳向上踢擊左手，踢擊的右腳腳跟必

需高於肩膀；踢擊的動作完成後需右腳先落地，保持

重心平衡，成單腳獨立的站姿，過程中左腳不能碰到

地板，成提膝獨立時左膝蓋上提超過腰部。正式進行

實驗前，在測力板上試跳兩次以確保技術與感覺的掌

控。試跳後請選手進行十次的騰空擺蓮360°接提膝獨

立，每一次之間可以休息30秒，旁邊有三位國家級裁

判進行落地穩定成功與否的確認並進行紀錄。研究開

始前請三位裁判隔週觀看影片重複判定動作難度的組

內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 

分別為0.707、1.00、1.00。為了收取動作的起跳爆發力，

研究參與者在一組長 90公分、寬 60公分測力板 

(Advance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Massachusetts, 

U.S.A) 上開始起跳動作，取樣頻率設定為1500Hz。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根據衝量/動量定理以地面垂直反作用力

計算瞬時功率以測力板測得的瞬時垂直地面反作用力

乘以瞬時速度，取最大的瞬時功率作為起跳爆發力 

(Wright, Pustina, Mikat, & Kernozek, 2012)。以Ortho 

Track 6.2 Gait Analysis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USA) 軟體整合Cortex軟體所擷取動作在三維空間中

反光球的座標，並推算出身體質量的中心與下肢各關

節的關節角度。藉由Ortho Track軟體所輸出的資料計

算騰空重心高度：起跳前重心高度為P1，重心於空中

最高點設為P3，騰空重心高度為P3減去P1；踢起腿擊

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當空中左手拍擊右腳時

重心高度設為P2，P2的時間減去P3的時間即為踢起腿

擊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的時間差；空中重心位移量：

腳落地前為P4，空中重心位移量為P1到P4期間重心於

水平面的位移量；落地重心偏移量：為右腳單腳落地

上身靜止不動時重心設為P5，上身靜止不動的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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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心點不再繼續向下位移的瞬間，P4到P5期間重心於

水面的位移量為落地重心位移量；踢起腿踢起速度與

下壓速度：踢起速度為達P2前髖關節之彎曲之平均角

速度，下壓速度為P2之後到P4 (腳落地前) 髖關節伸展

之平均角速度；踢起腿轉動的角度：以P2時右腳腳尖

與右骨盆兩光點之連線與P1時右腳腳尖與右骨盆之

連線的夾角計算之，即起跳前到左手拍擊右腳瞬間之

身體旋轉角度；起跳髖關節膝關節時間差：髖關節和

膝關節在下蹲起跳時，角速度分別由正轉負的時間差。

成功率計算則是以每位選手試跳成功之次數除以每一

位選手總跳躍次數 (10次) 乘以百分率得之。取成功

率最高的前四位為成功率高組，成功率最低之後四位

為成功率低組。成功與失敗定義為：(一) 角度計算以

右腳腳尖與腳跟兩個光點之連線，計算P1與P4之間的

兩腳跟與腳尖連線之夾角，夾角必需大於或等於360°，

即身體及下肢向右順時針完整旋轉一圈；(二) 根據規

則踢起腿的腳尖須高過肩膀，所以在右腳踢起最高點

時以右腳腳尖之光點判定是否高過肩膀，腳尖未過肩

即為失敗；(三) 落地的穩定成功與否，則邀請三位武

術太極拳國家級裁判進行認定，出現質量分及難度分

的扣點即為動作失敗。 

 

四、統計分析: 

    依照成功率的高低，將研究參與者分為成功率高

組4位與成功率低組4位。首先以曼－惠特尼ｕ考驗

(Mann-Whitey u test) 比較兩組之基本資料及兩組在

10次動作上各參數的穩定性差異，穩定性以各參數10

次動作的標準差來表示。針對成功率高組與成功率低

組有達到顯著差異的穩定性參數，再進行皮爾森相關

係數分析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分析該參

數與成功率的相關性。因為選手人數少，接著使用卡

方檢定檢視所有選手動作成功及動作失敗兩類別之間

各項參數的差異。我們將各項參數的數值劃分成若干

等級簡化資料，再以各等級參數分配的次數與成功與

否的類別參數進行卡方檢定。所有數值小數點第一位

四捨五入至整數位。資料統計採用SPSS套裝統計軟體

第22版，顯著差異定在p < 0.05。 

 

参、結果 

    每位選手10次動作各參數的平均詳列於表1。成功

率高與成功率低兩組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的比較列於

表2。由表2可以發現高成功率組別和低成功率組別在

體重和年資這兩個參數上有顯著差異。 

 

 

 

 

表1、選手動作參數統計 

選

手

編

號 

爆發力 

(瓦特) 

騰空重心

高度 

(公分) 

 

踢 起 腿 擊

響 時 間 與

重 心 最 高

點 時 間 差

(毫秒) 

空中重心 

位移量 

(公分) 

落 地 重 心

偏移量 

(公分) 

踢起腿踢起

平均速度 

(度/秒) 

踢起腿下壓

平均速度 

(度/秒) 

踢起腿 

方向 

(度) 

髖膝 

時間差 

(毫秒) 

成

功

率 

S3 3863.5±198.4 51.4±1.11  39.5±11.5 55.99±8.64 15.6±4.03 357.3±37.5 245.7±16.39 274.4±3.41 -30.5±32.6 80% 

S1 3922.5±386.58 55.3±0.64  74.0±5.3 55.97±6.08 14.56±4.4 306.64±12.69 191.29±13.34 266.8±4.97 -17.5±10.0 60% 

S8 3617±176.05 49.3±1.41  67.5±11.4 63.94±4.91 22.04±4.53 475±30.14 249.5±12.95 215.3±5.45  31.5±9.5 60% 

S5 4140±165.45 52.5±0.8  62.5±9.0 35.4±4.54  9.09±1.78 324.5±10.37 324±13.06 233.7±2.93  28.0±13.4 50% 

S7 3757.7±226.95 49.6±1.74  56.0±20.1 48.75±5.39 17.7±6.57 327.2±12.25 296.5±12.1 243.5±6.2  0.5±15.4 30% 

S2 3615.2±99.02 50.7±1.1  39.0±9.1 30.97±4.64  5.3±1.86 408.9±8.5 221.9±9.75 211±6.4 -44.0±9.1 20% 

S4 2191.8±119.55 49.7±2.33 111.0±22.8 10.38±5.37  6.3±2.46 455.4±19.13 306.9±29.33 211.5±5.02  8.5±16.8 20% 

S6 2652.2±13.08 35.4±2.45  29.5±20.6 54.67±11.45 16.5±2.76 378.4±35.93 285.3±14.32 265±8.03 -33.0±2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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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選手基本資料比較 

 成功率高組 (n=4) 成功率低組 (n=4) p值 

年齡 (歲)  22.2±2.9  21.2±1.7 0.571 

身高 (公分) 175.2±3.5 171.2±4.9 0.243 

體重 (公斤)  72.0±5.9  59.2±6.2 0.025* 

年資 (年)   8.0±0.8   6.0±0.8 0.013* 

成功率 (%)  62.5±12.6  17.5±12.6 0.019* 

* p < 0.05。 

 

 

表4、兩組動作表現各參數之變異性比較 

 成功率高組 (n=4) 成功率低組 (n=4) p 值 

爆發力 (瓦特) 231.62±104.21 144.08±56.79 0.910 

騰空重心高度 (公分) 0.99±0.34 1.88±0.60 0.042* 

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 

最高點時間差 (毫秒) 

9.3±2.9 18.2±6.1 0.040* 

空中重心位移 (公分) 6.05±1.84 6.71±3.17 0.731 

落地位移 (公分) 3.69±1.28 3.41±2.13 0.834 

踢起腿方向 (度) 4.19±1.21 6.41±1.23 0.043* 

踢起腿踢起速度 (度/秒)  22.68±13.25 18.95±12.14 0.692 

踢起腿下壓速度 (度/秒)  13.93±1.64 16.39±8.82 0.665 

髖關節膝關節啟動時間差 

(毫秒) 

16.4±11.0 17.6±7.7 0.862 

*p < 0.05。 

 

 

 

 

 

 

 

 

表3、成功動作與失敗動作各項參數比較 

 成功動作 

(33 次) 

失敗動作 

(47 次) 

χ² p 值 

爆發力 (瓦特) 3692.21±577.88 3306.29±687.14 10.556 0.061 

騰空重心高度 (公分) 51.63±2.61 47.55±6.77 12.626 0.027* 

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最

高點時間差 (毫秒) 

63.7±21.7 61.3±29.8 9.017 0.108 

空中重心位移量 (公分) 47.93±17.28 42.1±18.28 6.156 0.522 

落地重心位移量 (公分) 13.76±5.64 13.17±7.53 5.918 0.432 

踢起腿踢起速度 (度/秒) 376.33±67.91 384.99±57.45 5.150 0.076 

踢起腿下壓速度 (度/秒) 255.49±43.93 271.91±46.47 3.784 0.151 

踢起腿方向 (度) 244.63±25.48 239.12±23.14 3.450 0.327 

起跳髖關節與膝關節啟動

時間差 (毫秒) 

-3.0±33.7 -9.8±32.4 8.166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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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成功與動作失敗的差異 

  我們將所有選手成功動作與所有失敗的動作進行

比較。80筆的動作資料中，成功的次數為33次，失敗

為47次，由表4我們可以發現騰空擺蓮360°接提膝獨立，

各項動作參數中僅有騰空重心高度在成功與失敗兩者

間有顯著差異，成功動作之騰空重心高度顯著高於失

敗動作的騰空重心高度 (表3)。 

 

動作穩定性比較 

  本研究先比較成功率高的4位選手和成功率低的4

位選手在動作穩定性上的差異。每位選手各項參數在

10次跳躍的標準差越大表示每一跳之間的變異性越大，

穩定性越不好。透過曼-惠特尼u考驗發現，騰空重心

高度、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踢起腿

方向的標準差，在成功率高組與成功率低組之間有顯

著差異 (表4)。另外，使用皮爾森相關性分析發現騰空

重心高度與體起腿方向的標準差與成功率有顯著相關

(r = -0.719, p = 0.044; r = -0.773, p = 0.024)。 

 

肆、 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成功率高與成功率低組的基本資

料上主要的差異在於年資與體重。年資顯示出的差異

主要在訓練的時間越久動作技術可能越熟練，動作的

差異性越小，成功動作出現的機會就會較高。體重上

的差異方面，在之前體重與平衡相關的研究，多表示

體重越重平衡能力越差。陳俊宏 (2013) 體重越重，在

姿勢穩定測量時晃動較大。林妍岑 (2010) 顯示身體

肌肉量愈多，姿勢越不容易維持穩定。但這些都是針

對靜態的平衡穩定性而言。本研究成功率高的組別體

重明顯高於成功率低的組別，若從物理學定律中來解

釋，物體旋轉時必須遵守角動量守恆定律，角動量等

於轉動慣量乘上角速度，而轉動慣量則是質量乘以旋

轉半徑的平方。兩組選手身高沒有顯著差異，組間手

臂長度可能相近，選手在身體旋轉半徑相近的情況下，

若在空中旋轉落地之前的角動量相同，質量越大則轉

動慣量越大，轉動慣量越大則角速度越小。所以體重

較重的選手因轉動慣量較大所以落地時角速度較小，

因而可能增加了落地穩定的成功機率。然而，體重較

重亦可能因為肌肉量較多、肌力較大而使得動作表現

提升，讓落地的穩定性跟著改變。 

    研究顯示，影響動作成功及動作失敗的各項參數

之中，僅有騰空重心高度在兩個組別間有顯著差異。

可以說騰空重心高度是影響騰空擺蓮360°接提膝獨立

成功的重要因素。陳少騏 (2007) 分析騰空擺蓮540°

接馬步落地，結果發現影響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

騰空重心高度。有較高的騰空重心高度即有較充裕的

騰空時間可以完成空中拍腳動作，同時也能有較多時

間為後續的單腳落地做準備。陽乃靜等人 (2008) 提

出騰空擺蓮540°接馬步落地出現不穩或晃動，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騰空時間不充份。因此，在騰空擺蓮360°

接提膝獨立這一類旋轉單腳落地的難度中，要成功首

要條件就是要有一定的騰空高度。王燕、傅文禮、楊

惠馨 (2007) 分析騰空擺蓮720ﾟ接馬步，提出有較高

的騰空重心高度可以較早的伸開四肢關節加大轉動慣

量，增加落地的穩定性。根據角動量守恆定理，在沒

有外力的介入下要改變轉速，只有透過改變自身轉動

慣量才能達成。落地時的理想狀態是旋轉角速度為零

垂直降落，如此能較容易控制重心穩定。騰空高度不

足會導致沒有足夠的滯空時間，而無法有充足的時間

準備單腳落地，並且無法利用滯空時間預先展開四肢

增加軀幹旋轉的轉動慣量，以降低單腳落地時的旋轉

角動量。然而，本研究僅以空中重心及落地重心的位

移量和起腿腳速度及方向的穩定性來作為評估成功與

否的因素稍顯不足，未來可以規劃計算轉動慣量並收

取更多選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當選手能成功完成騰空擺蓮360°接提膝獨立，再

來要提升的就是成功率，動作成功率高可以確保選手

在高壓的賽場上能可以成功的完成動作。成功率高即

成功動作穩定的出現，各項動作參數變化較小。由表

4我們可以看出在騰空重心高度、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

心最高點時間差、踢起腿方向的穩定度，在成功率高

組與成功率低組之間有顯著差異，成功率低組在這三

個參數的一致性不如成功率高組。樊藝杰 (2010) 分

析研究三位大陸男子套路冠軍選手進行騰空擺蓮720°

接馬步落地，總結出右腳擊響時重心均處於上升階段，

而且接近重心的最高點。陽乃靜等人 (2008) 分析騰

空擺蓮540°與720°接續馬步，對男子運動員來說，影

響落地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是在落地前對擺動腿速度

與方向的控制。在實際訓練中，對於踢起腿方向與控

制也是我們訓練的重點。一般來說，騰空擺蓮360°有

兩種主要的起腿方式，一種是直上直下型，一種是外

擺型。外擺型的起腿法起腿方向約在250°-270°左右，

直上直下型約在200°-230°並且會特別強調右腳的下

壓，注重下壓腿會讓重心在拍腳後繼續上升一段距離

後才下落，拍腳時間點較早拍腳後重心繼續上升幅度

大。而外擺腿型的起腿法會在較接近重心最高點時拍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Wofb/search?q=auc=%22%E6%9E%97%E5%A6%8D%E5%B2%9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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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拍腳時間點較晚，拍完腳後重心繼續上升幅度小。

在我們的研究中使用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發現起腿方

向和踢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確實存在著

低度負相關，即起腿方向的角度越大，踢起腿擊響時

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越小。這可以解釋成起腿方向

跟起腿擊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是相互依存的關

係。兩種方式的不同可以說是對於落地前降低轉速，

提高落地成功率而所採取的不同策略。直上直下型踢

起腿沒有擺開所以轉動慣量較小轉速較快。但是直上

直下型拍腿較早，拍腳後滯空時間長有較多時間展開

雙手，增加轉動慣量準備落地。外擺腿型的起腿法，

會將腿擺開轉動慣量較大轉速較慢，但是拍腳後準備

落地的時間較短。兩種方法都有優秀的選手在使用，

每位選手依照自己的偏好及身體能力，有著適合自己

的方法。其目的都是藉由對踢起腿的控制配合騰空高

度，做到在落地前將旋轉角速度減至最小，減低橫向

衝擊力提高動作成功率。本研究中成功率高與成功率

低兩組選手中均有選手採用直上直下型或外擺腿型的

腿法。儘管動作穩定度對於成功率有所影響，本研究

中高成功率組的平均成功率只有62.5%，而正式比賽

中只有一次表現機會，如何提升成功率，找到影響動

作成功的關鍵因素，尚待更多的研究來確認。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八位男子組太極全能選手，試跳騰空

擺蓮360°接提膝獨立10次，欲尋找出動作成功的重要

因素。研究結果有以下幾點發現：一、成功率高低可

能受到體重與年資的影響，年資高與體重較重者有較

好的表現。二、分析高成功率組及低成功率組10跳間

的穩定性，發現兩個組別在騰空重心高度、踢起腿擊

響時間與重心最高點時間差、踢起腿方向三個參數的

標準差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動作在達到一定水平後，

穩定性很重要。空中拍腳是個重要因素，確認自己起

腿方式，是直上直下型或是外擺型，熟悉並牢記成功

時拍腳下壓的感覺，此感覺即踢起腿的方向、踢起腿

擊響與重心最高點的時間差。三、分析全部選手成功

動作及失敗動作發現，兩個類別在騰空重心高度有顯

著差異。有較高的騰空高度，則在空中可以有較多的

時間透過展開四肢的方式。增加自身的轉動慣量降低

旋轉角速度，增加落地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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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successful rate of performing lotus kick with 360˚ 

twist followed by one knee raised landing in taijiquan athletes. Methods: Eight college level of 

taijiquan athlet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 high speed infrared camera system was synchronized 

with a force plate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motion analysis. Each athlete required to perform 10 times 

of the designated movement. Whether each of the performance was successful or not was decided by 

three national-level referees. Biomechanical variable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jump height, 

jump powe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ment of slamming the kicking leg and the moment of 

center of mass (COM) reaching the highest point,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COM, direction and 

speed of the kicking leg,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of the COM after landing, and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ments of the hip and knee joint movement start. Mann-Whitney U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data and the variability of each biomechanical variable 

between 4 athletes with higher successful rate and 4 athletes with lower successful rate. Due to the 

sample size in this study was small, each biomechanical variable was categorized into several levels. 

Chi-square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ccessful (33 times)/unsuccessful (47 times) jumps and the count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in 

each biomechanical variable. Results: The group with higher successful rate had heavier body weight 

and longer practicing experience. They also had less variability in the variables of jump height,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ment of slamming the kicking leg and the moment of COM reaching the 

highest point, and direction of the kicking leg. Chi-square tests revealed that successful jumps had 

greater jump height than unsuccessful jumps. Conclusion: In addition to the body weight and 

practicing experience that may affect the successful rate of performing the lotus kick in this study, 

taijiquan athletes can try to increase their jump height and to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of their own 

jump movements to increase their successfu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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