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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目的：本篇研究中，將透過運動學分析的方式，探討不同距離定點跳投

之動作分析，希望可以瞭解到不同距離關節角度、角速度與角加速度對

於投籃的影響。方法：運用二台高速攝影機擷取不同距離定點跳投之動

作，再利用 Kwon3D 動作分析軟體進行運動學之分析。結果：一、出手

速度會隨距離的增加而增加。二、出手角度會隨距離的增加而減小。

三、肩關節角度、肘關節角度及腕關節角度在 6.25 公尺與 6.75 公尺不同

距離投籃中皆未達顯著相關。四、肩關節角速度在不同距離投籃中達顯

著相關。五、肘關節及腕關節角速度在不同距離投籃中皆未達顯著相

關。六、肩關節及肘關節角加速度在不同距離投籃中皆未達顯著相關。



七、腕關節角加速度在不同距離投籃中達顯著相關。 八、6.75 公尺的腕

關節角速度與 6.25 公尺的肩關節角度與 6.75 公尺的肘關節角度呈現負相

關。  

摘要

(英)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will explore the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fixed point jump shot action through the kin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hope to realize that the effect on shooting from the different joint angle, angular 

velocity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Methods: Use two high-speed cameras to 

capture the jumpers’ spot-up action of the different distances. After that, use 

Kwon3D motion analysi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kinematics. Results: 1. The shot 

speed will increase as the distances increase. 2. The shot angle decreases while the 

distances increase. 3. The shoulder angle, elbow angle and wrist angle in the 

perimeter of 6.25 meters and 6.75 meters were less than significant. 4. The 

shoulder angular velocity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distances shot. 5. The elbow 

and wrist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perimeter were less than significant. 6. Shoulder 

and elbow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shots in different distances was significant. 7.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wrist shots in different distances less than 

significant.8. The wrist angular velocity in the perimeter of 6.75 meters with 

shoulder angle in the perimeter of 6.25 meters and elbow angle in the perimeter of 

6.25 meters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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