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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以現場錄製98學年度大專籃球冠

軍賽比賽實況，使用情報蒐集軟體來分析兩隊各

項攻守數據對比賽之影響。研究方法：現場錄製

98學年大專籃球冠軍賽，將多個情報蒐集項目建

立於系統內進行影像情蒐分析及資料處理統

計。研究結果：從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兩隊在投

籃次數雖然相近，但在防守方面台師大掌握了大

多數的籃板球；進攻方面，命中率台師大也優於

輔大。由此可之此場比賽關鍵在於籃板球的掌握

與禁區的進攻與防守。結論：比賽情蒐的紀錄與

分析，反應出比賽的團隊與個人表現，透過情蒐

分析系統更多元的分析比賽。 

關鍵詞：情蒐、籃球 

 

Abstract 
 

Objective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 system 
carry on match analyze, use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Records, Analysis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teams of the data on the effect of 

competition. Methods: Use the 2009 University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hampionship Competitions 
will be gathered many projects built 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within the system for image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Results: From the results，w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teams in similar shooting, 
However, NTNU in the defensive aspects of control 
most of the rebounds. In offensive, NTNU shooting 
is better than FJU.  This may be the key to this 
game rebound control and a restricted area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Conclusion: Competition 
record that information collect and analyze personal 

movement technology and group behavior of tactics 
to reflect match, utilize match information collect, 
analyze but pluralism, objective dialysis win and 
defeat factor and personal quality of technical 
application of match.  
Keywor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basketball 
 

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 

 

依據籃球運動的特質與節奏，各項攻守數據

皆影響比賽勝負與得分（翁荔、周勇，2000）。

籃球攻守技術的研究（蒙大慶、林如瀚，2008；

林慧婷，2007；鄭智仁，2006）透過情報蒐集(以

下簡稱情蒐)將可掌握到勝負關鍵。例如利用電

腦紀錄分析相關研究，並把19個技術變項作詳細

的解釋界定 (1992，黃欽永)。 

資訊化的情蒐系統來進行比賽數據的紀錄

與分析，可設定單項比賽的紀錄項次，如比賽的

結果或是個人動作技術的應用數據，可透析比賽

的勝負結果，或者是個人技術的應用。學者

(Liebermann,D.G.2002和 O’Donoghue,P.2006)

以資訊技術之應用發展將運動過程中的影像回

饋，對於在比賽過程當中，使用電子化多項紀錄

及分析，有助於比賽勝負的關鍵。 

綜觀以上多位學者所作出籃球比賽中攻守

數據分析之技術，提供了更多未來對球隊與球員

所需之建議與加強或比賽中調度部分。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98學年度大專籃球冠軍賽台灣師

範大學(以下簡稱台師大)與輔仁大學(以下簡稱

輔大)作為分析。以情報蒐集系統(圖爾公司，卓



越系統v.2版)進行情蒐。情蒐系統建立紀錄分為

進攻與防守，分別記錄各隊伍球員之數據。進攻

細部項次有：得分(得分數、得分手段、切入得

分方向、得分區域)、助攻區域、進攻時之失誤。

防守紀錄細部項次有：抄截、阻攻、防守籃板。 

並且在球場上區分編碼。編碼位置以進攻方來做

為區分。 

 

 
球場位置分佈圖 

 

參、 結果與討論 

 

一、 進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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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 32 37% 24 35% 10 63% 

台師大 46 49% 33 50% 7 78% 

 

 得分方面，兩隊投籃含罰球次數相距不遠

(輔大 76次，台師大 74次)，但各項得分命中率

卻都低於台師大。在得分區域中，2 號位置為禁

區。此場比賽台師大全隊在 2號位置得分所占總

得分之 51.52%，輔大僅有 38.46%。由此可見台

師大得分主要依靠著禁區為主來做為首要。在球

場中間位置(2、5、8號)輔大得分所佔 65.38%，

台師大為 69.7%，在此數據方面兩隊皆以球場中

間為主要進攻。助攻方面輔大 13 次，台師大為

16次。 

在個人得分分析，台師大 2號選手在 2分球
為 7次，佔全隊 2分球總比例為 32%，其次為 4
號與 8號選手各為 4次及 18%；在 3分球方面 12
號選手為 5次，佔全隊 3分球總比例為 45%，其
次 8號選手為 3次，佔 27%；在罰球方面 1號選
手為 3次，佔全隊罰球總比例為 43%，其次 8號
選手為 2次，佔 29%。輔大 36號選手在 2分球為
6次，佔全對 2分球總比例為 38%，其次為 12號

選手為 3次及 19%；在 3分球方面 12號選手為 4
次，佔全隊 3分球總比例為 50%，其次 7號選手
及 9號選手，各為 2次，分別佔 25%；在罰球方
面 3號選手為 7次，佔全隊罰球總比例為 70%，
其次 12號選手為 2次，佔 20%。 

二、 防守及失誤分析 

 

防守&失誤 失誤 抄截 阻攻  防守 

 籃板 

輔大 10 11 0   20 

台師大 19 3 4   38 

 

除了得分以外，防守也是比賽中非常重要的

一環，積極的防守才能為球隊帶來進攻球權。越

多的防守籃板，等於擁有更多進攻機會，要鞏固

比賽勝利必須先掌握防守籃板(李麗瓊，2003)。
防守方面，輔大抄截次數遠高於台師大。在失誤

上，輔大發生了 6次運球上(包含被抄截與掉球)

的失誤，台師大則發生了 10 次運球上的失誤。

傳球失誤上，輔大發生了 3次傳球失誤，台師大

發生了 6次傳球失誤。 

兩隊的籃板球表現，輔大在進攻籃板上為 5

個，防守籃板為 20 個；台師大在進攻籃板上為

12個，防守籃板為 38個。 

在個人防守及失誤分析，台師大 2號選手在
失誤為 7次，其次為 1號選手的 4次；抄截方面
1號、6號、7號選手各為 1次；阻攻方面 2號選
手為 2次，其次為 1、2號選手各 1次；防守籃
板方面 1、2號選手各為 7次，其次為 4、8號選
手的 6次。輔大 9號選手在運球失誤為 2次，走
步為例一次；12號選手運球失誤發生 3次。抄截
方面 3、36 號選手為 4次，其次為 12號選手的 2
次；防守籃板方面 36號選手為 8次，其次為 7
號選手的 6次。 

此場比賽台師大失誤次數高於輔大，但不論

是防守籃板與進攻籃板，台師大籃板數皆多於輔

大。由此可見，雖然台師大在失誤方面高於輔

大，但台師大掌握了籃板，擁有了更多發動快攻

或更多有利的進攻機會(李雲光、江孟珍，2001)。 

 

肆、結論與建議 

 

 從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知此場比賽台師大

不論是得分的掌握度上或是在籃板球的次數上

皆優於輔大。在進攻方面，雖然兩隊投籃次數相

近，但在命中率方面台師大皆優於輔大。在失誤

方面輔大低於台師大，但由於其他項次數據表現



不如台師大，由此可知此場比賽關鍵在於籃板球

的表現。 

  

經由此次利用情蒐系統來分析比賽，可自行

定義所需紀錄之各項目，不僅可記錄傳統攻守紀

錄，另外可供使用者定義所需記錄與分析之項

目。 

 此次所自行定義之情蒐項目是希望能透過

情蒐系統之便利性來對比賽分析。有別於傳統項

目之攻守數據下，在更多比賽細部中來發掘更多

可能影響比賽勝負之關鍵，希望未來利用此方式

來觀察更多比賽，使情蒐數據更多元並且使教練

與球員更能夠在比賽中了解缺點並加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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