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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動作協調型態是近年來動作控制領域重要研究議題，過去研究指出外在注意力焦點指導因跳遠

「開始瞬間」動作不同於內在注意力焦點，但兩組間各肢段動作協調型態是否有差異尚未清楚，本

研究從單一運動學參數與肢段協調兩種觀點分別檢驗兩組間差異，以提供不同焦點指導動作學理依

據。方法: 以 40 名國小學童均質分成內在與外在注意力焦點兩組，以高速攝影機收取立定跳遠過程

運動學參數。結果: 外在焦點組的確較內在焦點組更能增進跳遠成績，從運動學參數來看，外在焦點

組在過程中出現相對較小的髖關節角度。肢段協調方面，兩組相同點為膝與踝關節最大角度間達顯

著正相關、髖與膝關節最大角速度和角加速度間達顯著正相關，差異點為內在焦點組之肘與髖關節

最大角度達顯著正相關，外在焦點組顯示髖與膝關節最大角度達顯著正相關、肩與踝關節角速度和

角加速度間達顯著正相關。結論: 從單一運動學參數觀點檢驗兩組動作差異並不明確，從肢段協調觀

點得知，外在焦點組顯示更多關節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的協調性。 

 

關鍵詞：動作協調、動作控制、運動學、教學策略、國小學童 

 

壹、緒論

「注意力焦點」 (focus of attention) 指導皆可增

進國小學童 (以下稱學童) 立定跳遠成績，其中透過

不同距離視覺為指示，引導學童關注環境外在線索的

外在注意力焦點 (ex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相較關

注自身動作的內在注意力焦點  (in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更能提升立定跳遠成績 (黃可欣、陳帝佑、

林靜兒，2013; Porter, Anton, Wikoff, & Ostrowski, 2013) 

(以下將兩注意力焦點簡稱外在組與內在組)，同時增

加推蹬期地面反作用力與提升起跳瞬間水平速度，並

降低起跳時垂直速度 (林雙如、林靜兒、陳重佑，2017)，

但上述皆為「動作開始瞬間」所造就的「最後結果表

現」，尚待釐清內在組與外在組在「過程中」人體動作

控制與各關節協調性是否具有差異。本研究從單一運

動學參數與肢段協調兩種觀點分別檢驗兩組間差異，

以提供不同焦點指導動作控制協調學理依據，並使基

層體育教師確實瞭解不同焦點策略實用性。 

立定跳遠為評估下肢爆發力的運動之一，影響立

定跳遠成績之主因可由「單一運動學」與「肢段協調」

兩層面進行探討。在單一運動學方面，立定跳遠動作

特徵主要在起跳時以肩關節帶動手臂，由後快速向上

延伸，軀幹弓身與下肢推蹬，藉由位能轉動能進行跳

躍，在離地時膝蓋完全伸展並隨髖關節屈伸，至空時

整體軀幹保持傾斜至少 30 度以上，落地時膝關節完

全伸展，將身體重心保持在前方，再進行緩衝，避免

落地後身體向後倒 (吳盛暉、邱文信，2009; Ramírez-V

élez et al., 2017)。在起跳瞬間，肩關節擺臂可帶動軀

幹弓身與下肢推蹬，使整體動作更加協調，且上、下

肢、軀幹角度越大、角速度與角加速度越快，可將角

動量轉換成衝力，增加水平速度與動能來提升跳遠成

績。由此可知，肩、髖、膝與踝關節角度、角速度與

角加速度的提升皆能增進跳遠成績 (吳盛暉 等，2009; 

劉俊概、戴彣卉、涂瑞洪，2007; 蔡於儒、林正昌、

廖丁立、湯文慈，2019; Lenarcic & Babic, 2007)。以肢

段協調而言，當立定過程中各肢段角度、角速度、角

加速度的提升能增進立定跳遠成績，則被認為有較佳

的「肢段協調」。換言之，人體在動作控制肢段間的協

調被定義為兩肢段間的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皆呈

現顯著相關，因此動作的協調包含角度、角速度與角

加速度的關係，優越的協調性可幫助人體在立定跳遠

過程更加順暢，反之則降低運動表現 (吳盛暉 等，

2009; Vidal, Wu, Nakajima, & Becker, 2018; Wang, Gu, 

Wang, & Siao, 2018)。 

注意力焦點指導可有效增進運動表現，且外在組

相較內在組更可增進專業體操選手的跳躍高度與整體

穩定性 (Abdollahipour, Wulf, Psotta, & Nieto, 2015)，

少數針對立定跳遠使用外在組相較內在組與未使用任

何指導，更能增進立定跳遠成績 (Porter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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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Porter, & Brown, 2012)。探究原因，根據約束行為

假說 (constrained action hypothesis)，運動過程中內在

組會引起更強烈的身體控制，無意的限制身體協調，

干擾「正常的」運動控制，反觀外在組可促使身體在

面對運動時如同神經反射般不費力的發生出來，並自

然調節各肢段動作，使整體動作過程有如自動化 (the 

autonomous phase) 般提高運動性能 (鄭喜恒，2019)，

在效益上更勝內在組 (Kal, van der Kamp, & Houdijk, 

2013)，換言之可誘發更多的關節協調，以提升運動表

現 (Vidal et al., 2018)。 

綜合上述，使用外在組勝過內在組的其中因素可

能為「協調性」的差異，但先前多半採用「簡易的評

量方式」，如籃球罰球進球數 (Zachry, Wulf, Mercer, & 

Bezodis, 2005)、跳遠成績 (距離) (Porter et al., 2013) 

與跳躍高度 (Wulf, Dufek, Lozano, & Pettigrew, 2010) 

等，此方式僅瞭解「結果表現」，但「過程中」如何改

變動作技術與關節間的協調性才造就此結果，皆未具

體說明。因此，使用外在組具體修正了學童在立定跳

遠過程中的哪些動作?學童在使用不同策略後之所以

更進步，能否歸因於上、下肢、軀幹關節角度、角速

度與角加速度的差異?亦或兩策略對各關節協調性的

不同所導致?在尚未釐清不同組，「過程中」對學童動

作控制與協調性的差異，皆需進一步探究，佐證使用

外在組更能提升立定跳遠成績的真正原因。 

基於上述，本研究以動作控制的角度釐清不同組

別之所以能增進學童立定跳遠成績，除動作開始瞬間

具有差異外，過程中如何改變學童各肢段動作控制與

協調性，才造就此結果，並深入瞭解注意力焦點指導

動作控制協調學理，與提供基層體育教師在使用不同

焦點指導時，能針對學童學習狀況使用適當的指導方

式，使授課認知教學時能列入教學內容參考，並幫助

教師在教學上事半功倍。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隨機招募同年次男性六年級國小學童共 40名，分

為內在組 20名 (身高151.44 ± 6.38公分；體重45.85 

± 8.74公斤) 與外在組 20名 (身高152.42 ± 7.56公分；

體重49.3 ± 12.60公斤)，篩選條件為無參與任何體育

代表隊與社團，一年內皆無重大上、下肢傷害，慣用

側皆為右側，且均經歷過兩年兩次的教育部體適能檢

測。受試者在參加實驗前，已被充分告知研究目的、

實驗流程及可能發生的危險，且保有說明研究結果與

中途放棄的權利，並請家長 (監護人) 簽署同意書。 

二、實驗控制 

外在組方面，以橘色角椎作為關注目標物進行標

記。由於先前以立定跳遠使用外在組研究中，皆未明

確說明目標物擺放距離之依據 (林雙如 等，2017)，

本研究參考教育部體育署全國國小 12歲男學童 (國

小六年級) 立定跳遠百分等級常模為依據，將外在組

之關注目標物 (角錐) 設定在距離起點線 2.3公尺處，

此距離為 12歲男學童百分之一百等級 (教育部體育

署，2012)。 

立定跳遠動作控制方面，下肢站立寬度與擺臂次

數差異皆可能使研究結果產生誤差 (Lane, Molina, & 

Tolleson, 2018; Mackala, Stodólka, Siemienski, & Ćoh, 

2013)，為了避免此狀況發生，施測前研究員以各受試

者兩側肩峰突 (acromion) 為量測依據，透過皮尺測得

肩膀寬度作為調整下肢站立寬度 (邱文信、陳羿揚、

黃依婷，2019)，並統一擺臂 3次。故本研究以橘色角

錐作為標記物將距離設定在 2.3公尺處，再以各受試

者肩膀寬度作為定為下肢站立寬度，統一擺臂 3次，

作為本研究控制。 

 

三、實驗流程 

前置實驗場地布置方面，事先在實驗場地撲滿巧

拼 (長: 8公尺; 寬: 5公尺)，之後在巧拼中心位置擺放

立定跳遠墊，同時架設黑布。兩組同質性檢驗開始前，

由同一研究員帶領各組受試者進行 10分鐘上、下肢動

態熱身，並依照自身鞋號統一穿著功夫鞋，再依兩組

編列順序進行立定跳遠，並以皮尺紀錄成績，建立各

受試者立定跳基準值，完成前置實驗。爾後立即進行

實驗二，實驗二動作控制與協調性檢驗場地布置方面，

將一台高速攝影機 (Casio EX-F1, Japan, 300 Hz) 架

設在跳遠墊矢狀面 (距離: 1.30公尺; 高度: 1.5公尺)，

並在高速攝影機前方架設參考架 (長: 0.5公尺; 寬: 

0.5公尺)，確定能拍攝至整體跳躍過程與參考架。接

著分別將內在與外在組之指導口語，以海報方式架設

至高速攝影機下方，並面向跳遠墊起點處距離1.4公尺，

且所有受試者皆統一穿著黑色緊身衣褲與功夫鞋，進

行 10分鐘上、下肢動態熱身，並測量受試者自然站立

之各肢段參數，而後由同一位研究員黏貼反光球在慣

用側肩 (肩峰突)、肘 (鷹嘴突)、腕 (尺骨莖突)、髖關

節 (髂前上棘)、膝關節 (外側髁)、踝關節 (距骨) 與

腳尖 (趾骨) 共 7個標記點，並以白貼纏繞 (邱文信、

陳羿揚、蔡少偉，2019; Mackala et al., 2013)。 

實驗二開始時由內在組先行施測，並依照編號分

別於跳遠墊起始處等候同時調整站姿 (與肩同寬)，當

研究員準備妥當並發出口令時，受試者依據各組別口

語重複複誦 3次後立即跳出。內在組指導口語為「當

我盡最大努力跳躍時，會將注意放在起跳瞬間手臂的

向上擺盪、膝關節屈膝下蹲，雙腳離地後用力向前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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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後外在組在施測時，研究員則將兩角椎分別

放置 2.3公尺，並在施測時複誦「當我盡最大努力跳

躍時，會將注意焦點放在前方兩邊橘色角錐，並盡全

力跳過它。」，每組每位受試者各施測 3次，完成實驗

二。過程中由同一研究員確認各組受試者需將指導口

語重複複誦 3次，下肢預備姿勢需與肩同寬，腳尖不

得超越起點標示線，且手臂僅能擺臂 3次，作為判定

有效數據之依據，場地布置，如圖1。 

 

 
圖 1 場地布置圖 (以外在組呈現) 

四、資料處理 

跳遠成績方面，將兩組收取來之未使用與使用注

意力焦點指導的各 1次最佳跳遠成績進行平均，再換

算成進步幅度，作為不同組跳遠成績進步幅度依據。

運動學方面，立定跳遠動作分期分為預備期、下蹲期、

蹬伸期、騰空期與著地期，預備期動作起始為雙手前

後擺臂，直至起跳前身體重心最高點瞬間為預備期的

動作終點；下蹲期起始點為起跳前身體重心最高點瞬

間，直至雙手向後伸展至最大角度為終點；蹬伸期起

始點為重心最低點瞬間直至軀幹、上肢與下肢為一直 

線，雙腳離地為終點；騰空期動作起始點為雙腳離地

瞬間直至著地瞬間為終點；著地期動作起始點為雙腳

著地瞬間至整體動作緩衝完成 (廖建堯，2015)。立定

跳遠動作分期，如圖2。 

本研究主要針對下蹲期至著地期進行分析，並擷

取兩組最佳跳遠成績之 1筆運動學參數進行分析，且

為減少分析時手動造成誤差，透過同一位研究員將各

組使用指導時拍攝之運動學影片，利用影片剪輯軟體 

(Windows movie maker, Windows 10, Microsoft, USA) 

以下蹲期時失狀面手臂向後伸展至最大角度為起始點，

擷取至落地期腳跟著地直至動作結束，前、後各預留 1

秒，確定影片長度後將影片裁剪。利用動作分析軟體 

(Kwon3D 3.01, MIE Medical Research, Korea) 於分析

前，先設定參考架參數，再收集兩組受試者下蹲期雙

手向後伸展到最大角度至落地期雙腳著地瞬間，腳跟

著地至動作結束前、後 10張，再將攝影機獲得的二度

空間個別座標系統資料進行線性轉換  (direct linear 

transformation)，以取得二度空間座標資料，再利用低

通濾波 (low-pass, 6Hz) 將原始資料進行修勻，以肩、

肘、髖 (軀幹)、膝與踝關節水平軸向屈曲至伸展動作

為作為本研究之計算方向 (圖3) (Szerdiová, Simsik, & 

Dolná, 2012)，換算上、下肢各關節在下蹲期至著地期

期間最大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瞭解使用不同組

之動作型態差異。立定跳遠成績進步幅度計算公式：

跳遠成績進步幅度公式 = 使用指導所得成績-未使用

指導所得成績。 

五、統計分析 

使用 IBM SPSS 23.0 統計軟體，以描述性統計 

(平均數與標準差) 呈現兩組受試者立定跳遠成績與

過程中肩、肘、髖、膝與踝最大角度、角速度與角加

速度，透過獨立樣本  t 考驗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比較兩種不同組在未使用與使用後跳遠成績、

進步幅度和使用後肩、肘、髖、膝與踝關節最大角度、

角速度與角加速度差異，再透過皮爾森積差相關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檢驗

兩組各自組內關節最大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相關

性，藉此瞭解不同組各關節協調之相關性，顯著水準

定為 α＝.05。

 

 

 

 

 

 

 

 

 

 

圖2 立定跳遠動作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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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關節角度分析之方向 (以下蹲期為列) 

参、結果 

在未使用任何焦點指導前，兩組間立定跳遠成績

皆未達顯著差異 (表 1)，表示兩組在介入指導前為同

質性。在介入注意力焦點指導後，外在組立定跳遠成

績與進步幅度皆顯著優於內在組。使用不同焦點後最

大角度方面 (表 2)，僅有內在組髖關節最大角度顯著

大於外在組，其餘關節則未達顯著差異。此外，最大

角速度與角加速度方面，兩組各關節皆未達顯著差

異。 

    此外，兩組各自組內最大角度相關性方面 (表 3)，

內在組肘與髖關節、膝與踝關節皆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648；r = .443)。外在組髖與膝關節、膝與踝關節皆

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 659；r = .501)。兩組各自組內

最大角速度相關性方面 (表 4)，內在組僅有髖與膝關

節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450)，反觀外在組肩與踝關節、

髖與膝關節有顯著的正相關 (r =.631；r = .756)。兩組

各自組內最大角加速度相關性方面 (表 5)，內在組僅

有髖與膝關節有顯著的正相關 (r =.445)，但外在組在

肩與踝關節、髖與膝關節皆有顯著的正相關 (r =.606；

r = .720)。 

 

表 1 兩組跳遠成績與進步幅度差異 

  內在焦點 (n =20) 外在焦點 (n =20) t 值 p 值 

未指導 132.89 ± 17.07        132.47 ± 17.07 .077 .939 

指導 138.11 ± 16.53        149.16 ± 17.34 -.217  .036* 

進步幅度   5.25 ±  8.02  16.68 ± 15.12 -.306  .004* 

註： *p < .05；跳遠成績位指導與指導單位為：公分；進步幅度單位 

為：公分。 

 

表 2 兩組最大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差異 

  
內在組 (n =20) 外在組 (n =20) t 值 p 值 

最大角度 (度) 

肩關節 89.11 ± 29.01 102.57 ± 28.04 -1.504 .141 

肘關節 198.32 ± 24.07 190.95 ± 36.11   .937 .355 

髖關節 204.16 ± 59.97 165.75 ± 11.91  2.810  .008* 

膝關節 137.29 ± 12.49 134.43 ± 11.46   .754 .456 

踝關節 134.24 ± 11.54 130.87 ±  6.75   1.126 .267 

最大角速度 (度/

秒) 

肩關節  54.95 ± 10.41  55.45 ± 12.25   -.139 .891 

肘關節  32.46 ±      8.98 34.09 ± 12.87   -.477 .636 

髖關節  40.39 ±       7.55 43.67 ±      4.82   -1.638 .110 

膝關節  31.95 ± 10.62 32.07 ±     8.31    -.041 .968 

踝關節  33.74 ±    5.66 37.23 ± 15.77    -.931 .358 

 
肩關節   0.18 ±  0.03  0.18 ±       0.04   -.209 .835 

 
肘關節     0.10 ±       0.03  0.11 ±   0.04   -.936 .355 

最大角加速度 

(度/秒 2) 
髖關節   0.13 ±  0.03  0.15 ±  0.02   -1.617 .114 

 
膝關節   0.11 ±  0.04  0.11 ±   0.03   -.049 .961 

 
踝關節   0.11 ±         0.02    0.12 ±       0.05    .051 .364 

註：*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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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兩組各關節最大角度相關性 

  
 

皮爾森基差 肩 肘 髖 膝 踝 

內
在 

肩 r 
 

.115 .342 -.065 .093 

 
p 

 
.628 .141 .785 .695 

肘 r 
  

.648 .089 .137 

 
p 

  
.002* .709 .565 

髖 r 
   

.041 .071 

 
p 

   
.864 .765 

膝 r 
    

.443 

 
p 

    
.050* 

踝 r 
     

 
p 

     

外
在 

肩 r 
 

.193 -.076 .320 .349 

 
p 

 
.416 .751 .169 .132 

肘 r 
  

-.167 -.088 -.283 

 
p 

  
.482 .711 .227 

髖 r 
   

.659 .288 

 
p 

   
 .002* .218 

膝 r 
    

.501 

 
p 

    
.025* 

踝 r 
     

 
p 

     
註：*p < .05。 

 
表 4 兩組各關節最大角速度相關性 

  
皮爾森基差 肩 肘 髖 膝 踝 

內

在 

肩 r 
 

.057 .370 .091 -.284 

 
p 

 
.811 .108 .704 .225 

肘 r 
  

.086 .036 .175 

 
p 

  
.719 .881 .462 

髖 r 
   

.451 .041 

 
p 

   
.047* .868 

膝 r 
    

.161 

 
p 

    
.497 

踝 r 
     

 
p 

     

外

在 

肩 r 
 

-.018 .195 .068 .631 

 
p 

 
.938 .410 .775  .003* 

肘 r 
  

-.205 .048 .122 

 
p 

  
 .386 .839 .610 

髖 r 
   

.756 .035 

 
p 

   
 .001* .883 

膝 r 
    

.143 

 
p 

    
.546 

踝 r 
     

 
p 

     
註：*p < .05。 

 
肆、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外在組更能增加立定跳遠成績，

且進步幅度亦優於內在組。內在組在過程中產生相較

外在組大的髖關節角度，但各關節角速度與角加速度

則未有顯著差異，表示兩組僅有髖關節的動作改變，

所以從單一運動學角度，難以理解外在組增進立定跳

遠成績的具體原因。從動作控制的觀點而言，協調被

定義為兩肢段間的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皆呈現顯

著相關，優越的協調性可幫助人體在立定跳遠過程更

加順暢，因此不同關節間在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

若有顯著正相關，表示該關節之動作可帶動另一關節

動作，使整體動作表現更加順暢 (吳盛暉 等，2009; 

Vidal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18)。 

表 5 兩組各關節最大角加速度相關性 

  
皮爾森基差 肩 肘 髖 膝 踝 

 
肩 r 

 
-.023 .350 .061 -.316 

  
p 

 
 .923 .131 .797 .175 

 
肘 r 

  
.031 -.165 -.191 

  
p 

  
.899 .488 .422 

內 髖 r 
   

.445 .096 

在 
 

p 
   

 .049* .688 

 
膝 r 

    
.181 

  
p 

    
.444 

 
踝 r 

     

  
p 

     

 
肩 r 

 
-.036 .147 .043 .606 

  
p 

 
.881 .535 .857  .005* 

 
肘 r 

  
-.157 .046 .087 

  
p 

  
.507 .848 .715 

外 髖 r 
   

.721 .012 

在 
 

p 
   

 .001* .959 

 
膝 r 

    
.144 

  
p 

    
.545 

 
踝 r 

     

  
p 

     
註：*p < .05。 

 

在立定跳遠的過程中各關節角度的提升可幫助身

體有足夠的位能，並藉由上肢擺臂與下肢推蹬所產生

的角速度，驅使身體有飽滿的動力向水平方向躍進，

然而手臂所產生的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除了帶動

下肢啟動外，主要作用為透過位能與動能的轉換使身

體於滯空時保持平衡 (Ashby & Heegaard, 2018)，然而

主要的動力來源依然為下肢快速的推蹬與軀幹的弓身

所提供的動力，因此除了需提升各關節角度外，角速

度與角加速度為產生動能不可或缺的條件 (吳盛暉 

等，2009)。 

以此觀點而言，從表 6 中可得知內在組肘與膝關

節角度的增加驅使髖與踝關節的角度提升，反觀外在

組則可觀察到髖與膝關節角度的增加，使膝與踝關節

最大角度提升。顯示外在組主要提升下肢協調性，而

內在組則產生較離散的關節協調。此外，兩組皆能使

髖與膝關節的角速度與角加速度更加協調外，發現外

在組相較內在組增加了肩與踝關節的角速度與角加速

度的協調，這可能為外在組更可增進立定跳遠表現的

重要因素。 

目前已證實外在組在起跳瞬間，可增加立定跳遠

推蹬期之地面反作用力與提升起跳瞬間水平速度，並

降低起跳時垂直速度 (林雙如 等，2017)。本研究發

現除上述參數的差異外，亦產生相對小的髖關節伸展

角度。進一步從動作控制的觀點，欲增進立定跳遠成

績主要需透過上肢擺臂，經由肢段角動量帶動下肢進

行推蹬，起跳時主要由肩關節擺臂使下肢動作更協調，

但欲提升立定跳遠成績，需更著重增加下肢關節角度

與 角 速 度 進 行 推 蹬 (Fernandez-Santos, 

Gonzalez-Montesinos, Ruiz, Jim é nez-Pav ó n, & 

Castro-Piñero, 2018)，由此可知上肢肩關節僅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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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下肢角度與角速度的增加才是真正提升跳遠

成績的主因，也因如此，過程中髖、膝、踝關節最大

角度呈現顯著正相關，則被認為有較佳的協調性 

(Wang et al., 2018)。比對本研究結果最大角度相關性

方面，外在組可同時增進髖和膝、膝與踝關節最大角

度的協調，反觀內在組雖增加了肘和髖關節、膝與踝

關節最大角度的協調，但欲增進立定跳遠在上肢部分，

主要透過肩關節進行擺臂「協助」下肢推蹬，而非透

過肘關節。基於上述原因，內在組雖可增加肘與髖關

節的協調，但對提升立定跳遠成績則相當有限，由此

可知外在組主要可提升下肢各關節最大角度的協調，

此結果呼應先前研究結果提出外在組主要提升髖、膝

與踝關節的協調性與應用，內在組則著重提升膝關節 

(蔡於儒 等，2019; Vidal et al., 2018)，此現象可能為

相較內在組更能增進立定跳遠成績的因素之一。 

欲增進立定跳遠成績於起跳瞬間手臂需由後快速

向斜上延伸，並超越頭部來牽引軀幹弓身，同時下肢

進行推蹬，離地時膝關節完全伸展隨髖部屈伸，於落

地時膝關節再次伸展，再屈曲進行緩衝，並將身體重

心保持在前方，避免落地時身體向後倒，且整體過程

中皆需在一定的速度上 (吳盛暉等，2009; Ramírez-Vé

lez et al., 2017)。上述研究說明起跳瞬間若僅增加「角

度」則無法有好成績，主因為缺乏「速度」，故角速度

與角加速度的提升亦為增進立定跳遠成績的關鍵因素 

(吳盛暉 等，2009; 劉俊概 等，2007; Fernandez-Santos 

et al., 2018; Lenarcic et al., 2007)。此外，影響立定跳遠

成績表現因素中，髖、膝、踝關節的角度、角速度與

角加速度的變化量與成績表現有正相關，且各關節相

關性越高表示協調性越佳 (劉純忠、鍾祥賜，2005; 

Wang et al., 2018)。本研究結果在各自組內最大角速度

與角加速度方面顯示，兩組皆可使髖與膝關節角速度

與角加速度更加協調外，值得一提的是外在組額外增

加了肩與踝關節的角速度與角加速度的協調，這也造

就了外在組相較內在組更可增進立定跳遠表現的關鍵

因素。 

此外，兩組造成立定跳遠成績有所差異的其中因

素，亦可能為內在組會使起跳瞬間的作用力受到限制，

減少力量在持續一段時間後的衝量效果 (林雙如 等，

2017)，導致內在組即便增加髖關節最大角度，但進步

幅度仍不如外在組的因素之一，而產生此現象從約束

行為假說的角度，可歸因於使用內在焦點指導會引起

更強烈的身體控制，抑制神經與肌肉傳導，使身體受

到限制或無意識的干擾身體「正常的」動作控制與協

調 (Lohse, Sherwood, & Healy, 2010)，並減少起跳時的

衝量 (Wu et al., 2012)，反觀外在組有助提高運動性能，

快速流暢的執行運動任務，促進身體運動自動化以增

加動作協調，讓動作系統更有效率。因此外在組更勝

內在組 (黃可欣等，2013; Kal et al., 2013)。 

 

 

表 6 兩組最大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相關性對照表 

參數 組別 
各關節 

不同 相同 

最大角度 (度) 
內在 肘與髖 

膝與踝 
外在 髖與膝 

最大角速度  

(度/秒) 

內在 - 
髖與膝 

外在 肩與踝 

最大角加速度  

(度/秒 2) 

內在 - 
髖與膝 

外在 肩與踝 

 
伍、結論 

不論使用何種注意力焦點指導皆可增進學童立定

跳遠成績，但外在焦點進步幅度顯著高於內在焦點，

從單一運動學參數的觀點，內在焦點雖產生相對大的

髖關節最大角度，卻不是最佳的立定跳遠策略，因此

從單一運動學觀點無法得知兩組明顯差異，但從動作

協調性觀點來看，外在焦點呈現與內在焦點不同的肢

段角度、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協調性型態」，有助於提

高運動性能快速流暢的執行運動任務，促進身體運動

自動化以增加動作協調，讓動作系統更有效率，本研

究結果釐清兩組間在肢體動作協調型態改變之學術性

價值，並提供基層體育教師在擬定教學練習和策略上

的實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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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Motion coordin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motion control 

in recent years. Past studies had pointed out that, for the standing long jump the ex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 guidance had different "starting moment" from the in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coordination patterns of various limbs between the 

two focus strategies, and whether it is related to better standing long jump performanc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ocus strategies from the single kinematic parameter and 

limb coordination. Methods: Forty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ternal focus group and external focus group. High-speed cameras were used to capture the 

each joint during the standing long jump. Results: The external focus group had better standing 

long jump performance than the internal focus group significantly. For the kinematic parameters, 

the external focus group showed smaller hip joint angle. In terms of coordination, both group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ximum angle of the knee and ankle joints, 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ximum angular velocity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hip and knee joints. In the internal focus group, the maximum angle of the elbow and hip joint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the external group, the maximum angle of the hip and 

knee joints were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angular velocity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shoulder and ankle joints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  There was no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rom the viewpoint of kinematic parameters. For the 

coordination (pattern of the limbs), the external focus group was more coordinated in joint angles, 

angular velocities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s, and those are the reasons resulting in better standing 

long jump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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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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