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等級女籃選手 SAQ 表現之差異 

THE DIFFERANCES of SAQ PERFORMANCE BETWEEN ELITE and 

GENERAL FEMALE BASKETBALL ATHLETES 
齊璘 (Lin Chi)

1
  李成碩 (Cheng-Shuo Lee)

2
  蔡育典 (Yu-Tien Tsai)

 2
  王泠 (Ling Wang)

 3
   

黎俊彥(Alex J. Y. Lee)
2
 

1大華技術學院 (TaHw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 Health Sciences) 

 

壹、中文摘要 

 

    速度 (S)、敏捷 (A) 與反應 (Q)是優秀籃球運

動表現的三大要素，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不同等級

女籃運動員 SAQ 表現的差異，14 位國家隊選手（年

齡 22.2 ± 3.6 歲，比賽經驗 9.1 ± 2.0 年，身高 172.8 

± 3.7 公分，體重 67.3 ± 6.3 公斤）與 17 位高中女子

前八名女子籃球選手（年齡為 17.1 ±1.0 歲，比賽經

驗 4.9 ± 1.5年，身高 164.4 ± 1.0公分，體重 57.4 ± 4.7

公斤）自願參與，以 Fusion sport 光閘計時系統搭

配 Smart Speed 軟體，分別進行 20 公尺直線衝刺、

T 型敏捷測試與反應敏捷測試 (RAT)，以做為各選

手 SAQ 表現之評估，所得數據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分

析兩組間各變項間之差異。結果顯示國家隊女籃選

手有較佳的 20 公尺衝刺、T 型敏捷測試與 RAT 之

整體表現；此外，在 T 型敏捷測試與 RAT 過程，

也發現國家隊女籃選手的左/右方向與後退移位能

力顯著較高中女籃選手佳。本研究驗證國家級女籃

選手的確有顯著優異的 SAQ 表現，特別是在水平

與後退方向之移位。 

 

關鍵字：20 公尺直線衝刺、T 型敏捷測試與反應敏

捷測試 

 

Abstract 

 

Speed, agility, and quickness are three major factors in 
basketball perform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of SAQ performance 

between elite and general female basketball athletes. 

Fourteen female national basketball team athletes (NB, 
age: 22.2 ± 3.6 yrs, experience: 9.1 ± 2.0 yrs, height: 

172.8 ± 3.7 cm, weight 67.3 ± 6.3 kg) and 17 female 

high school basketball athletes (HB, age: 17.1 ±1.0 
yrs, experience: 4.9 ±1.5 yrs, height 164.4 ± 1.0 cm, 

weight: 57.4 ± 4.7 kg) volunteered as participants. 20 

meters sprint test, T agility test, and Reactive agility 
test (RAT) were conducted by Fusion sport timing 

system with Smart Speed software to evaluated the 

SAQ performance in each athletes. Data we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t test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groups. Results showed that female NB 

athletes has significant larger age, height, weight, and 

experience those female HB athletes. In addition, 

female NB athletes also has significant better SAQ 

performance than female HB athletes, especially in 
left, right, and back forward direct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female NB athletes have better 

SAQ performance than HB athletes, especially in 
medial-lateral and backward directions.  

 

Keywords: 20 meters sprint test, T agility test, 

Reactive agility test 

 

貳、緣由與目的 

敏捷性在各種突然變換的運動條件下，運動員

能夠迅速、準確、協調改變身體運動空間的位置和

方向，以適應外在環境變化的能力，它是一種綜合

的能力，在生理上結合速度、發力、耐力、柔軟度

等基本能力；而反應則是在時空變化的條件下能迅

速表現出對動作的準確判斷，並靈活做出應變及快

速的身體某部份運動反應的能力。敏捷性和反應是

運動場上重要的條件 (Sheppard & Young, 2006)，而

籃球運動員必須要在時空變化的條件下能迅速表

現出對動作的準確判斷，並靈活做出應變及快速的

身體某部份運動反應的能力。 

    傳統用以評估運動員速度 (speed, S) 表現之

方法，大多是藉由量測完成一定距離移位所需的時

間，因此 20 公尺衝刺測驗適一種相當常見與廣泛

使用於評估 S；敏捷 (agility, A) 和反應 (quickness, 

Q) 兩要素因與速度不盡相同，因此有許多不同之

測量方式，而 T 型敏捷測試與反應敏捷測試 

(reactive agility test, RAT) 則是常用於測量籃球選

手敏捷與反應的方式 (Sheppard & Young, 2006)。

Fusion sport 光閘計時系統是一套新近研發用以評

估運動員移位速度之儀器，相較於傳統的手按碼錶

精確，也較繁瑣的攝影分段計時簡便，且更配有燈

號聲音啟動訊號，因此更能配合不同專項與運動特

性，來規劃更符合實境之測試模式與回饋。本研究

之目的即在適當應用 Fusion sport 光閘計時系統，

來比較不同等級女籃選手 SAQ 表現之差異。 

 

 

参、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參與者為 14 名國家隊的女子籃球選手

（年齡 22.2±3.6 歲，比賽經驗 9.1±2.0 年，身高 172.8 

±3.7 公分，體重 67.3 ±6.3 公斤）和 17 名高中甲組

前八名的女子籃球選手（年齡為 17.1 ±1.0 歲，比賽

經驗 4.9 ±1.5 年，身高 164.4±1.0 公分，體重 57.4±4.7

公斤）。研究前以問卷調查每位參與者皆在半年內

無重大下肢傷害，並在研究前告知其流程並填寫參

與者須知與同意書，本研究測試為賽前準備期，並

經球隊教練同意進行。 

 

二、儀器設備 

本研究以 Fusion sport 光閘計時系統（圖 1）搭

配 Smart Speed 軟體，量測受試者進行爆發力、敏

捷及反應測試，取得分段時間（圖 2）。  

 
圖 1  Fusion sport 光閘計時系統 

 
圖 2  受試者進行測試 

 

三、研究步驟與方式 

在實驗前受試者都填寫完基本資料並在開始

前於辦公室做實驗講解，確認受試都全數皆完全了

解實驗內容及步驟。接著進行隨機編號分組。測驗

前讓受試者進行測試前的暖身（10 分鐘慢跑與伸展

操），進入球場開始依序進行實驗，所有測試都會

讓受試者試跑一次，接著每人測驗二次，取最佳一

次成績。 

本研究評估變項為速度、敏捷性及反應敏捷性。

速度的測試方式為 20 公尺直線衝刺，測驗場地為

20 公尺籃球場木板場地，預留 10 公尺緩衝空間，

使受試者可以盡力全速衝刺；敏捷的測驗方式為

T-test敏捷性測試，測驗場地為籃球場三分線區域，

設計從 A 點出發，前衝至 B 點後，左滑至 C 點後

接著右滑至 D 點、最後由 D 點左滑至 B 點、倒退

跑過 A 點(圖 3)；反應的測試方式則採用反應敏捷

性測試 (reactive agility test, RAT) ，考量籃球專項

需求與特色，本研究於籃球場中場設計 A 點，由 A

點出發，前衝至 B 點後，急停小碎步，光閘系統會

隨機亮燈，受試者依照燈號向C點或D點衝(圖 4)。

所有受試者在三項測驗皆完成三次，取最佳分段成

績。 

 
圖 3  T 型測試場地配置 

 

 
圖 4  RAT 場地配置 

 

四、統計處理 

    所得數據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受試者生理

特徵、不同分段速度、敏捷性與反應敏捷性參數之

差異。統計分析顯著水準皆定為 α＝.05。 

 

肆、結果與討論 

 

    表 1 為國家隊的女子籃球選手與高中甲組前八

名的女子籃球選手的生理特徵，結果顯示兩組在生

理特徵有顯著的差異。 



表 1 不同組別在生理特徵的差異 

變項 國家隊 高中隊 t 值 

身高（公分） 172.79 ±3.66 164.35±0.97 5.71
＊

 

體重（公斤） 67.29 ±6.31 57.41±4.69 5.03
＊

 

年齡（歲） 22.21±3.56 17.06 ±0.97 4.1
＊

 

運動經驗（年） 9.14±2.03 4.88 ±1.50 4.54
＊

 

*代表 p < .05。 

 

圖 5 為兩組選手於 20 公尺直線衝刺測試之表

現，結果顯示國家隊選手在初速 (0-10 公尺) 與整

體 (0-20 公尺) 顯著優於高中女子選手，但在尾速

(10-20 公尺) 並未有顯著差異。 

 
圖 5  兩組在分段速度的差異 

圖 6 為兩組選手於 T 型敏捷測試之表現，結果

顯示國家隊選手在前、右、後與整體達顯著差異，

而左未達顯著差異。 

 
圖 6  兩組在 T 型測試不同方向的差異 

圖 7 為兩組選手於 RAT 測試之表現，結果顯

示在向左/右與整體速度達顯著差異，而前衝無顯著

差異。 

 
圖 7  兩組在 RAT 分段速度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家隊女籃選手在基本生理

特徵上與一般高中女籃選手的確有著差異，國家隊

女籃選手除了籃球專項訓練年資較長，生理上年齡

較大、身高較高與體重也較重；另外在 SAQ 的表

現中，國家女籃選手在三項測試的總體成績皆優於

高中女籃選手，並達到顯著差異，但在各項測試的

分段成績卻未必全部比高中女籃選手的成績要優

異，在 20 公尺直線衝刺中的尾速(10-20 公尺)上雖

比高中選手要優秀，但並未達顯著；而在 T 型測試

中向前衝刺成績上，高中選手的成績比國家級選手

還要快，並達到顯著，但在向右滑步及倒退步的成

績，國家隊選手要比高中選手高出很多，使得此項

測試國家隊選手成績比高中選手成績優；最後在

RAT 測試中，前衝成績雖然國家隊選手略高於高中

選手但並未達顯著。 

在生理特徵上，要成為優秀女籃選手，身高體

重顯然還是必要的條件，因為籃球運動是一個在有

限場地上進行平面及空間做身體對抗的競爭活動，

所以一位好選手除了經歷長年規律的嚴苛訓練，同

時也需有較高的身高與較重的體重，才能應付籃球

比賽過程中球場制空與頻繁衝撞的競賽需求。且本

研究發現，雖然國家隊女籃選手年齡較高與體重較

重，但其 SAQ 表現並不比年齡小、體重輕之高中

女籃選手差，要成為好的籃球選手，SAQ 的維持也

是應付籃球比賽要具備的專項表現。 

然而，在 SAQ 的表現中，本研究也發現，國

家女子籃球在直線衝刺之初速(0-10 公尺)、敏捷測

試之前/右與後方移位（T 型測試）與反應測試之左

/右移位，有顯著較佳的表現，並在 T 型敏捷測試與

RAT 反應測試中，更發現國家隊女籃選手在後向與

非慣用側之移位表現優異，且是影響整體敏捷與反

應表現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議教練在強化籃球運動

元 SAQ 表現時，應特別著重側向位移之專項訓練，

已顯著增進 SAQ 表現與整體運動能力 

然而在測試 S(速度)方面表現國家隊選手並未

比高中選手要好，國家隊選手 T 型測試的前衝反而

比高中選手要差，並達顯著差異，這似乎反應出在

籃球比賽中，速度並非決定因素，我們可以說國家

隊選手會對下一步要做出的動作做出預備反應，不

至於因速度過快而無法更好掌握後續動作，也可以

說在 28×15 公尺的籃球場地中，遇見狀況的反應

(0-10公尺起跑初速及RAT 看見燈光的方面向反應)

要比維持衝刺速度重要得多。 

 

伍、結論 

 

    本研究結論為國家隊女籃選手有較佳 SAQ 表

現，而長年規律專項訓練也可有效減小體重及年齡

增長對 SAQ 表現之負面影響，且女籃運動員側向

移位與反應能力也是選手優秀與否的重要條件，本

研究發現可提供教練擬訂籃球訓練要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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