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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跳投之動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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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大專聯賽前八名的男子球員 10 人 1、2、3號位置專長平均身高為 183.1±8.09 體重為

78.6±7.31 為實驗對象。在罰球線距離做跳投動作，利用攝影機以 60hz 的速度拍攝，在以 APAS 動作分析

系統做 2D 運動學分析，結論如下：(1)下蹲不充分時就會用用力撥球增加腕關節角速度的方式去投籃；

(2)球離手時肩關節角速度與投籃命中率有顯著的正相關；(3)肩關節角度越大球離手的角度就越大；(4)

肩關節角度越大肘關節及腕關節角度就越大；(5)肩關節角度與肘關節角速度、肩關節角速度與肘關節角

速度呈顯著負相關。 

關鍵字：籃球、跳投、動作分析 

 

一、前言 

從投籃技術來看，決定最佳投籃的方

式，須視投籃時的力量的大小、出手投籃的時

間長短與投籃的角度三方面來決定 (王順

正，民 86)。Miller(1993)指出決定投籃是否

成功有三個因數，球離手的速度、球離手的角

度和球離手的高度。這些影響投籃命中的生物

力學因素都是從球的位移推導而來的，而球的

位移狀況，取決於身體各部位的動作 (許樹

淵，民 77) ，而對跳投動作的描述如：站姿、

舉球、跳起、球在最高點時離手、餘勢

(Lehane,1981, Fox,1988)。等都不是實證研

究的結果，跳投動作的動作過程中各階段在整

個動作中的分配情形如何、這些分配情形與投

籃命中率間的相關性如何，各階段的身體運動

學參數為何，各參數彼此間的關係、與命中率

的關係為何等等並無研究進行探討探討。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挑選 1、2、3 號位置專長平均身高

為 183.1±8.09 體重為 78.6±7.31 大專聯賽前

八名的男子球員 10 人為實驗對象。在罰球線

距離做跳投動作的測試，跳投 10 次為一輪，

每個人輪三次共計投 30 次。以一台 JVC 攝影

機設定拍攝頻率 60Hz、快門 1/2000，捉取跳

投動作之影像，並記錄每次投籃是否命中，計

算其命中率，再隨機選取五次的跳投以 APAS

軟體進行動作分析，再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體進行統計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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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 積差相關分析各參數間之相關。 

三、結果與討論 

表一 跳投之運動學參數敘述統計表 

參數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命中率 0.69 0.46 
動作時間 0.98 0.20 
下蹲期時間比例 0.58 0.14 
跳起瞄籃期時間比例 0.34 0.12 
出手期時間比例 0.08 0.03 
蹲到最低時膝關節角度 100.91 17.14
球離手時機 -0.02 0.08 
球離手角度 50.53 6.16 
離手肩關節角度 133.32 9.75 
離手肘關節角度 157.34 12.31
離手腕關節角度 180.09 21.26
 

表二 球離手上肢運動學參數相關分析表 

 球離

手角

肩關

節角 

肘關

節角 

腕關

節角 

肘角

速度 

肩角

速度 

球離

手角  0.30* 0.18 0.05 -0.06 -0.10 

肩關

節角 0.30*  0.72** 0.38** -0.29*  

肘關

節角 0.18 0.72**     

腕關

節角 0.05 0.38**     

肘角

速度 -0.06 -0.29*    -0.62* 

肩角

速度 -0.10    -0.62*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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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球離手肩角速度與命中率之相關表 

 命中率 肩角速度 

命中率 1 0.65* 

肩角速度 0.65* 1 

*p< .05 

 

表四 球離手腕角速度與下蹲最低膝角度之相關表

 下蹲最低膝角 離手腕角速度

下蹲最低膝角 1 0.30* 

離手腕角速度 0.30* 1 

* p< .05 
 
從表一知道跳投下蹲期佔動作時間的比

例 最 長 為 58%±0.14 、 跳 起 瞄 籃 期 為

34%±0.12、出手期 8%±0.03，因此要注意充分

的下蹲對投籃的影響很大，從表四中，下蹲的

膝關節角度與球離手腕關節角速度成顯著正

相關知如果下蹲程度越小(膝關節角度越大)

則球離手時腕關節角速度越大，這表示在下蹲

不充分時就會用用力撥球增加腕關節角速度

的方式去投籃，而不會用肘上推動作造成較大

的肩關節角度及肩關節角速度，從表三來看肩

關節角速度與投籃命中率有顯著的正相關，下

蹲不夠是不利於投籃的：從表二來看球離手角

度與肩關節角度有顯著的正相關，這表示肩關

節角度越大球離手的角度就越大，這有利於球

的命中，而肩關節角度與肘關節、腕關節角度

有顯著正相關，表示球離手瞬間肩關節角度越

大肘關節及腕關節角度就越大，手臂可以完全

的伸展；同表二球離手肩關節角度、肩關節角

速度與肘關節角速度成顯著負相關，肩關節角

度及角速度越大肘關節角速度越小，表示以舉

肘動作增加肩關節角度及角速度時就比較不

會有壓前臂的較大肘關節角速度的動作。 

四、結論 

     本研究可歸納出下列五點結論：(1)下蹲

不充分時就會用用力撥球增加腕關節角速度

的方式去投籃；(2)球離手時肩關節角速度與

投籃命中率有顯著的正相關；(3)肩關節角度

越大球離手的角度就越大；(4)肩關節角度越

大肘關節及腕關節角度就越大；(5)肩關節角

度、肩關節角速度與肘關節角速度成顯著負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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