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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投籃的出手時機有不同的說法，而投籃出手時機是否會影響投籃的命中率，並利用攝影機以 60hz 的

速度拍攝，再透過 APAS 動作分析軟體擷取 2D 的資料進行分析，嘗試找出不同時機出手時球離手角度、

離手高度、離手速度等動作上的差異情形，提供教學與訓練的參考。因此本研究以大專聯賽前八強球隊

打外圍位置專長的球員為受試者，測試在罰球線及三分線距離做提早、正常、延遲三種出手時機的跳投，

結果獲致下列結論：(一)投籃不同時機出手，球的離手速度受距離的影響；(二) 投籃的腕關節角度不受

距離改變的影響；(三)在近距離投籃時會因出手時機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四)投籃時延遲出手時球的

離手高度較高。 

關鍵字：籃球、跳投、出手時機

 

一、緒論 

劉致勇、劉志偉(1995)研究發現影響命

中率最主要的因素，是比賽中強大的生理負

荷、心理因素及技術因素。Brancazio 認為一

個好的射手除了要練習正確的方法外，尚必須

學習如何透過科學的思考，來去除投籃的低潮

時刻，並維持準確投籃的穩定性。從技術的角

度來看，投籃受到四變數的影響，即出手角

度、中籃角度、投籃者身高、投籃距離 (許樹

淵，民 65)，Miller(1993)則指出決定投籃是

否成功有三個因數，是球離手的速度、球離手

的角度和球離手的高度，投籃的距離決定你投

籃的動作型式，因為長距離的出手投籃必須藉

助下肢的力量(劉碧華 譯，民 81)；王人生(民

81)亦認為投籃距離直接影響出手動作。

Brancazio 利用拋射體的運動概念，強調籃球

投籃後其路徑的拋物線弧度形狀，須視投擲速

度與投擲角度而定，決定最好軌跡的方法是投

籃時所需的投擲力量的大小，投擲的力量並決

定籃球的投擲速度。所以球的位移狀況，取決

於身體各部位的動作，起跳時的動作、體型和

姿勢決定起跳時球的高度；出手點的高度則受

重力和速度變化而來，其力量由臂、腿、軀幹

和臂聯合產生，在這些研究中沒有探討到球員

的投籃出手的時機的問題，事實上對投籃的出 

手時機有不同的看法，因此出手時機的早、晚

對動作有怎麼樣的影響是值得探討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挑選 1、2、3號位置專長平均身高

為 188.8±4.01 體重為 87.9±7.95 大專聯賽前

八名的男子球員為實驗對象。在罰球線距離及

三分線距離做跳投測試。分別做(1)提早、(2)

正常及(3)延遲三種不同時機離手的跳投動

作。以一台 JVC 攝影機拍攝頻率設定為 60Hz，

快門設定為 1/2000，捉取跳投動作之影像，

再透過 Ariel Performance Analysis System

（APAS）動作分析軟體進行運動學資料的擷取

分析。使用之統計軟體為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以敘述統計分析(平均數與標準差)

所有受試者之基本資料，以變異數分析考驗相

關數據的差異，所有統計數值的考驗均以

α=.05 為臨界水準。 

三、結果與討論 

正常時機離手的投籃中，球的離手速度

三分距離是 684.433 ± 88.436cm/s，顯然比

二分距離的 609.112 ± 102.089cm/s 要快，和

Miller(1993)分析實際比賽的結果平均出手

速度分別為 3.66m 以內為 3.04 m/s 、

3.66-5.49m 為 4.71m/s 及 5.49m 以上為

6.24m/s，而且達顯著差異：及 Elliott(1992) 

男子在 4.25 公尺為 7.1 m/s，6.25 公尺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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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iller; Bartlett(1996)距離漸增出手

速度有增加的趨勢。 

腕關節角度沒有受到距離影響，正常時

機出手二分線為 196.709±9.735 三分線為

196.729±9.735 、 提 早 出 手 二 分 線 為

198.584±11.789 三分線為 198.889±13.059、

延遲出手二分線為 203.506±13.705 三分線為

200.755±14.469，三個出手時機在不同距離的

互相比較中沒有差異，顯示扣腕這個的動作在

不同距離投籃動作中是比較固定的，或許是因

為同樣的撥控球動作所致。但是不同時機出手

對扣腕動作是有影響的，在二分線投籃動作表

現上，呈現正常(196.709±9.735)和延遲

(203.506±13.705)、提早(198.584±11.789)

和延遲(203.506±13.705)間有顯著的差異，也

就是說不同的出手時機，會影響投籃的撥控球

動作。 

球離手的高度無論在兩分距離或三分距

離，都是延遲出手的高度最高，三分距離延遲

為 270.988 ± 14.900cm、正常為 260.495 ± 

12.364cm、提早為 252.602 ± 12.827cm，二

分距離為延遲 278.816 ± 8.720cm、正常為

267.435 ± 9.998cm 、 提 早 為 262.327 ± 

11.376cm，這個現象應該是因為投籃時延遲出

手，所以手臂都盡力推出，造成有較高的離手

高度，這可以對應性的看到提早出手的出手高

度，比正常和延遲都低，是因為還沒到最高點

球就已經離手了，再看肘關節角度二分距離，

正常時機出手為 156.836±13.880∘、提早出

手 為 156.394∘±15.572 、 延 遲 出 手 為

161.654∘±10.383，延遲的角度明顯大於提早

和正常，肩關節角度的情形，二分線正常時機

129.47±8.941∘ 、 提 早 出 手 為

129.208±8.291∘ 、 延 遲 出 手 為

133.73±11.222∘，表示在延遲出手時手臂不

僅有做向上推的動作而且手臂伸得相對較

直。換句話說如果要得到較高的離手高度，正

常出手時機的投籃，應該還要再將手臂做進一

步的伸展。 

四、結論 

本研究可歸納出下列四三點結論：(一)

投籃不同時機出手，球的離手速度受距離的影

響；(二) 投籃的腕關節角度不受距離改變的

影響；(三)在近距離投籃時會因出手時機的不

同而有顯著差異；(四)投籃時延遲出手時球的

離手高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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