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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籃球是一項結合高頻率攻守轉換與身體碰撞的專項運動，其專項體能表現包含速度、爆發力、肌力與敏捷性，而肌力為發展體能表

現的基礎，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籃球選手在專項體能表現與下肢等速肌力之相關。25 位高中男籃選手自願參與本研究，每位受試者

皆完成籃球專項體能（跳躍觸牆、T 形測驗及 40 碼衝刺）與慣用側下肢等速肌力（膝伸/屈：120 °/s、240 °/s、360 °/s；踝蹠/背屈：

60°/s、120°/s）的測試，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籃球專項體能表現與慣用側下肢等速之相關，顯著水準設為 α＝.05。本研究結果顯

示：一、籃球專項體能表現中，跳躍觸牆與低、中、高速膝伸肌力峰值皆有顯著相關，而 T 型測驗與 40 碼衝刺只與低速膝伸肌力

峰值有顯著相關；二、籃球專項體能表現與膝屈、踝蹠屈、踝背屈肌力峰值皆無達顯著相關。本研究驗證籃球不同專項體能表現與

下肢等速肌力之相關並不相同，其差異應與各專項體能動作特性與測試動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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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籃球是一項結合頻繁攻守轉換與身體碰撞的專項運動，

而籃球專項體能表現，包含速度、爆發力、肌力與敏捷

性，不過隨著國際籃球規則在 2004 年的修訂，讓比賽變

得更加緊湊，對於體能的要求也就更加嚴格。等速肌力

是用來評估肌肉在各種速度下力量變化的方法，除可量

化肌力表現，也可用來評估肌肉的動態特質（韓岳津、

鄭素芳與詹美華，2006），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籃球選手在

專項體能表現與慣用側下肢等速肌力之相關，期望能提

供專項體能訓練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25 位乙組高中男子籃球選手（年齡 16.7 ±

0.9 歲，身高 176.3 ± 6.5 公分，體重 72.0 ± 10.7 公斤，訓

練年資 3.1 ± 1.7 年）自願參與本研究，在研究前告知其

流程並填寫參與者須知與同意書。

所有受試者穿著運動服裝，在正式測驗前，先進行標準

化的伸展動作與慢跑，依平衡次序的方式完成爆發力、

敏捷性、速度與等速肌力的測試。

2.爆發力：本研究參考王泠與李鴻祺（2003）所設定的跳

躍觸牆，測驗方式為是先量出右手側面站立高度，中指

塗抹粉筆，以直膝蹲跳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方

式向上躍起後，在牆壁上註記，測量跳躍時手觸牆壁之

高度，兩個高度相減之差值即為垂直跳躍高度，每人測

驗三次，取最佳成績。

3. 敏捷性：本研究參考 Miller et al. (2006)所設定的 T 型

測驗，在籃球場以圓錐筒設置 T 形，測驗方式為受試者

從 A 點出發，以最快速度向前衝刺五公尺跑至 B 點後，

向左側滑步至 C 點，而後，以側滑步十公尺至 D 點，，

向左滑步折返至 B 點後，倒退跑過 A 點（圖一），即完成

此測試，每人測驗三次，取最佳成績。

4. 速度：本研究參考 Newberry & Bishop (2006) 所設定

的 40 碼直線衝刺，測驗場地為 40 碼跑道，並預留 20 碼

作為緩衝空間，以避免受試者因為速度過快而造成運動

傷害，每人測驗三次，取最佳成績。

5. 等速肌力：本研究使用 Biodex MULTI-JOINT S4 多功

能關節等速肌力儀，進行測試，測試設定依據韓岳津、

鄭素芳與詹美華（2006）所提到測試等速肌力應從角速

度低者開始測試，分別完成膝伸展/屈曲 120°/s、240°/s、

360°/s 與踝蹠屈/背屈 60°/s、120°/s 速度下，以慣用腳連

續三次膝關節伸直/屈曲與腳踝蹠屈/背屈交替的等速向

心收縮，取其最大峰值。
6. 統計處理：本研究以 SPSS12.0 進行統計分析，所有資

料以平均數與標準差表示，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膝與

踝在不同速度的等速肌力與籃球專項體能的相關，顯著

水準設為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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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 型測驗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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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所有受試者籃球運動專項測試表現如表一，各關節不同

速度肌力峰值如圖二。

表一 籃球運動專項測試表現

平均數 標準差 最 大 最小值

跳躍觸牆（公分） 57.9 5.1 66.0 48.0

T 形測驗（秒） 10.86 0.80 12.6 9.8

40 碼衝刺（秒） 4.97 0.28 5.8 4.6

圖二 慣用側膝/踝關節不同速度肌力峰值

表二 專項運動表現與慣用側下肢等速肌力之相關係數

跳躍觸牆

（公分）

T 形測驗

（秒）

40碼衝刺

（秒）

膝伸肌力峰值

（牛頓＊公尺）

120 °/s .41* -.36* -.42*
240 °/s .44* -.19 -.35
360 °/s .41* -.28 -.31

膝屈肌力峰值

120 °/s .22 -.04 -.22
240 °/s .35 -.08 -.23
360 °/s .29 -.19 -.20

踝蹠屈肌力峰值

60 °/s .07 -.31 -.23

120 °/s -.21 -.15 .02

踝背屈肌力峰值

60 °/s -.02 .01 -.02
120 °/s .14 -.19 -.02

＊顯著水準為 p＜.05

籃球專項體能表現與慣用側下肢等速肌力相關如表二，

顯示跳躍觸牆與低、中、高速膝伸肌力峰值有顯著相關，

而 T 型測驗與 40 碼衝刺只與低速膝伸肌力峰值有顯著相

關；此外，跳躍觸牆、T 形測驗及 40 碼衝刺與低/中/高速

膝屈及低/中速踝蹠屈/背屈肌力峰值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下肢膝與踝關節等速肌力峰值測試表

現，皆會隨著測試速度的增加而減少肌力峰值，符合速

度-力量曲線之學理，而相關係數分析則顯示跳躍觸牆主

要與膝伸低速至高速 (120, 240, 360 °/s) 肌力峰值有顯

著相關，而T形測驗及 40碼衝刺則僅與膝伸低速 (120 °/s)

肌力峰值有顯著相關，此差異應與專項測試動作型態相

關，跳躍觸牆是由手臂帶動身體，由膝伸肌群以垂直面

做離心-向心收縮；40 碼衝刺是由膝關節伸肌群以水平面

的離心-向心的反覆收縮；而 T 型測驗著重在身體姿勢控

制，為能夠迅速且穩定的改變身體方向與位置，由此可

推估，跳躍觸牆與 40 碼衝刺與的動作特性較貼近等速肌

力的測試情境。

林正常、黃勝裕與陳重佑（1999）研究結果指出，在 60°/s

與 120°/s 等速膝伸最大力量(Fmax)與跳躍表現有相關，

可能與有較佳的 SSC 牽張-縮短循環的機制相關，而較快

的預先牽張，能使肌力達到較高的刺激，產生較大的力

量與功。本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專項體能表現與踝蹠屈/背

屈肌力峰值無顯著相關，推估膝屈伸肌力作為跑跳中，

主要負責推蹬動作，而三種專項體能表現多以股四頭肌

為主動肌，因此與踝蹠屈/背屈較無相關。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為籃球不同專項體能表現與下肢等速肌力之

相關並不相同，其差異應與各專項體能動作特性與測試

動作有關。此外，本研究結果也顯示，體能表現與下肢

等速肌力多為中度相關，未來可朝向不同專項或不同族

群的受試者進行探討，在體能表現與下肢等速間的相

關，以便建構量化資料與瞭解，提供訓練者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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