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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球選手在擊球過程中下肢除了支撐整個發球動作之外，在揮拍擊球後收拍動作也是需要的下肢的站立平衡能力。本研究以

21 位網球選手為受試對象。以 Zebris測力板測量選手慣用腳及非慣用腳之靜態單腳站立平衡及動態平衡的擺盪面積、擺盪軌

跡長度、及水平與垂直擺盪，結果顯示：(1)開眼單腳站立時，慣用腳水平擺盪、非慣用腳擺盪面積及水平擺盪均優於一般大學生；(2)

閉眼單腳站立時，網球選手與一般大學生平衡能力參數均無顯著差異；(3) 動態下階平衡站立測試中，網球選手在所有平衡參數均優於一般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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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完整的網球發球動作是由發球的準備動

作、拉拍與拋球、跳躍揮拍擊球及擊球後收拍平衡

動作所結合的連貫性動作。但是要增加發球的威力

不是完全依賴手臂的力量，而是需要腿部的力量，

背部伸展及蹬地再配合全身整體的協調性才能使發

球的力道展現出來。網球選手下肢除了支撐整個發

球動作之外，在揮拍擊球後收拍動作也是需要的下

肢的平衡能力。江勁政(2001)、江勁政、江勁彥與相

子元（2004）、蘇伯文(2005)研究指出不同運動專項

選手所培養之平衡能力不同，如射箭、體操、柔

道、舞蹈、球類等選手具有較佳的平衡能力，因此

良好的身體姿勢平衡控制能力是身體穩定性與動作

發展的基本要素，且對於各項運動能力的表現和動

作技能的獲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研究之目

的是比較網球選手與一般大學生在靜態及動態狀況

下的下肢平衡能力。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中共有 21 位網球選手參與實驗，在一

年內無任何頭部外傷、下肢傷害、中耳炎、及梅尼

爾氏症等問題，另外再選取 12 位正常、健康的大學

生作為研究的控制組(表一)。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 Zebris 測力板進行平衡能力評估

(Zebris Force M easuring Platform ,zebris M edical G m bH ,

G erm any)(圖一)，測力板取樣頻率設為 1000H z，並以

W inFD M S stance軟體收集訊號。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網球選手 一般大學生

人數(男:女) 21(14 : 7) 12(6 : 6)

身高(公分) 171.0±7.3 167.6±5.3

體重(公斤) 64.2±8.5 61.3±11.8

年齡(歲) 20.1±1.4 20.1±1.4

球齡(年) 9.9±1.6 ---

慣用手(右:左) 18:3 12:0

(三)測試方式

本研究的測試方式是採用靜態及動態平衡的測

試，以開眼單腳站立、閉眼單腳站立、及動態下階

平衡的方式測試。開眼及閉眼單腳站立測試時，受

試者單腳站立時，雙手抱胸，收集 10 秒的站立時

間，以隨機方式抽選慣用腳與非慣用腳進行測試(圖

一)。動態下階平衡測試時，受試者分別以慣用腳及

非慣用腳從一個高 10 公分之階梯下來，並馬上單腳

站立，收集的平衡能力變數包括重心擺盪面積(sw ing

area; 單位:m m
2
)、重心擺盪路徑長度(CO F total length

track;單位: m m )、水平擺盪(CO F horizontal deviation;單

位: m m )、垂直擺盪(CO F vertical deviation;單位:

m m )。

圖一 受試者接受平衡能力測試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for W indow s 14.0中文版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下列統計分析，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網

球選手與正常人之平衡能力之差異。

參、結果與討論

結果顯示：(1)開眼單腳站立時，慣用腳水平擺

盪、非慣用腳擺盪面積及水平擺盪均小於一般大學

生(表一)；顯示在視覺線索、下肢本體感覺能力及前

庭覺輸入功能均完整狀況下，網球選手均優於一般

大學生，特別在水平擺盪參數中，此參數表示下肢

在左右移位的神經肌肉控制能力較佳，也與網球選

手在球場上左右位移的訓練量較多有關。

(2) 閉眼單腳站立時，網球選手與一般大學生平

衡能力參數均無顯著差異(表二)；顯示運動員在缺少

視覺線索後與大學生的平衡能力無差異，也意味網

球選手在控制姿勢穩定時，有部份來自於視覺的強

化，以增加平衡能力。

(3) 動態下階平衡站立測試中，網球選手在所有

平衡參數均優於一般大學生(表三)。此測試方式在過

去有關運動員平衡能力測試較少使用(Em ery, 2003)，

此方法主要了解運動狀況下的平衡能力，亦發現網

球選手動態的的姿勢控制均較好。

肆、結論與建議

(1) 在視覺線索、下肢本體感覺能力及前庭覺輸

入功能均完整狀況下，網球選手下肢在左右移位的

神經肌肉控制能力較佳；(2) 在缺少視覺線索後，網

球選手在控制姿勢穩定時，有部份來自於視覺的強

化，以增加平衡能力。(3) 網球選手動態的的姿勢控

制能力優於一般大學生。

表一 開眼單腳站立之平衡參數結果

平衡能力 網球選手 正常人 P 值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 131.3±54.7 163.6± 86.9 .22

擺盪路徑

長度
374.2±76.6 387.0±101.1 .69

水平擺盪 4.7±1.0 5.6±1.4 .05
＊

垂直擺盪 6.5±2.4 6.9±2.3 .65

非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 160.5±78.3 245.3±136.1 .03
＊

擺盪路徑

長度
377.0±74.6 431.5±135.6 .15

水平擺盪 4.6±1.0 6.2±1.4 .00
＊

垂直擺盪 7.6±3.1 8.3±2.8 .57

表二 閉眼單腳站立之平衡參數結果

平衡能力 網球選手 正常人 P 值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 835.1±464.0 682.3±485.2 .41

擺盪路徑

長度
930.3±227.6 753.8±428.1 .15

水平擺盪 12.1±2.8 10.4±2.5 .11

垂直擺盪( 15.4±4.6 13.2±5.9 .27

非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 672.4±508.6 618.8±376.7 .78

擺盪路徑

長度
915.2±390.7 672.4±235.4 .08

水平擺盪 10.8±3.6 9.5±3.4 .38

垂直擺盪 12.5±4.3 12.5±4.4 .99

表三 動態下階平衡站立之平衡參數結果

平衡能力 網球選手 正常人 P 值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 243.4±69.8 1326.1± 350.6 .00
＊

擺盪路徑

長度
468.7±75.5 635.2±111.0 .00

＊

水平擺盪 5.9±1.0 28.6±5.1 .00
＊

垂直擺盪 8.9±1.9 11.2±3.1 .01
＊

非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 295.1±154.8 1633.3±650.3 .00
＊

擺盪路徑

長度
469.5±89.7 695.0±100.4 .00

＊

水平擺盪 6.3±1.2 28.6±5.54 .00
＊

垂直擺盪 10.4±4.4 12.9±2.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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