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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球體反彈後進行腳背踢擊，是定點腳背踢擊的進階技能，但依然是足球選手該具備的基本技

巧，若能瞭解反彈球腳背踢擊之動作技術，則可提升整體運動表現。方法：以運動技術分析的角度，

彙整過去探討足球腳背踢擊動作之相關研究，說明各分期之注意要點，提供教練於訓練選手時之參

考依據。結果：擊踢球的品質將決定球體的速度與路徑，因此在反覆進行訓練時需特別注重球與人體

之間的距離，助跑初步時需穩定，末步時需增加步頻與步幅，支撐腳選定的位置需於球體的矢狀面，

踢擊腳後擺時需增加髖與膝關節之角度，並朝球體中心點踢擊，並於觸碰球體瞬間踢擊腳需保持緊

繃，直到所有動作完成。結論：在練習反彈球腳背踢擊時，需注重練習反彈時機的判斷、助跑的跟進

與擊球點是否協調、支撐腳的位置選擇、擊踢球體的位置是否為中心、腳背是否繃緊、雙眼是否持續

緊盯著球，是否過度用力導致肌肉僵硬等影響因素。以提升腳背踢擊之動作技術。 

 

關鍵詞：運動學、踢擊表現、足球訓練 

 

壹、緒論

    在足球比賽中，較常使用的兩種射門方式為腳背

射門與內側射門。而腳背射門為全身性的動作，主要

利用腳背部去擊球，屬於射門動作中最有力量的一種。

腳背射門主要需注意支撐腳與球體位置。然而不論十

一人制或五人制足球賽中，此種射門方式也是經常被

使用作為得分的方法之一。因此若能瞭解腳背射門之

動作技術，則可提升整體運動表現 (黃崇富、呂桂花、

吳鴻文，2012；Inoue, Nunome, Sterzing, Shinkai, & 

Ikegami, 2014；Katis & Kellis, 2010)。 

    過去針對足球技術的研究，多半皆以運動生物力

學的角度探討腳背、腳內側、界外發球等，其中又以

定點腳背射門這門技術廣受探討，根據研究顯示，進

攻的時間越長得分的機率就越小 (潘建州、劉堂安、

王文正，2007)。因此在任何狀態都能以最短時間完成

有效的射門，一直是選手所練習的重點技巧之一。過

去研究探討不同踢擊動作，對下肢反作用力的影響，

認為腳背踢之下肢反作用力相較於側向踢擊大，且球

速也較快 (Katis & Kellis, 2010)。腳背射門的動作產生

過程，主要由大腦聯合皮質產生腳背踢球的動機，而

此神經衝動經由視丘 (thalamus) 轉接，傳遞至側小腦

及基底核 (Basal nucleus) 之紋狀體 (Striatum)，再經

由視丘傳遞至額葉，最後經由肌肉骨骼系統產生腳背

踢球之動作 (Shan & Westerhoff, 2005)。在腳背踢擊時，

支撐腳的穩定度與踩踏的位置則會影響擊球時的球速，

若支撐腳距離球體太近會導致踢擊腳於踢擊時，壓縮

了向後屈曲的空間，以致於降低球體的速度。此外，

若支撐腳距離球體過遠，則可能導致踢擊腳於球體尚

未到達適當距離時，事先向前延伸，使踢擊腳無法順

暢的將力量集中於球體中心  (Lees, Asai, Andersen, 

Nunome, & Sterzing, 2010)。而反彈球腳背射門，意指

球體由高處落下至地面，再反彈後透過腳背踢擊，此

動作相較於定點腳背射門，除了踢擊的技巧外，需著

重於判斷球體反彈時的距離、高度與速度，並以更短

的時間判斷踢擊球體的時機與位置 (張耀川、沈進益，

2006)。 

過去研究將腳背踢球動作分期分為，腳背射門的

騰空期、著地期、小腿加速期與動作跟隨期，四個動

作分期 (Nunome, Asai, & Ikegami, 2002)。而另研究再

將反彈球腳背射門的動作分期，細分成判斷期、助跑

期、支撐期、擺動期、擊球期與跟隨期等六期作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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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蔡尚明、沈進益，2007)。由於過去腳背踢擊之相

關研究多半僅針對支撐腳擺放的位置或不同踢擊方式，

探討球速與下肢地面反作用力等差異，所得結果已可

證實，腳背踢之下肢反作用力相較於側向踢擊大，且

球速也較快 (Katis & Kellis, 2010；Nunome et al, 2002)。 

    然而過去針對腳背踢球之動作要點或技術分析，

多半針對定點腳背踢擊動作進行探討。以致於教練在

訓練選手反彈球腳背踢擊時，未能有足夠的依據作為

參考，多半針對定點腳背踢擊，以自身經驗進行訓練，

此方式雖可作為參考，但可能不夠客觀。本研究主要

以動作分析的角度，彙整過去探討腳背踢球之相關研

究，說明反彈球腳背射門的技術，期望透過本研究提

供教練於訓練選手時之參考依據。 

 

貳、腳背射門判斷期之動作要領 

從球反彈後的週期彈跳判斷開始，當球的彈跳從

上死點開始向下掉落，大腦必須判斷球的落地位置與

彈跳高度，此階段為判斷期 (蔡尚明、沈進益，2007)。

其目的為延續之後的助跑、支撐、擺動與踢擊，需能

確實的完成一連串的反彈球腳背踢球動作 (蔡尚明，

2008)。 

在判斷期時，首先需注意反彈球的高度與球體降

落點。反彈高度方面，當球體反彈至一定高度時，需

判斷反彈時間、球體與地面接觸時彈性的係數差異。

以十一人制比賽為例，由於場地主要以室外草地為主，

此時球體接觸草地所產生的彈性係數較低，球速亦較

低，有較長的判斷時間。然而場地草皮材質的差異皆

可能影響球體反彈的速度與高度等，會增加判斷時的

困難度 (Hodgson, Akenhead & Thomas, 2014)。 

    而在球體反彈時，需注意反彈時的高度與球體彈

跳時的間隔距離，以便判斷踢擊時的時間及球體、支

撐腳與踢擊腳的空間 (蔡尚明、沈進益，2007)。建議

在判斷期時，當球體朝自身方向反彈，雙眼需緊盯著

球體與踢擊腳，並留意不同草地場地對於球體彈性係

數的影響、反彈的間隔距離與球體速度的快慢。當球

體於上死點開始向下掉落至地上時，才能有充裕的時

間完成後續之助跑、支撐、擺動、擊踢等，反彈球腳

背射門動作。並於球體接近自身時，支撐腳需與球體

保持適當的空間，來完成腳背踢擊。判斷期之注意要

點如圖1。 

 

 

圖1、判斷期之注意要點 

 

参、腳背射助跑期之動作要領 

當球從上死點開始掉落至地面，且開始起步到準

備踢球的最後一步為止稱為助跑期 (蔡尚明、沈進益，

2007)。根據跑動與踢擊時方向的關係，可分為直線與

斜線助跑，作用為使隊員在踢球前獲得更大的前移動

量，通過動量的傳遞增加擺腿踢擊的力量，以提升踢

擊時的球體速度，並需調整跑動的方位來配合球體與

目標物 (球門)，以提升成功進球的機率 (Katis et al., 

2013)。 

    助跑的速度將是決定踢球力量的因素之一，通過

步伐與方向的調整，可使支撐腳能落至理想的位置。

在末步時，需具備一定的水平速度，且步幅需增加，

才能提升踢擊腳的擺動速度 (Lees & Nolan, 2002)。水

平速度與步幅的增加，主要可增加髖關節的活動範圍，

以提升球體速度。過去針對腳背踢擊的研究認為，延

展踢球腳擺動的幅度，可以增加擺動的速度，使球能

產生較大的球速 (蔡尚明，2008；梁玉秋、張登聰，

2005)。此外越小的助跑角度，將擁有較高的球速，而

踢球時的最佳角度約為30-38度，在這些範圍內將擁有

較快的球速 (邱靖華，2000)。 

建議在助跑期時，當球開始掉落至地上時，身體

的跟進要與球的落地時間一致。初步階段需以穩定的

步頻，搭配適當的步幅向前移動，當接近球體時，需

在助跑期的末步增加步頻，提升助跑水平速度，此時

步幅需增加，雙眼需緊盯著球體，切記若僅以餘光判

斷球體距離，則可能導致球體與自身空間容易判斷錯

誤，以致於無法準確的踢擊至球體中心點。此外，當

球體反彈至上死點並開始掉落至地上時，身體的跟進

需與球的落地時間一致。助跑期之注意要點如圖2。

判斷期 

落點 

反彈高度 

反彈時間 

彈性係數 

地板材質 

時間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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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助跑期之注意要點 圖3、支撐期之注意要點 

 

肆、腳背射支撐期之動作要領 

    從支撐腳開始著地並預備擺腿動作的開始，稱為

支撐期。研究認為支撐腳扮演著重要的腳色，目的是

為了使動態過程中的身體穩定保持平衡 (蔡尚明、沈

進益，2007)。研究認為在腳背踢擊時，支撐腳的穩定

度與踩踏的位置皆會影響踢擊時的球速，若支撐腳距

離球體太近，則會導致踢擊腳於踢擊時，壓縮了向後

屈曲的空間，以致於降低球體的速度。若支撐腳距離

球體過遠，則可能導致踢擊腳於球體尚未到達適當距

離時，事先向前延伸，使踢擊腳無法順暢的將力量集

中於球體中心。因此當球體反彈後向自身方向前進時，

可提前以一步半或兩步的距離，固定支撐腳的位置，

以增加踢擊時地判斷時機 (Lees et. al., 2010)。 

    支撐動作貫穿了整體腳背踢擊的過程，包含支撐

腳的位置、落地、腳趾所指的方向、支撐時的膝蓋角

度等，主要作用皆為維持身體在踢擊過程中，保持平

衡與穩定，使踢擊動作能順暢的完成，因此在支撐期

時需留意支撐腳的位置、落地、腳趾所指的方向，以

利順暢的完成腳背踢球之動作  (Sinclair & Hobbs, 

2016)。研究認為支撐腳在踢擊腳未觸碰球體前，膝蓋

角度向後屈曲約為20度，而在與球體接觸時，支撐腳

之膝蓋角度約為42度  (Lees, Steward, Rahnama, & 

Barton, 2009)。針對支撐腳的位置，主要需注意支撐腳

與球體距離、方向的關係。另研究認為支撐腳與球體

左、右的方位 (矢狀面) 影響踢擊時，腿部擺動的速度

與準確性，前後位置則影響踢擊時，腿部的擺動幅度

與觸碰球體的角度。舉凡右腳為支撐腳，若支撐角落

於球體的右前方，則較不易踢出高飛球，若支撐腳落

於球的右後方，則較為容易踢出高飛球  (Shan & 

Westerhoff, 2005)。因此腳的位置，須於球體後方，球

體落點約在腳尖方位置，若與球平行則容易踢到球體

的上方，亦會縮短小腿擺動的幅度，減少擊踢的力量。 

從準確度的角度來談，莊泰源 (2006) 指出支撐腳控

制平衡能力與足球踢球準確性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且

支撐腳與球之間的相關位置亦影響著擊踢球後的飛行

路徑。然而不論是遠距離或是短距離的腳背踢球，都

要降低支撐腳的膝關節角度，使重心能夠降低，以增

進踢球動作的協調性。 

 

伍、腳背射擺動期之動作要領 

    從助跑的末步所延展的預備踢球姿勢到踢球腳的

快速擺動，此階段為擺動期。過去研究認為踢球腳的

角速度增加，主要從大腿至小腿，最後到踝部，且強

而有力的球速是受到踢球腳的高速擺動。過去研究認

為小腿瞬間加速的擺動在膝關節、踝關節或足尖的線

性速度會出現最大值，也是決定球速的重要階段 (蔡

尚明、沈進益，2007；Kellis & Katis, 2007)。 

    在擺動期時，主要分為大擺動與小擺動，大擺動

的方式力量較強、擺動的時間較長，適用於遠距離的

傳球與射門；小擺動則以縮短半徑，加快擺動速度為

目的，適用於被包夾或急迫的時間時運用，然而擊球

的力道相對較小，適用於中短距離的傳球與射門 (蔡

尚明，2008)。此外，腳背踢擊動作於擺動期時，當球

體反彈向自身方向前進時，眼睛需持續緊盯著球，選

取適當時機將支撐腳擺放於距離球體的三至四步，並

順勢將踢擊腳向後屈曲，當球體距離兩步時則可以最

大力量將踢擊腳向前延伸，並針對球體中心點，透過

腳背下壓增加與球體的接觸面積，以提升球體之飛行

速度 (Nunome, Inoue, Watanabe, Iga, & Akima, 2018)。

因此建議於球體反彈後，腳背踢球擺動期時，雙眼需

緊盯著球體，並選取適當時機將支撐腳擺放於距離球

體的三至四步，並順勢將踢擊腳向後屈曲，當球體距

離兩步時則可以最大力量將踢擊腳向前延伸。若太早

將踢擊腳前伸，則容易踢空或導致踢擊腳腿部的運動

傷害等，反觀太晚則影響踢擊腳向前延伸的空間，並

降低踢擊時的速度，可能導致踢擊的力量下降。 

從上述討論來看，不同踏板長度蹲踞式起跑，長

踏板在起跑出發階段與起跑後加速度階段各相關運動

助跑期 水平速度

初步

穩定步頻

適當步幅

末步

步頻快

步幅大

支撐期

腳背擊球位置 球體的任何方向

腳背擊球高度

球體反彈時間

腳背擊球高度



陳國華、邱文信/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6(1),24-30 

  DOI：10.3966/207332672019031601004 

27 

 

學參數均優於短踏板，但統計學上並無差異，因此，

本文章給予教練與選手下列三點結論與建議，期盼能

增進起跑技術訓練之成效。 

(一) 訓練時，長、短踏板起跑架均需介入訓練，以利

比賽時無適應之問題。 

(二) 強化臀部在預備階段提起高度之穩定性，促使前、

後腳膝關節能達到適合發揮肌力力量運用之角度。 

(三) 強化前、後腳推蹬踏板動作的技術能力，以獲得

更佳的起跑速度。 

 

 

圖4、腳背擊球期之注意要點 

 

陸、腳背射擊球期之動作要領 

    擊踢球後的速度、路徑和旋轉的程度，主要取決

於腳和球體接觸的品質 (Kellis & Katis, 2007)。踢擊腳

踢到球體的中心，球將會直線飛行不旋轉，且有較小

的動力損失，反之若踢到球的右邊或左邊，球將會旋

轉形成向右 (左) 飛行的變化球。此外研究認為，踢擊

腳於觸碰球瞬間，髖關節與膝關節角速度越快，球體

飛行的速度則越快  (Nunome, Ikegami, Kozakai, 

Apriantono, & Sano, 2006)。 

    此外，研究認為在進行腳背踢擊時，若腳背與球

體的接觸點為球體的中心點，則會產生較快的球速，

若接觸至球體的下方，球體則為以拋物線的方式飛行，

若接觸至球體上方，則會降低球體的速度向前飛行，

若接觸球體的左方，球體則會以順時針旋轉，並向右

飛行，反之若接觸點為球體的右方，則以逆時鐘向左

飛行，其中又以接觸至球體中心點時，產生的球體速

度為最快 (Hunter, Murphy, Angilletta, & Wilson, 2018 )。

因此當球體反彈後，向自身方向前進時，需在支撐期

時提前，除了於選取適當時機將支撐腳擺放於距離球

體的三至四步，並順勢將踢擊腳向後屈曲，同時雙眼

緊盯球體，並確認適當的踢擊位置後，當球體距離兩

步時則可以最大力量將踢擊腳向前延伸，踢球腳與擊

球點必須垂直於地面，擊球的高度要低，且腳背需踢

擊至球體的中心，當腳背觸碰球後，身體自然向前傾

斜，並將力量完全釋放，如此才能擊踢出準確又快速

的平飛球 (Nunome et al., 2006)。 

 

柒、腳背射跟隨期之動作要領 

從擊踢到球體、球體飛出到踢球腳的持續推擊，

此階段稱為跟隨期。張貽琪、郭靜如、陳龍宮、張薇 

(1996) 提出擊踢球時的下肢向前上方持續的推擊，有

利於球速的增加，且持續向上推擊的幅度，將受到大

腿與小腿的後肌群柔軟度所影響。過去研究認為在腳

背踢擊瞬間，球體並非瞬間離開腳背，若在這時間中

放鬆或改變足背的力量，就有可能影響踢擊後球的方

向、速度與球體穩定度。故擊踢球後的腳背是否呈現

繃緊狀態，也是影響踢球品質的關鍵之一 (蔡尚明、

沈進益，2007)。因此在腳背踢擊之動作跟隨期時，當

腳背接觸球體直至球體離開腳背瞬間，下肢需保持緊

繃以提升球體的穩定性 (Nunome et al., 2018；Kellis & 

Katis, 2007)，以下針對腳背踢擊動作分期中，常犯的

錯誤進行說明，如表1。 

 

捌、結語 

    在練習反彈球腳背射門時，判斷期需注意反彈時

的高度與球體彈跳時的間隔距離，以便判斷踢擊的時

間、球體、支撐腳與踢擊腳的空間三者的空間等，建

議雙眼需緊盯著球體，並當球體於上死點開始向下掉

落至地上時，才能有充裕的時間完成後續之助跑、支

撐、擺動、擊踢等，反彈球腳背射門動作。助跑期時，

當球開始掉落至地上時，身體的跟進要與球的落地時

間一致。助跑初步階段需以穩定的步頻，搭配適當的

步幅向前移動，當接近球體時，需在助跑期的末步增

加步頻，提升助跑之水平速度。支撐期時，當球體反

彈後向自身方向前進，可判斷球體滾動的速度，並提

前以一步半或兩步的距離，固定支撐腳的位置，以增

加踢擊時地判斷時機，腳的位置，須於球體後方，球

體落點約在腳尖方位置，若與球平行則容易踢到球體

的上方，亦會縮短小腿擺動的幅度，減少擊踢的力量。

擊球期時，擊球點必須垂直於地面，且腳背需踢擊至

球體的中心，當腳背觸碰球後，身體自然向前傾斜，

並將力量完全釋放。跟隨期時，當腳背接觸球體直至

球體離開腳背瞬間，下肢需保持緊繃以提升球體的穩

定性。因此教練在訓練選手時，可著重於反彈時機的

判斷、支撐腳的位置選擇、擊踢球體的位置是否為中

心等進行反覆的訓練，以提升腳背踢擊之動作技術。 

擊球期 踢擊位置

上方 向前飛行

下方 拋物線飛行

中間 向前飛行

左方 向右飛行

右方 向左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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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腳背踢擊動作分期常犯之錯誤說明 

  判斷期 助跑期 支撐期 擊球期 

  

 
    

錯誤動作說明 

從下死點開始時，球已

經準備彈起，此時後續

之助跑、支撐、擺動、

擊球等動作之預備時間

太短，不易完成，常會

有跑過頭、擊球點過高

的情況。 

球即將落地預備下

次的週期彈跳，身

體的跟進太慢，會

導致支撐腳的位置

離球太遠。 

支撐腳離球太遠，

會導致擊球點太前

前面的情況發生，

進而影響後續的擊

球動作。 

擊球點太前面，容易踢到球體下方，且

踢擊腳擺動過大，進而帶動身體向後仰，

導致踢球時小腿無法與地面呈垂直狀態

以致踢出的球偏高 

 

      

正確動作說明 

判斷期需從球的上死點

開始向下掉落至地上

時，才能有充裕的時間

完成後續之助跑、支撐、

擺動、擊踢等，反彈球腳

背射門動作。 

當球開始掉落至地

上時，身體的跟進

要與球的落地時間

一致。 

腳的位置，須於球體

後方，球體落點約在

腳尖方位置，若與球

平行則容易踢到球

體的上方，亦會縮短

小腿擺動的幅度，減

少擊踢的力量。 

踢球腳與擊球點必須垂直於地面，擊球

的高度要低，且腳背要踢擊球體的中心，

如此才能擊踢出準確又快速的平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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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step kick bouncing ball is not only the advanced skills for the instep shot but also is one 

of the basic skills that football players should have. If the players can realize the movement skill of 

instep kick bouncing ball, that can improve the exercise performance.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sports technology analysis, Consolidate the literature which investigate the motion of instep kick 

bouncing football and explain the main points for each staging.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aches to 

training players. Result: The quality of the kick ball will determine the speed and path of the ball. 

Therefore, when repeat training i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he distance with ball and body, the 

preliminary approach needs stable, and increase the steps and strides at the end. The supporting leg 

need select to the sagittal plane next to the ball, and the hip and knee joint range more backward 

swing to get larger velocity. Conclusion: When practiced instep kicked the bouncing ball, need 

stressed the affect factor such as the timing judgment about the ball bouncing, whether the follow-up 

of the approach is coordinated with the hitting point, select of the support foot position, whether the 

position of the kick sphere is centered, whether the back of foot is tight, whether the eyes keep 

watching the ball, whether excessive exertion to cause rigid muscles. That can improve the instep 

kicking skill.  

 

Keywords: kinematics, kicking performance, socc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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