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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排球攔網是重要的防守工具，攔網效果又取決於攔網高度，要具備高度則必須要有流暢的起跳動作，本研究經

由攝影對十六名排球選手進行運動學分析，並偕同專家共同評分，經積差相關統計處理分析起跳前預備動作之流暢

性。研究結果顯示：雙腳能同時起跳者有利於攔網起跳，下蹲角度關節角較小時，動作流程會較流暢，而起跳的實

施過程也較完整。下蹲時，左右腳下肢關節角度越一致，則越有利於起跳時下肢的蹬伸。 
 

一、前言 

在排球逾百年歷史的發展過程中，其競賽規

則亦處於不斷演變的過程，主要目的是促使進攻

與防守的相對平衡，讓比賽更加激烈，且更具吸

引力。攔網是排球運動中的第一道防線，它既能

攔阻和減弱對方的進攻強度，又能促成本方組織

反攻的條件，是克敵制勝的重要因素之一。回顧

排球運動的技、戰術，在近幾十年來，為因應進

攻戰術的高、快、多變，攔網戰術也有較大的突

破，但在攔網技術方面，選手除了手臂擺位有些

改變之外，其餘並無多大進展。前田健(民 77)

曾經指出，有些指導者，對任何事都要求完整的

型態，其實速度比型態更為重要。假如把攻擊手

的速度當作 10 的話，攔網者的速度本來也應該

要10；然若以現實問題來講，攔網者的速度大概

最快也只有 6~7；不管如何都形成追趕的情況。

況且攔網者還要依據不同的攻擊型態來預測球

路，所以攔網與攻擊交鋒時是居於劣勢，需要加

強移動並增加高度來縮短與攻擊的差距。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攔網起跳前預備動作與

攔網技術優劣之關係。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十六名(平均年齡 19.71±2.98 歲，

身高184.31±5.80公分，體重73.81±6.59公斤)

國內甲組男子排球選手為受試對象。受試者進行

五個不同點共十五次的攔網動作，由中心點向左

右 1.75 公尺和左右 4 公尺移動。每次攔網後，

需回 

 

到原中心點再進行下一點的攔網。起跳預備動作

定義為身體直立到下蹲的最低點時，身體重心高

度、膝、髖及肩關節角度。每點三次取一次較佳

表現作為分析，其餘三次進行專家評分；本研究

特別請二位曾擔任國家隊教練，與一位代表國家

參與國際性賽會，共三名專家擔任評分工作。本

研究使用三部數位高速攝影機(60 Hz)經由 APAS

動作分析系統進行運動學分析後，再經Excel與

SPSS統計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圖一、五個不同攔網位置 

三、結果與討論 

專家們評分結果與下蹲角度的相關時，因

為攔網者在原點與近距離攔網動作過程中，有充

分的準備時間，所以其下蹲深度較低，以致於專

家們評分的結果與下蹲深度呈負相關。從專家們

評分的結果與下蹲深度的相關性，說明在充分準

備的情況下，攔網動作流程會有較完整的實施。

專家們評分在向右移動攔網時，下蹲深度與評分

的結果皆為負相關(r=-0.237, -0.166)，較向左

移動攔網時相關低(r =-0.028,0.205)，負相關

越低代表下蹲深度越低，而專家們評分越高，分

析結果顯示向右移動攔網時，下蹲預備動作流暢

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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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專家評分描述性統計 

三次 

評分 
左遠 左近 原點 右近 右遠

合計

總分

平均數 8.06 8.05 8.60 8.15 8.48 41.34

標準差 0.48 0.56 0.59 0.49 0.53 2.19

表二、重心下蹲最低點統計表 

 左遠 左近 原點 右近 右遠

平均數 79.49 76.29 71.52 77.38 77.66

標準差 3.96 4.47 5.35 5.84 4.31

評分相關 0.205 -0.028 -0.121 -0.237 -0.166

左膝關節下蹲角度以原點下蹲角度較小，

向左遠距離移動攔網較大。右膝關節下蹲角度以

原點較小，向右近距離移動較大，但與遠距離下

蹲角度相異不大。 

表三、膝關節下蹲角統計表 

  左遠 左近 原點 右近 右遠

平均數 115.29 103.13 84.62 96.83 105.13

標準差 11.27 9.67 8.95 10.72 8.99

左

膝

關

節 
評分 

相關 
0.378 -0.277 -0.247 -0.242 0.137

平均數 102.29 86.07 83.13 103.00 101.75

標準差 9.55 7.54 9.80 12.92 12.64

右

膝

關

節 
評分 

相關 
-0.003 -0.015 -0.298 -0.286 -0.116

原點攔網與向右近距離攔網時，膝關節下

蹲角度與專家們評分皆成低度的負相關，原點相

關為 r = -0.247 與 -0.298 主要原因為：原點

下蹲角度越小，代表起跳前的準備較充分與起跳

離地速度發揮較快，所評分的結果越好。而向右

近距離移動攔網，相關結果為 r = -0.242 與 

-0.286，主要因素為向右近距離攔網動作熟練度

較高，所以動作型態上與原點攔網動作相似。 

左、右髖關節下蹲角度以原點下蹲角度最

小，向左遠距離移動最大。亦即以原點下蹲較

深，向左遠距離移動較淺。髖關節下蹲角度與專

家們評分間，除左髖關節在右近距離外有較高相

關外，其餘位置皆未有較高之相關。 

 

 

表四、髖關節下蹲角度統計表 

 左遠 左近 原點 右近 右遠

平均數 106.36 104.19 87.51 97.03 97.64

標準差 7.03 12.22 12.68 17.16 8.23

左

髖

關

節

評分

相關
0.134 0.027 -0.224 -0.426 -0.143

平均數 101.75 95.02 89.46 101.23 99.84

標準差 6.12 11.15 13.37 12.69 8.26

右

髖

關

節

評分

相關
0.209 0.092 -0.182 -0.245 0.144

肩關節下擺角度發現不同選手間，個別差

異較大。角度往往在30到60度不等的差距。實

務上並不會對起跳造成太大的影響，因此，肩關

節過度的下擺反而會對於中間攔網動作產生不

良的影響，因為中間攔網主要是對進攻方之快攻

或時間差攻擊進行攔阻，所以在近距離與原點的

攔網動作，肩關節下擺動作不宜過大，以免影響

雙手到位攔網的時間。 

表五、肩關節下擺角度計表 

 左遠 左近 原點 右近 右遠

平均數 21.77 29.34 29.78 28.58 25.19

標準差 7.95 12.85 15.23 10.01 9.01

左

肩

關

節

評分

相關

0.622

* 
0.151 

-0.18

3 

-0.23

5 

-0.11

6 

平均數 25.02 27.63 31.60 27.27 27.92

標準差 6.95 13.37 13.58 10.20 9.68

右

肩

關

節

評分

相關
0.097 0.271 0.134 -0.11

-0.37

7 

四、結論 

身體重心下蹲較低時，膝、髖關節角會隨之

變小，依照專家們評分結果在原點與近距離攔網

時，下蹲角度關節角較小時，動作流程會較流

暢，而起跳的實施過程也較完整。下蹲時，左右

腳下肢關節角度越一致，則越有利於起跳時下肢

的蹬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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