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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棒球比賽中，投手往往是決定勝負的關鍵之一，一場球賽下來投球數約在數十球甚至於超過一百球，所以對身體與肌肉

的負荷可想而知。本研究以現役大專甲組棒球投手共 4 人為受試對象，利用測力板訊號定義出投球動作的前腳著地時與後

腳離地時，同時配合肌電量測系統觀察分析在不同球速的投出時，棒球投手後背部斜方肌、棘下肌、闊背肌和豎棘肌的活

化情況有何改變。結果發現當投出越快速的球，需藉由跨步後手臂扳機期(Cocking)－加速期－減速期的縮短，以全身更快

加速來提供更多的動力能量來源，且在投球動作中斜方肌與闊背肌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所以若想增快球速或預防背部拉

傷，對於身體弓曲協調性與特定背部肌肉的訓練是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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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台灣棒球已經有百年的歷史，棒球比賽中，投手一

直 是 極 受 矚 目 的 角 色 ， 棒 球 專 家 Roy

Umstattd(1975)曾提過，一場球賽投手可能就主宰

60~80% 的 勝 負 。 Toyoshima, Hoshikawa ,&

Miyashita(1974)就提出投手的球速約有 53.1%是來

自上半身的加速度動作。Fleisig 等人(1996)指出棒

球投擲的動作是一種典型的動力鍊的應用，由身體

的大肢段傳到小肢段以產生和傳遞能量，棒球投擲

的動力鍊序列動作包括：跨步、骨盆旋轉、上身軀

幹旋轉、手肘旋轉、肩關節內轉、手腕彎曲。

Jobe(1984)利用 EMG 觀察職業投手的上肢活動，

發現職業投手在加速期中能妥善運用旋轉肌肉。

Hirashima、Kadota、Sakurair、Kudo 及 Ohtsuki

（2002）等人利用 EMG 檢驗投球時腰部及上肢肌

肉活化時序，發現肌肉作用時序由肩關節肌群及肘

關節肌群依序作用。王子娟(1987)指出棒球投手肩

傷主因是在投球跟隨期，背部肌肉無法承受如此高

速的擺臂動作，因而造成肩關節緩衝不夠，造成磨

損。近來，曾在正式比賽中飆出時速近一百六十公

里快速球的曹錦輝，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透露增

加球速的秘訣之一就在於增加後背部的肌力訓練。

基於運動生物力學觀念，投手需極有效運用相關骨

骼肌肉系統動作，配合身體協調地伸展與屈曲的瞬

間作用，方能達到如此快速的速球表現。

本研究利用測力板、肌電訊號量測系統和測速槍同

時觀察並分析在不同球速下，棒球投手背部的肌肉

活化情況有何差異，以此讓教練或選手可以觀察在

增加球速時因協調性不佳而導致受傷，希望藉由本

實驗結果可以提供教練訓練選手的參考，同時也可

以作為重量訓練的依據。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受試者為 20 歲以上現役大學

甲組棒球隊右投手，其選手必須接受過棒球投球訓

練達七年以上，並於最近一年內的比賽中主要擔任

投手為守備位置之棒球選手，參加的受試者需於近

年來無骨骼肌肉系統方面重大病史者。本實驗於室

內進行，以測力板 (Kistler9281B，Kistler Ltd.，

Switzerland) 和 肌 電 訊 號 量 測 系 統 (MP150 ，

BIOPAC System, Inc.，USA)做為研究工具，將自

製投手泥土板固定在測力板上，使投手可以穿釘鞋

並踏在土上面。EMG 電極以 3M 透氣膠帶固定於受

測者背部四條肌肉，依次為斜方肌(Trapezius m.)、

棘下肌(Infraspinatus m.)、闊背肌(Latissimus Dorsi

m.)和豎棘肌(Erector Spinae m.)。

實驗前先讓受試投手熱身至少二十分鐘，投擲過程

皆以固定式上肩投法，向前方六公尺處打擊網內的

打擊範圍投擲直球，並在打擊網後方架設測速槍(如

圖一)。實驗開始先讓受試投手練投數球後，再開始

正式記錄時。當投手每投完一球，施測者在旁記錄

是否進入好球帶和球速，同時告知受試者球速，讓



受試者可以自由增加或減少速度，共收取約三十次

投球的資料。最後，取最接近時速 100、110、

120 公里(容忍誤差時速 1.5 公里內)各一球進行

資料分析與處理。

圖一、實驗進行

(二)資料處理：參考 Fleisig 等人(1996)的研究中所

提的投手投球動作分期，以前後兩塊測力板作為判

斷投手前腳著地時(Front Foot Contact, FFC)與後腳

離地時的工具(Rear Foot Off, RFO)，利用所定出的

FFC 和 RFO 時間差值可以計算出受測者身體在從

手臂伸展經手臂加速期到手臂減速期所經歷時間。

同時，在同步時間軸上，利用 Matlab(7.1 版，The

MathWorks Inc.，USA)電腦語言撰寫程式，將

EMG 資料進行計算與繪圖，可觀察不同球速下背部

肌肉活化情況有何改變。

三、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實驗數據可以看出，當受測者球速變快時，

由測力板定出的 FFC 和 RFO 時間差值，從球速

100km/hr 時 (1.7sec) ， 到 球 速 110km/hr 時

(1.3sec)，有變短的趨勢；然而，球速在 120km/hr

時(1.3sec)，就不再有變短。這顯示受測者當球速要

達到 110km/hr(甚至更快)時，藉由跨步後手臂豎起

(扳機期)－加速期－減速期的縮短，以全身更快加速

來提供更多的動力能量來源(如表一)。在 EMG 資料

部份，斜方肌與闊背肌的肌肉活化時序都當在 FFC

前發生，三種不同球速下，斜方肌皆先於闊背肌活

化。此外，三種不同球速下闊背肌活化時序與時間

長短都類似；而斜方肌的活化時序隨著球速變快有

延後活化的情形。這可以顯示，在這個球速範圍

內，闊背肌的作用類型是一樣的，而協方肌則扮演

一個較重要的角色。

表一、斜方肌、闊背肌與 RFO 發生時間

斜方肌活
化開始

闊背肌活
化開始

RFO

100km/hr 時 -0.43 -0.28 1.7
110km/hr 時 -0.37 -0.26 1.3
120km/hr 時 -0.30 -0.26 1.3

＊以上資料以 FFC 作為時間參考原點 單位：秒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希望可以探討在產生不同球速之肌肉活化類

型，目前先以大學校隊為受測者作先期研究，初步

結果顯示，為達成不同球速的投擲時，某些特定背

部肌肉活化可能顯著改變。我們有興趣的是，釐清

背部肌肉訓練、增快球速與預防背部拉傷間的關

係，雖然我們有觀察到一些差異存在，但目前實驗

數據尚不足以說明較整體動作機制，未來我們會以

更完整的實驗數據收集與分析，希望能達成較完整

投球動作的運動生物力學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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