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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男性網球選手與一般

常人下肢髖關節及膝關節雙側等速肌力相異之

比較。10 位大專乙組網球選手與 10 位一般大專

男子自願參與，以 Biodex S4 等速肌力測量儀來

量測下肢膝關節屈曲/伸展與髖關節外展/內收兩

種動作之等速肌力肌力峰值  (peak torque/body 

weight, PT/BW)，測詴速度設定為角速度每秒 30°

與 120°各 5 次。所得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13.0 版，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各關節測詴速

度雙側 PT/BW 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皆設定為 p

＜.05。研究結果顯示網球選手髖關節外展等速肌

力與雙側等速肌力差異顯著大於一般常人。本研

究驗證長期運動訓練可強化下肢髖膝關節等速

肌力表現，而專項訓練也易導致特定關節之肌力

增進幅度的不均；本研究中男網選手髖關節外展

動作顯著擁有較大的雙側等速肌力差異，應與網

球運動強調慣用側擊球之動作特徵與訓練需求

有關。 

 

關鍵字：網球、下肢肌力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ison the 

bilateral differences on hip and knee isokinetic 

strength in male tennis players and general 

population. Ten male tennis players and ten general 

sedentary mal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The isokenetic strength of the hip 

abduction/adduction and knee extension/flexion 

were evaluated by Biodex S4 at 30° and 120° for 5 

times as peak torque/body weight, PT/BW. 

Independent 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nnis players had significant larger isokinetic 

strength and the bilateral differences in hip 

abduction than general popula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long term tennis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strength performance in hip and knee 

joints. In addition, this training may also increased 

the bilateral difference in hip abduction, therefore, 

equally training and monitoring is needed.  

 

Keywords: Tennis, Lower extremity 

 

二、緣由與目的 

 

    在人們逐漸瞭解運動重要性的這個時代，大

眾普遍開始到戶外慢跑或到健身房鍛鍊自己的

體魄，而網球也是一種歷史悠久、充滿趣味變化

與高度競賽的運動球類，我們可從校園與運動公

園中許多的網球運動愛好者，以及眾所矚目全球

網球運動迷所關注之四大公開賽事中獲得充分

驗證。對網球運動而言，需要適當的轉身擊球與

大量的下肢移位活動，因此便會產生專項運動的

特殊性，而此種運動特殊性也會因專項動作特質

與競賽強度的變化，而強化人體身體機能（如骨

質密度、心肺耐力等），與導致非預期之運動傷

害（如網球肘、肌肉拉傷等），因此如何有效增

進健康效益與避免運動傷害，是許多網球教練與

運科研究人員非常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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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各項技能均需快速腳步移位，且需具

備適當的力道與速度，因此擁有優異的下肢神經

系統功能與強壯的下肢肌力，才能展現具有質量

與速度的揮擊與優異的網球整體。在網球正拍擊

球時，選手必頇有適當的握力，以維持擊球瞬間

球拍的穩定性，並透過身體旋轉與作用關節動力

鏈順序，由下肢踝膝關節，沿著髖關節、軀幹轉

體與上肢揮擊，將速度與力量傳送至球拍【5】，

並同時維持球拍穩定與流暢關節動作【6】，來成

功揮擊與掌控球向落點。 

    有鑑於下肢肌力與網球表現的關係密切，且

先前研究也驗證髖關節角度變化過大（超過

70°），會減少膝伸肌的長度，而顯著降低膝關節

的肌力表現【1】；此外，流行病學調查也顯示網

球選手可能因專項運動特性、關節結構損傷/異常

或旋轉肌力不足/疲勞等因素，而常發生肩、肘、

髖、膝、踝等關節運動傷害【7, 8】；再者，網球

運動單側持拍揮擊動作，也會對肢體慣用性造成

特殊的適應現象，如網球選手慣用側肩主動內旋



活動度會顯著小於非慣用側，而內旋肌力卻顯著

大於非慣用側，顯示網球選手慣用側肩部肌力強

大，但柔軟度卻不佳，而造成不良的生物力學緩

衝機制，增加肩部傷害的風險。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男性網球選手與一

般常人在臀關節外展/內收與膝關節屈曲/伸展動

作時，慣用側與非慣用側肌力之差異，以瞭解網

球選手是否在臀膝關節等速肌力表現，也具有特

殊的適應現象。 

 

三、材料與方法 

 

1.研究對象 

10 位大專乙組男網選手（年齡 22.9 ± 3.1 歲、

身高 176.3 ± 3.7 公分、體重 69.4 ± 4.4 公斤）及

10位一般大專男子（年齡 21.7 ± 1.6歲、身高 173.5 

± 5.1 公分、體重 71.5 ± 13.6 公斤）自願參與，其

慣用側皆為右側，研究前以晤談方式確認無任何

下肢傷害與病變，並填寫受詴同意書及個人基本

資料。 

 

2.下肢等速肌力峰值測詴 

本實驗使用 Biodex S4 Pro 等速肌力測量儀

並搭配 Advantage 操作軟體  (Biodex Medical 

System, Shirley, NY, US) ，於 Windows XP 作業

系統下進行下肢髖、膝關節之等速肌力峰值測

詴。而測詴前需依操作手冊程序進行重力校正且

依不同關節測詴動作來調整座椅高度、椅背傾斜

角度、支撐角度與座椅旋轉方向等標準設定。 

 

3.實驗步驟 

實驗前與受詴者詳細說明其實驗流程、目的

與注意事項，填寫受詴者基本資料和同意書。測

詴前請所有受詴者先行熱身及伸展操 15 分鐘

後，才進行每秒 30°與每秒 120°之等速肌力測

驗，包含下肢膝關節屈曲/伸展，與髖關節外展/

內收，每個角速度測詴皆進行反覆 5 次，每個速

度間隔 90 秒休息，且給予相同的指導與鼓勵。 

  

4.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之蒐集包括受詴者年齡、身高和

體重。等速肌力數據包含髖膝關節等速肌力測詴

所產生的單位體重峰值轉矩 (Peak torque/body 

weight, PT/BW)，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各關節測

詴速度雙側 PT/BW 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為 p 

< .05。 

 

四、結果與討論 

 

男網選手於測詴角速度 30°/s 與 120°/s 之髖

關節外展/內收雙側側平均肌力如圖 1 所示；而膝

關節伸展/屈曲雙側平均肌力則如圖 2 所示。 

 

圖 1 男網選手之髖外展(Abd)/內收(Add)測詴 

 

圖 2 男網選手之膝伸展(E)/屈曲(F)測詴 

一般大專男子於測詴角速度 30°/s 與 120°/s

之髖關節外展/內收雙側平均肌力如圖 3 所示；而

膝關節伸展/屈曲雙側平均肌力則如圖 4 所示。 

 

圖 3 一般男子之髖外展(Abd)/內收(Add)測詴 

 

圖 4 一般男子之膝伸展(E)/屈曲(F)測詴 

從圖 1 至圖 4 中顯示兩組下肢髖膝關節等速

肌力表現，皆隨著測詴角速度增加而降低 PT/BW

肌力表現，雖然男網選手在各個測詴動作與速度

下，PT/BW 皆較一般常人為大，但僅在髖關節慣

用側之外展肌顯著優於一般常人 (174.2 ± 33.6 

% vs. 150.7 ± 31.9 %, p < .05)；此外，本研究等速

肌力雙側差異比例是以測詴關節(慣用側 PT/BW-

非慣用側 PT/BW)/ 慣用側 PT/BW 來計算，結果

發現男網選手髖關節外展肌力差異比例顯著大

於一般大專男子 (30°/s: 0.30 ± 0.23 % vs. 0.12 ± 



0.11 %; 120°/s: 0.27 ± 0.22 % vs. 0.11 ± 0.09 %, p

皆 < .05) ，然而在髖內收、膝伸展與膝屈曲等動

作上，兩組間等速肌力雙側差異比例皆無顯著差

異。因此驗證男網選手可能因網球運動特殊性，

髖關節外展肌的使用優於一般人。 

網球運動是一種持拍及不對稱的運動項目，

選手需藉由身體各部位之有效整合，將來自於軀

幹的旋轉力量，利用慣用臂產生一連串的高機械

動作完成擊球，而為了能在比賽過程中順暢輕快

迅速的移動步法，選手也需強化多向快速移位訓

練，快速的將身體移向擊球位置，且能夠在適當

的時間點擊出不同的球路來得分獲勝【2】，因此

本研究男網選手髖關節慣用側之外展肌明顯優

於一般男子是合理的，因為男網選手在專項訓練

時會使用較多慣用側移位訓練，且優秀選手皆會

有強化慣用側揮擊優勢的特質，以期能在正式比

賽中運用強勢攻擊與優異體側來獲取勝利。 

網球專項體能訓練的目標，是需依據該項運

動的生理學和方法學的特性，進而提升運動專項

的體能【3】。下肢移位訓練常被廣泛運用於球類

運動項目，而「米」字型步法間歇訓練則是最受

網球與羽球訓練採用【4】，其動作型式包括急

跑、急停、側併步、倒退跑等動作，因此非常符

合網球運動專項特徵與體能特性；此外，網球選

手特別強調左右兩側移位之步法訓練，同時會使

用到大腿內收肌與外展肌，因此可強化髖關節兩

側外展肌與臀肌的肌力，而腳步訓練的外展動作

中，需大量使用臀肌、髂腰肌與外展肌群；再者，

雖然網球腳步訓練是以移位為主要步法，但就網

球正拍而言，起始的第一步所用使用的是外展肌

的爆發力，大腿內收肌主要用於併攏的動作，因

此強壯的髖外展肌力，應有助於男網選手在等候

接球與強力正拍回擊時的迅速啟動，支持本研究

男網選手顯著較佳的髖關節慣用側外展肌力的

發現。 

考量男網選手髖關節慣用側之適應特徵，然

而在膝關節屈曲與伸展之等速肌力似乎則無此

現象，其原因應與網球運動中大量的移位動作與

訓練，皆需均衡的使用膝關節屈曲與伸展，且膝

關節屈曲與伸展動作主要是用於身體的前進與

後退動作，因而不會有單側過度強化訓練的現象

發生，相較於其他常見的籃球、排球等運動，下

肢膝關節的訓練也大多是以彈跳、直線衝刺與爆

發力為主要動作，因此本研究男網選手與一般常

人膝關節屈曲/伸展動作無顯著差異是合乎常理

的。 

    有鑑於網球運動經常會有衝刺、急停轉向與

折返跑的動作，因此當選手肌力不足或訓練強度

過大時，易在腓腸肌內側頭肌腱肌肉交接處產生

撕裂性的傷害【9】，本研究發現男網選手髖外

展等速肌力雙側差異顯著較一般常人為大，應與

網球專項訓練與競賽特徵有關，然而此種差異過

大或許不利於整體運動表現與易導致運動傷

害，因為雙側髖外展肌力的不對稱，有可能影響

左右移位速度、重心轉移與肢體平衡協調能力，

而降低步法移位效率與揮拍擊球之爆發力。近日

我國網球好手盧彥勳在 2010 辛辛那提網球公開

賽中，即因左臀肌肉不適而退賽，因此教練在訓

練的過程中應注重選手雙側肌力均衡，以有效提

昇髖外展肌力與網球運動表現。 

 

五、結論   

 

本研究結論為男網選手相較於一般男性，有

顯著較大的髖外展等速肌力與雙側差異比例，且

其原因應與長期規律網球運動訓練所導致的髖

外展肌的特殊適應有關。本研究結果有助於專項

教練體能訓練之參考依據，特別是有關髖關節雙

側均衡肌力訓練，以減少相關的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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