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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棒球選手球棒質量適合性之探討 

Study of bat mass proper for first-class baseball players 

龔榮堂 

國立體育學院 球類運動技術系 

 

摘要 

球棒質量的輕重對揮棒速度有不同的影響，在訓練或比賽時選手所慣用的球棒質量與適合的球棒質

量存在著非常大的差異。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揮棒速度和動量探討甲組成棒選手適合的球棒質量。

本研究以 53 位甲組棒球隊選手為研究對象，分別空揮 1200 g (加重棒)、900 g (正常棒)、850g、800g、

750g、700g、650g、600g、490 g (教練棒)等不同質量球棒，利用揮棒測速器測得選手的揮棒速度，並

根據物理理論計算出球棒的動量。結果發現揮不同質量球棒時揮棒速度會隨球棒質量的減輕而增快，750g

和 650g 的揮棒速度為球棒質量-揮棒速度曲線上的臨界速度；球棒動量則隨球棒質量的增加而增加，顯

示正常質量球棒(900g)能產生的動量最大，意即 900g 的正常球棒能傳導較大的能量給球。因此，根據本

研究結果建議教練和選手可利用 750g 和 650g 的球棒進行揮棒訓練，在比賽時則建議用 900g 的球棒。 

關鍵字：球棒質量、棒球、揮棒速度

一、緒論 

揮棒速度是影響打擊表現的重要因素，且球棒

的質量輕重對揮棒速度有不同的影響。在比賽

時，選手所使用的球棒質量，大多是憑個人的

主觀感覺，較少利用生物力學原理進行科學化

的選擇；由於每位選手的身體素質與打擊技術

有所不同，所適合的球棒質量亦會有所不同，

Bahill & Karnavas(1991)即認為每位選手都

有特定的理想重量的球棒(ideal weight 

bat)，此重量的球棒能有最佳的表現，理想重

量的球棒被定義為碰撞後能產生最快球速的

最小重量。由碰撞原理中的動量守恆定理得

知，碰撞後球速與打擊者的揮棒時所產生的動

量有關，所以可由揮棒速度與球棒質量間接的

探求適合的球棒質量。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

在於了解揮棒速度與球棒質量的關係，以揮棒

速度快慢探討甲組成棒選手的適合球棒質

量；並以動量公式計算出不同量球棒所能傳導

給球的潛在能量多寡，以探討甲組成棒選手能

產生較大擊球能量的球棒質量。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 53 位甲組棒球選手為研

究對象，每位選手分別空揮 1200 g (加

重棒)、900 g (正常棒)、850g、800g、

750g、700g、650g、600g、490 g (教練

棒)等不同質量球棒。研究者在距離棒尾

12 公分處與 55 公分處分別劃記標示線，

以做為固定選手握棒中心和測速器放置

點。本研究利用美製之 StrokeMaxxer N0. 

111A 棒球棒測速器測量選手揮棒速度。受

試者以隨機的方式輪流空揮九種質量球

棒五次。根據先前求得高速攝影機與測速

器之間的揮棒速度關係式：Vs = Vc × 

0.871 + 17.88(Vs 表示揮棒速度，Vc 表

示測速器之揮棒速度)(可解釋變異量為

77%)(龔榮堂，民 92)，計算出受試選手確

實之揮棒速度。本研究利用物理公式：

Momentum= Mbat×Vbat，計算揮擊不同質

量球棒之動量。所得資料皆以 Execl 進行

公式計算，以 SPSS 軟體進行相依樣本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Repeated measure 

one-way ANOVA)等統計分析。 

三、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發現不同質量球棒之間的揮棒速

度達顯著差異(p<.05)；經最小顯著水準法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進行

事後比較後，發現(900g)正常棒的揮棒速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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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快於(1200g)加重棒的揮棒速度(約 12.16

公里/小時) (p<.05)，750g 球棒的揮棒速度

顯著快於800g球棒的揮棒速度(約2.89公里/

小時)(p<.05)，650g 球棒的揮棒速度顯著快

於 700g 球棒的揮棒速度(約 7.31 公里/小

時)(p<.05)；其餘不同質量球棒之間則未達顯

著的差異(p>.05)。 

本研究發現成棒甲組選手在揮不同質量

球棒時，揮棒速度會隨球棒質量的減輕而增

快；此研究結果與 Bahill & Freitas (1995)、 

Matsuo(1998)、Fleisig et al(2002)、龔榮

堂(民 92)等研究結果一致；Matsuo(1998)發

現球棒質量由 835 公克增加至 945 公克，會使

平均最大直線速度由118. 8公里/小時(km/hr)

變為 115.6 公里/小時。由圖一可發現 750g

和 650g 的揮棒速度為球棒質量-揮棒速度曲

線上的臨界速度；650g 球棒的揮棒速度仍快

於質量較輕的 600g 和 490g，顯示 650g 揮棒

速度可能是受試選手所能揮出的最快速度，所

以 650g 球棒可做為預測棒球選手揮棒速度的

測試球棒質量。根據本研究結果建議教練和選

手可利用 750g 和 650g 的球棒進行揮棒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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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不同質量球棒揮棒速度曲線圖 

 

在動量方面，本研究發現除了 700g 與

650g 之 間 的 動 量 未 達 顯 著 的 差 異 外

(p>.05)，其餘不同質量球棒之間的動量皆達

顯著的差異(p<.05)。且不同質量球棒所能產

生的動量會隨球棒質量的減輕而減少(如圖二

所示)。此結果與龔榮堂(民 92)的研究結果相

同；龔榮堂(民 92)的研究是以十五位國立體

育學院棒球隊選手為研究對象，發現球棒動量

則隨球棒重量的增加而增加，且選手比賽中所

慣用的球棒(910g)能產生的動量最大。由本研

究結果可得知，除重達 1200 公克的加重棒之

外，受試選手在比賽中所使用的正常重量球棒

(900g)能產生的動量最大，意即 900g 的正常

球棒能傳導較大的能量給球，使得球在被擊中

後可能相對地飛的更快和更遠 (Ada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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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不同重量球棒之動量變化情形 

四、結論 

不同質量球棒的揮棒速度會隨球棒質量

的減輕而增快，750g 和 650g 的揮棒速度為球

棒質量-揮棒速度曲線上的臨界速度；不同質

量球棒所產生的動量會隨球棒質量的減輕而

減少。因此，根據結果建議教練和選手可利用

750g 和 650g 的球棒進行揮棒訓練；在比賽中

則建議使用能產生最大動量的 900g 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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