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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網球專項選手肩、肘與腕關節等速肌力峰值與網球發球速度及精確性的關係。以 21 位大專甲組女子網球選手

自願參與，分別進行網球專項發球測試與上肢主要關節等速肌力測試，以 Biodex S4 進行肩關節屈曲與伸展、肩關節 90°外展之外

旋與內旋、肘關節屈曲與伸展以及腕關節屈曲與伸展於三種角速度之肌力峰值測試；於標準網球場搭配 JUGS 雷達測速槍，以平擊

式發球進行網球專項發球表現測試，所得數值以平均數與標準差表示，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各變項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肘伸展

肌群在三種測試速度中均與發球速度有顯著相關，腕屈曲肌群在低速與腕伸展肌群在低/中速皆與發球速度有顯著相關，而肩關節

90°外展內旋肌群在中速與肘伸展肌群在低速則與發球精確性有顯著相關。本研究發現網球發球速度與肘伸及腕伸/屈等速肌力有

關，而發球落點精確性則與肩內旋及肘伸等速肌力有關，驗證女網選手上肢等速肌力峰值與發球運動表現有關，而不同專項動作與

上肢各關節肌力之關係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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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網球是一項激烈緊湊、富有歷史傳統且廣受歡迎的運動

項目，要成為一位優秀的網球選手，除了要有良好的動

作基礎，擊球的質量與速度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Elliott,

2005) ，而在現今強力網球競賽中，發球的精確落點與速

度力道更是成功運動表現的兩大因素。

等速肌力測試除了可瞭解運動專項選手的肌力特徵，也

可瞭解肌力與運動表現的相關，以做為專項訓練的成效

評估。網球發球動作同時涵蓋肩、肘與腕關節的神經肌

肉收縮與控制（蔡虔祿，1999），良好的上肢肌力有助於

網球選手展現較大的擊球力量與擊出較佳高速球（王苓

華，2001），同時也是維持球拍穩定與流暢關節動作的重

要因素 (Hirashima, Kadota, Sakurai, Kudo, & Ohtsuki,

2002) ，使網球選手能展現優質且高速的發球表現 (Pugh

等, 2003)，然而網球發球也應注重穩定精確性，以有效控

制發球落點與提升網球選手發球之攻擊性（劉俊概，

2005）。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網球專項選手上肢肩、肘與

腕關節在不同角速度下各關節肌力比值之特徵，以及等

速肌力峰值與發球速度及精確性得分之關係。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21 位大專女子甲組網球選手（20.4 ± 1.7

歲、162.9 ± 5.3 公分、57.9 ± 6.1 公斤、球齡 9.5 ± 2.5 年）

自願參與，進行實驗前需填寫受試同意書與個人基本資

料，並經晤談確認無任何上肢傷害與病變。

2. 上肢等速肌力峰值測試：本實驗使用 Biodex S4 Pro 等

速肌力測定儀與 Advantage 操作軟體 (Biodex Balance

System, BBS, Biodex Medical System, Shirley, NY)，於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下進行等速肌力測試，動力機每次

測試前都依操作手冊程序進行必要之校正與定位。

3. 網球發球運動表現評估：本實驗於戶外標準網球場地

進行，要求受試者於底線盡最大努力，進行雙側平擊發

球各七顆，並以雷達測速槍 (Jugs Professional Sports

Radar Gun, Decatur Electronics, Decatur, IL, US) 同步量

測每球之速度，並依發球落點的不同來給分（圖一）。

圖一 網球發球精確性評分佈置圖

4. 實驗步驟：先向受試者說明實驗流程、目的和注意事

項，經受試者同意後填寫受試者基本資料和同意書，讓

所有受試者先做熱身運動及伸展操 15 分鐘。進行等速肌

力測驗，包含上肢肩關節屈曲/伸展之低、中、高速分別

設定為每秒 120°、240°與 300°、肩關節 90°外展之外旋/

內旋；肘關節伸展/屈曲之低、中、高速分別設定為每秒

120°、240°與 300°與腕關節伸展/屈曲之低、中、高速分

別設定為每秒 120°、180°與 300°角速度，每個角速度進



行反覆 5 次。以慣用手進行網球發球測試，測試前皆練

發 5 球，且測速槍每次使用前皆以標準音叉校正，以雙

側各 7 次發球中最佳 5 球（共十次發球）來代表。

5. 資料處理：本研究資料之蒐集包括受試者年齡、身高、

體重和球齡。等速肌力數據包含肩關節等速肌力測試在

各角速度下產生的峰值轉矩。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來

分析各關節等速肌力峰值與發球運動表現之關係，顯著

水準為α= .05。

三、結果與討論

全體平均發球速度為 128.8 ± 11.8 公里/小時，精確性平均

得分為 28.8 ± 7.9 分。表一為上肢各關節等速肌力峰值與

網球發球速度之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顯示肘伸展動作

在各個速度下皆與發球速度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腕伸展

動作之低速肌力峰值與腕屈曲動作之低速及中速肌力峰

值也與發球速度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表一 上肢等速肌力峰值與發球速度之相關
動作

速度
低速 中速 高速

肩屈曲 .32 .13 .37

肩伸展 .00 -.36 .02

肩 90°外旋 .28 .20 .20

肩 90°內旋 .16 .38 .20

肘伸展 .56* .60* .51*

肘屈曲 .26 .20 .06

腕伸展 .45* .42 .36

腕屈曲 .53* .44* .40

表二則為上肢各關節等速肌力峰值與網球發球精確

性得分之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結果顯示肩 90°內旋動作

與在中速度下與發球精確性得分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而

肘伸展動作之低速肌力峰值也與發球精確性得分有顯著

正相關存在。

表二 上肢等速肌力峰值與準確性得分之相關

動作
速度

低速 中速 高速

肩屈曲 -.07 -.08 .15

肩伸展 -.04 -.42 -.02

肩 90°外旋 .01 -.10 -.08

肩 90°內旋 .19 .45* .18

肘伸展 .44* .42 .31

肘屈曲 .30 .41 .38

腕伸展 .32 .09 .24

腕屈曲 .31 .19 .17

本研究驗證網球發球之鞭打原理：在網球發球中，最大

的速度來源是拍頭最後的速度，而擅用腕部力量可使拍

頭末端達到較佳的球速，選手揮拍擊球時肘關節需加快

速度以利前臂的上揮與加速擊球（蔡虔祿，1999），並支

持先前肘伸展/屈曲肌力與擲球速度有關之研究結果，且

網球發球時也需在肘關節彎曲約 90-100 度的起始位置，

瞬間快速伸展至微屈約 24 度（肘關節角度變化範圍約 60

度）來揮擊發球，因此必須適當協調屈肱、伸肘和屈腕

等動作，以提供發球力量來加速拍頭擊球（吳忠芳等，

2006）。針對平擊發球的線動量分析研究也發現，手部在

擊球的瞬間會有一個快速屈曲的動作，而可顯著增加球

拍產生直線速度（羅國城、王苓華， 2007），證實本研

究結果肘伸展及腕伸展/屈曲與發球速度有正相關的發

現，並符合優秀女子網球選手在上肢末梢會有特殊肌肉

發展的研究觀點 (Ellenbecker et al, 2006)。

本研究肩 90°內旋在中速與肘伸展低速動作之肌力峰值

有正相關，除了驗證不同專項動作與上肢關節肌力關係

不同外，更凸顯了精確發球的動作細微與技巧；此外，

肩內旋肌群向心收縮對網球揮擊動作之上臂加速動作扮

演重要角色，而後伴隨外旋肌群離心收縮，來減緩上臂

揮擊動作以避免運動傷害 (Elliott, 2005) ，且肘伸展肌群

主要是提供投擲動作加速力量，而肘屈曲肌群則主要是

提供關節穩定性所需；再者，本研究要求所有受試者以

平擊式發球，考量專項選手側身拋發揮擊動作，適當的

肩 90°內旋與肘伸展動作之肌力，也符合先前肢體動作形

式與網球發球落點的學理。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為網球發球速度與肘伸及腕伸/屈等速肌力有

關，而發球落點精確性則與肩內旋及肘伸等速肌力有

關。成功的網球表現需適當結合充沛體能、專項運動技

巧與有效臨場策略，瞭解相關關節等速肌力峰值與運動

表現之關係，將有助於選手與教練訓練計畫與比賽策略

的調整以及發展有效訓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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