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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目的為探討優秀網球選手與一般選手於平衡能力的差異，共有 10位優秀組及 11位一般組選手參與實驗，以 Zebris

測力板測量選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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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眼單腳站立

時，優秀選手慣用腳水平擺盪幅度大於一般選手；閉眼單腳站立時，優秀網球選手與一般選手平衡能力無顯著差異；動態下

階平衡站立測試中，網球選手在慣用腳的擺盪面積小於一般選手，非慣用腳水平擺盪幅度大於一般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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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人體的平衡包括靜態平衡及動態平衡，靜態平衡

是指身體（主要是頭部）對於重力之方向定位，動態

平衡是指因應諸如旋轉、加速及減速等突然之運動而

產生維持身體位置之反應（許世昌，1992）。平衡能力

對於網球選手之瞬間移動方向、揮拍、轉身、急停及

躍步翻滾的攔截動作是息息相關而不能分離的。然

而，擊球時如無法保持身體重心平衡，將會影響擊球

的品質及效果。

在現今「強力網球」時代中，網球選手體能狀態

越來越好，網球比賽的擊球速度與節奏有增快的現

象，使得選手在比賽中擁有敏捷的移動能力、準確的

判斷力、良好的平衡及協調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Chandler（1995）認為網球是需要多樣化體能素質的

運動項目，包括速度、耐力、肌力、及平衡等均為網

球特殊性的體能要項。Groppel等人（1992）指出下肢

的妥善運用能提供優異的擊球穩定性。由於網球項目

當中來回球變化性高，而且移動方向、速度、時間均

不規則，因此在激烈的比賽過程間，平衡能力的重要

性更為突顯。由以上學者觀點可知，網球專項技能表

現與平衡能力的表現有關，因此，在強調更快速、更

強壯的強力網球時代，如何讓選手能更具備優異的平

衡能力將是首要的課題。本文的目的為探討優秀網球

選手與一般網球選手於平衡能力的差異，期望能有助

於網球教練未來在擬定訓練計畫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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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層

級依 98年 8月份之全國網球單打或雙打排名分組，優

秀組選手須在全國排名前 32名，排名若未達到全國前

32名則被分至一般選手組(表一)。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優秀選手 一般選手

人數(男:女) 10(5 : 5) 11(9 : 2)

身高(公分) 169.1±9.3 172.7±4.7

體重(公斤) 63.2±9.8 65.2±7.5

年齡(歲) 19.9±1.4 20.4±1.4

球齡(年) 10.3±1.9 9.5±1.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 Zebris 測力板進行平衡能力評估

(Zebris Force Measuring Platform, zebris Medical

GmbH, Germany)(圖一 )，測力板取樣頻率設為

1000Hz，並以WinFDMS stance軟體收集訊號。

圖一 Zebris 測力板及其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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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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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mm2)、重心擺盪路徑

長度(單位: mm)、水平擺盪(單位: mm)、垂直擺盪(單

位: mm)。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優秀網球選手與

一般選手之平衡能力之差異。

參、 結果與討論

結果顯示：(1)開眼單腳站立時，優秀選手慣用腳

水平擺盪幅度大於一般選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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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網球選手在慣用腳左右移位的神經肌肉收縮

幅 度 較 大 ， 因 此 影 響 慣 用 腳 的 水 平 擺 盪

(Paillard,2006)。(2) 閉眼單腳站立時，優秀網球選手

與一般選手除了在非慣用腳的垂直擺盪參數大於一般

選手之外，其餘均無顯著差異(表二)。顯示優秀選手

與一般選手在缺乏視覺線索後的平衡能力差異不大。

(3) 動態下階平衡站立測試中，網球選手在慣用腳的

擺盪面積小於一般選手，非慣用腳水平擺盪幅度大於

一般選手(表三)。發現優秀網球選手在動態平衡測試

時，慣用腳的重心控制表現較佳(Asseman, 2004)，且

因網球運動左右位移動作較多，而增加非慣用腳水平

擺盪幅度。

表二 開眼單腳站立之平衡參數結果

平衡能力 優秀選手 一般選手 P 值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mm2) 122.8±36.1 110.5± 27.8 .44

擺盪路徑長度

(mm)
363.8±66.6 348.8±37.2 .57

水平擺盪(mm) 5.5±0.9 4.2±0.5 .00＊

垂直擺盪(mm) 5.7±1.4 6.0±1.3 .70

非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mm2) 150.5±48.7 149.4±77.6 .97

擺盪路徑長度 389.6±37.0 360.9±84.4 .36

水平擺盪(mm) 4.9±0.9 4.1±1.0 .10

垂直擺盪(mm) 6.7±2.1 7.4±3.0 .58

表三 閉眼單腳站立之平衡參數結果

平衡能力 優秀選手 一般選手 P 值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mm2) 595.4±155.9 771.5±325.4 .24

擺盪路徑長度

(mm)
856.6±191.3 934.6±193.0 .41

水平擺盪(mm) 11.64±2.2 12.4±3.2 .59

垂直擺盪(mm) 16.0±5.0 14.9±4.5 .65

非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mm2) 512.6±56.3 479.8±193.0 .70

擺盪路徑長度

(mm)
1012.5±416.4 701.1±159.9 .06

水平擺盪(mm) 9.8±1.6 10.3±3.1 .74

垂直擺盪(mm) 14.2±4.7 9.6±1.63 .03＊

表四 動態下階平衡站立之平衡參數結果

平衡能力 優秀選手 一般選手 P 值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mm2) 208.9±57.3 281.0± 65.9 .02＊

擺盪路徑長度

(mm)
464.3±66.0 473.6±88.1 .79

水平擺盪(mm) 6.0±0.9 6.1±0.7 .72

垂直擺盪(mm) 8.5±1.7 8.7±1.3 .85

非

慣

用

腳

擺盪面積(mm2) 231.6±49.6 346.3±198.8 .13

擺盪路徑長度

(mm)
478.9±70.4 459.2±110.3 .63

水平擺盪(mm) 6.6±0.7 5.8±0.9 .04＊

垂直擺盪(mm) 8.4±2.2 11.6±5.6 .13

肆、結論與建議

優秀網球選手因長期且動態的訓練，讓慣用腳在

重心控制表現較佳，但是在缺乏視覺線索後其平衡能

力差異不大。但若區分水平擺盪及垂直擺盪時可見其

差異，顯示選手左右或前後移位時下肢神經肌肉收縮

會影響平衡能力，因此可加強小腿的肌肉力量訓練以

改善神經肌肉收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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