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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正手拉球上肢關節角運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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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比較正手拉弧圈球和拉前衝弧圈球時，上肢各關節角運動參數之差異。六名男性桌球選手身上各安置十六個反

光標記，利用三維動態分析量測系統進行桌球正手拉弧圈球和拉前衝弧圈球動作之拍攝，拍攝頻率為 240Hz。結果顯示，兩

種拉球方式主要差異在引拍階段因來球性質造成；肩關節角運動在拉弧圈球時揮拍軌跡比拉前衝式弧圈球陡斜；肘關節角運

動具相同模式；腕關節角運動在揮拍擊球期與跟隨期，拉弧圈球的尺向偏移角度變化量較大。前臂在引拍期拉弧圈球的旋後

角度較大，跟隨期拉前衝弧圈球角度變化量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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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桌球正手拉球在質性分析、肌肉活動情形與關節活動

範圍和擊球速度方面都曾被探討（蕭存沂，1996；

Neal，1991）。根據 Yoshida、Sugiyama 和 Murakoshi

（2003）的研究，運動員在 0.2 秒左右就需要判斷出

球的旋轉、方向與落點且準確地擊中來球。比賽中正

手拉球技術和得分率有顯著之關係（r=.20），且使用

率僅次於發球技術（杜美華，2001），由此可知正手拉

球技術在比賽中的重要性。其中，因來球為下旋球時，

一般以拉弧圈球應對，而前衝弧圈球通常用以應付上

旋球（廖學勇，2001）。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桌球選手在

完成正手拉弧圈球（loop）與拉前衝弧圈球（fast 

loop）動作時，其動作分期時間變化情況，以及兩種

拉球動作在上肢各關節之三維角運動變化。 

貳、研究方法 

六位男性桌球選手，平均年齡 21.6±5.5 歲、平均身

高 177±6.3 公分、平均體重 76±6.7 公斤與平均球齡 

12.8±4.9 年。利用 Eagle 三度空間運動分析系統

（Motion analysis Corp. Santa Rosa, CA, USA），

以八台攝影機收集各受試者正手拉弧圈球與拉前衝弧

圈球動作的肢體運動軌跡影像資料（拍攝頻率為

240Hz）。為了取得肢體在運動中之空間運動軌跡，共

安置十六個反光標記球於人體上肢具有解剖意義之位

置。受試者以預備姿勢站立於測試位置上，待來球（下

旋球與上旋球）時經由引拍、向前揮拍、擊球與跟隨

動作分別完成正手拉弧圈球和前衝弧圈球動作，各收

集十次成功動作。經由VAC 軟體所收集的運動軌跡影

像，由Eva 軟體加以追蹤辨識，再以GCVSPL 程式

（ generalized cross-validation spline 

smoothing）（Woltring，1986）作平滑化處理，截止

頻率 7.14 Hz，以自行撰寫之MATLAB 語言程式求取各

關節角度。將十次成功正手拉球之資料加以平均，以

開始引拍至完成跟隨動作結束平分為一百等分。最後

利用Origin軟體繪成圖表，以利於分析比較。 

參、結果與討論 

一、時間動作參數 

主要差異在引拍期階段(表一)，拉弧圈球與拉前衝弧

圈球引拍時間分別為 0.22±0.08 與 0.44±0.08 秒。這

是因為來球旋轉方向(上、下旋球)與反彈速度不同所

造成，使受試者在實施前衝弧圈球擊球過程中，縮短

引拍階段時間（廖學勇，2001），但其揮拍擊球期與跟

隨期時間兩者大致相同。 

表一 不同正手拉球之分期與所佔全程時間比例表（N=6） 

二、上肢各關節三維角運動 

（一）肩關節角運動（圖一）：從拉拍期到跟隨期，兩

種拉拍方式的屈曲與外展角度皆逐漸增大。而外旋角

度在引拍期由於拉弧圈球軀幹右傾角度較大，使引拍

位置較低，造成外旋角度變化較大。在揮拍擊球期到

跟隨期，由於拉前衝弧圈球本身向前運動較多使外旋

角度變化較大。另外肩關節在揮拍過程中保持外展，

增加拉球幅度並創造向前施力，讓球具備較大的向前

衝力與速度（張曉蓬，2001）。 

時間（秒） 弧圈球 前衝弧圈球 

引拍期 
0.44±0.08 

(51.44%) 

0.22±0.08 

(35.67%) 

揮拍擊球期 
0.22±0.60 

(25.58%) 

0.21±0.08 

(34.96%) 

跟隨期 
0.20±0.21 

(22.78%) 

0.18±0.01 

(29.37%) 

總拉球時間 0.86±0.11 0.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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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肩關節角運動模式 

（二）肘關節角運動（圖二）：從引拍期到跟隨期屈曲

角度分別為弧圈球 74.0±6.8 度、50.7±4.3 度和 

66.7±6.8 度；前衝弧圈球 71.2±8.9 度、50.2±4.2 度

和 58.9±8.7 度。兩種拉球方式具相同運動模式，屈

曲角度從引拍期至擊球瞬間逐漸變小，擊球後增大，

並且前臂在擊球後有瞬間內收的動作。兩種拉球方法

在整個過程中的屈曲角度(約50-75 度)，符合人體手

肘最大力量之角度(約110-135 度)（陳念慈、張淑娟、

李玉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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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肘關節角運動模式 

（三）前臂與腕關節角運動（圖三）：腕關節在開始揮

拍時尺向運動轉變為橈向運動，因此給予球體更多摩

擦力。前臂皆保持旋後的運動狀態，其中拉弧圈球最

大角度 81.7±16.3 度出現於引拍期，而拉前衝弧圈球

最大角度 82.2±14.2 度發生於揮拍擊球期。拉弧圈球

時，腕關節在引拍期的屈曲角度變化量（約 14 度）大

於拉前衝弧圈球（約 8度），但是在揮拍擊球期的屈曲

角度變化量（約 13 度）卻小於拉前衝弧圈球（約 15

度），是為了控制拍面傾斜角度以及因應不同來球旋轉

方向。在前臂角度變化量，引拍期拉弧圈球角度變化

量（約 27 度）大於拉前衝弧圈球（約 15 度），是因拉

弧圈球時引拍位置較低，造成旋後角度較大，而拉前

衝弧圈球在跟隨期旋後角度變化量（約 25 度）大於拉

弧圈球（約 13 度），則是因拉前衝弧圈球時，前臂的

運動方向與桌面水平方向夾角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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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前臂與腕關節角運動模式 

肆、結論 

桌球正手拉弧圈球和前衝弧圈球動作，依來球性質不

同而選擇，在揮拍路徑與拉球的角度變化上相類似，

唯前衝弧圈球在引拍期所需時間上少於弧圈球，因此

縮短整體拉球時間並利於快速回擊。肩關節屈曲、外

展以及外旋運動變化，拉弧圈球的揮拍軌跡比拉前衝

弧圈球陡斜。肘關節角運動具相同模式。拉前衝弧圈

球在擊球期與跟隨期為使球產生足夠的向前衝力，在

腕關節尺向偏移的運動範圍明顯較大於拉弧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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