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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成棒投手不同測試速度之峰值轉矩值與離手球速之間的相關性。利用 Biodex 等速

肌力測定儀在肩、肘關節以 60,180,300,450 度/秒，在前臂以 60,180,300,360 度/秒之測試速度下分別

量測峰值轉矩值；離手球速以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拍攝所得，每位投手投擲 10 球以取得最高球速。結果

顯示肩關節內收與伸展 60 度/秒峰值轉矩值與離手球速達顯著相關，由此建議增加肩關節內收與伸展肌

力可能有助於增加離手球速，希望可以提供棒球投手在肌力訓練上做為一個參考。  

關鍵字：等速肌力、投手、球速 

 

一、緒論 

棒球訓練的要旨之一就是增加選手的投

擲速度。有學者提出增加肌力將會增加投擲速

度，而在過往的研究中顯現出肩外展、內收、

伸展、內旋肌與肘伸肌及腕伸肌的向心肌力與

球速有顯著相關性 (Clements, et al., 2001; 

Wilk, et al., 1995; 陳九州等人, 1993; 莊

林貴等人, 2002) ，所以對增進運動表現來

說，增加肌力是除了例行技術訓練外最需要去

加強的部分。 

各關節肌力在投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重

要性不一，故瞭解各關節不同速度之等速肌力

特徵與球速之相關性以分析各關節肌力的重

要性可提供有效率之肌力訓練參考。 

針對這一特點以檢測等速肌力的方式最

能符合投球功能性動作，根據Pappas等人

(1985)研究中顯示肩內旋平均轉速約達

6180∘/sec，最高達9198∘/sec，由此可見棒

球投擲是相當高速的肌力展現，而如此高速動

作下能產生的肌力相當有限，故若能取得選手

在高速動作的肌力特性，將能用資參考實際運

動情境的肌力表現。 

二、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國立體育學院棒球隊7

名投手，平均年齡 20.4±1.38 歲、身高

178±4.88 公分、體重 75.3±6.07 公斤、球齡

9.75±2.05 年。實驗過程分成兩大部分：(1)

等速肌力量測是利用 Biodex Medical System 

3 (Shirley, NY)對受試者進行測試(2)離手球

速的量測是利用 Vicon 3D motion analysis 

system (Oxford Metrics, UK)依 250Hz 擷取

頻率拍攝所得。在等速肌力測試部份，測試動

作包括肩關節屈曲/伸展、外展/內收、水平外

展/內收、內/外旋(手臂外展 90 度)、肘關節

屈曲/伸展，而以上動作以 60,180,300,450 度

/秒等 4 種測試速度，另前臂旋前/旋後則以

60,180,300,360 度/秒等 4 種測試速度。受試

者將被指導以執行 4 次最大努力動作，測試完

成後將取得各關節峰值轉矩。在離手球速的量

測上以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抓取資料，每位受

試者給予 10 次投擲以抓取最高速度，其平均

最高離手球速為 34.87 ± 1.5 公尺/秒。資料

分析以 Pearson 積差相關探討不同測試速度

的峰值轉矩與離手球速之間之相關性，統計考

驗以 α＝.05 為顯著水準。 

三、結果與討論 

球速與各關節峰值轉矩之相關分析的結

果如表一所示。在肩關節內外旋肌力測試中，

國外已有學者完成450 deg/s之研究(Newsham, 

et al., 1998)，然而其他關節動作的等速肌

力研究中並未使用如此高速之設定，在本實驗

加入此高速動作，一則為驗證先前研究，二則

期望對於高速測試動作的嘗試有所突破，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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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些高速肌力的參考數據。 

表 1 平均最高球速與不同測試速度之峰值轉

矩值相關係數表 

關節動作 相關係數 

測試角速度 60 

deg/s 

180 

deg/s 

300 

deg/s 

450 

deg/s 

肩水平外展 

肩水平內收 

肩屈曲 

肩伸展 

肩外展 

肩內收 

肩外旋 

肩內旋 

.267 

-.383 

.353 

.786﹡ 

.282 

.742﹡ 

.322 

-.311 

.428 

-.258 

.301 

.596 

.217 

.588 

.099 

.004 

.342 

.285 

.234 

.404 

.037 

.562 

.363 

-.107 

X 

X 

X 

-.350

X 

.084 

.388 

-.150

肘伸展 

肘屈曲 

-.025 

-.079 

.009 

-.194 

.066 

-.284 

-.239

.452 

前臂旋後 

前臂旋前 

-.091 

.053 

.298 

-.251 

.021 

.203 

.287 

.304 

(*：P<.05) 

在實驗結果與相關研究比較方面，在

Bartlett (1989)等人的研究顯示其肩內收(r2 

=.545,P=.041)與離手球速之間達顯著相關，

而肩伸展(r2 
=.459,P=.078)顯現正相關卻未

達顯著，而本研究結果發現肩內收 (r2 

=.742,P=.028)與肩伸展(r2 
=.786,P=.018) 

與離手球速達顯著相關，另外在對比莊林貴等

人(2002)對於青棒投手的部分研究結果發現

本實驗的相關統計結果相符合，且在三個標準

測試速度下(60, 180, 300 deg/s)，肩關節伸

展及內收峰值轉矩的相關係數值也比其他項

目高，這也產生了驗證先前實驗的結果。 

四、結論 

本研究可歸納出下列結論：肩關節內收、

伸展之 60 deg/s 峰值轉矩與離手球速達顯著

正相關，這可能意味著肩內收與伸展肌力較大

者其球速也會有較佳表現的可能性，若能針對

肩關節內收及伸展方向提供進一步訓練計

畫，可能對於增加球速會有極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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