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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腕指關節在投擲變化球時扮演很重要角

色，如增加球的尾勁、控制球體的變化和好球帶

位置等等。本研究主要目的為量化棒球投手投擲

變化球時手部之關節角度變化，並比較直球、滑

球、曲球，在近端指關節、掌指關節以及手腕關

節間的差異。本實驗招募十九位棒球投手參與本

研究。研究结果發現投擲直球(20.58±4.07°)及滑

球(22.48±5.45°)之腕關節屈曲角度顯著大於曲球

(9.08±3.03) p<.05)。投擲曲球之近端指關節屈曲

角度(38.5±3.8°)則顯著高於直球(30.3±4.8°)及滑

球(30.2±4.5°)。在投擲曲球之中指掌指關節發

現，屈曲/伸展與外展/內收均動作之角度顯著大

於與直球、滑球(p<.05)。腕關節與手指關節的動

作是產生變化球的一項重要因素，關節的屈曲/
伸展在投擲直球與滑球較曲球明顯。曲球傾向於

掌指關節的內收外展，並且曲球與直球在關節角

度有許多互補、相反之處，故直球投球的屬性與

滑球類似。 

關鍵詞：腕關節、掌指關節、滑球、曲球  
 
Abstract 
    The end of upper limb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itching breaking ball and improving the strike 
zone control and the rotation of bal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quantize the angle variation of 
pitcher’s hand during pitching breaking ball. The 
joint angle differences of wrist 、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PIP) and metacarpophalangeal 

(MP) joint among fastball, curveball and slider 
were compared. 19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nd one-way ANOVA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the result, it was found the 
wrist flexion angle in the pitching acceleration 
phase was larger in fastball (20.58±4.07°) and slider 
(22.48±5.45°) than in curveball (30.2±4.5°). The 
flexion angle of PIP was significant larger in 
curveball (38.5±3.8°) than in fastball (30.3±4.8°) 
and slider (30.2±4.5°). The range of motion (ROM) 
on adduction/abduction and flexion/extension of 
index MP was significant larger in curveball 
than fastball and slider. In conclusion, wrist and 
finger joints affect the production of breaking 
ball. Flexion/extension angle was larger in 
fastball and slider than in curveball, while 
curveball was with larger MP ROM of abd/add. 
There are many opposite angle variations 
between fastball and curveball, while similar 
ones are found between fastball and slider.  

 
Keywords: Wrist、Metacarpophalangeal Joint、
Curveball、Slider 
 
二、緣由與目的 
 
    棒球投手的投擲動作相當複雜，涵蓋了動作

控制中的粗大動作和精細動作兩種技巧。然而對

於控球、投擲變化球及投出球質的好壞，手指及

手腕關節的運動扮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前臂、

手腕與手指的動作是造成球體以不同方式旋轉

(Barrentine, et al., 1998) 。在快速的投擲情況下，

投手本身也難以清楚的描述如何控制複雜的手

腕、手指的技巧。 



    過去相關研究 Debicki 等 (2004) 發現手腕

在不同速度下投擲，球離手後手腕屈曲的運動角

度差異不大，且隨著速度增加。在動作控制之準

確度上發現，小腦受傷的病人確實會影響手部投

擲動作之精準度，且造成失準的原因並非肩、肘

關節的影響，而是手部之運動軌跡 (Timmann, et 
al., 2001; Timmann, et al., 2000) 。而影響投擲精

確性與放球時機之研究，發現手指放球時機控制

相當精確，其變異不超過 0.1 毫秒 (Hore, et al., 
1995)，且球出手前，手指僅有伸張動作，放球後

屈曲動作對於球速無顯著的貢獻性。過去較少研

究探討手指投球機轉在運動領域上相關研究仍

相當不足，況且手指在投擲過程當中是最細微的

運動機構 (motor apparatus)，同時也是最先能夠

感受到球的反向力。因此手指的控制對於投擲精

準度及變化球的產生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本研究

目的為量化棒球投手，在投擲加速期之手指和手

腕關節的運動學參數之差異，以更請楚了解投球

過程中之手指手腕的控制技巧及對投球的貢

獻，並可提供棒球學習之初學者及相關人員參考

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 
 
    國內大專甲組與高中組棒球投手(18.7±2.7)
共十九名參與本研究。其平均身高為 175.2±5.5
公分、體重 73.3±14.5 公斤。高中組球齡都超過

五年，大專組則超過八年，並且每位受試者在過

去一年之內並無肩、肘關節、與手部之運動傷

害。本研究採用動作分析系統 (Motion analysis 
Corp. Santa Rosa, CA, USA) 擷取手部投球動

作。使用 19 顆直徑 9mm 的反光標記，安置於受

試者拇指、食指與中指之背側與手腕。    受試

者熱身完後上置反光標記，並開始進行靜態參考

資料收集。動態資料收集時，要求受試者以站姿

投擲目標區，目標區大小設定為邊長 30cm，高

度為視力水平相當之目標區，且目標區距離受試

者為三公尺。每位受試者同樣以最快速度投擲直

球與曲球和滑球。利用 Matlab 程式軟體計算出本

研究欲求得之運動學參數。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比較手部關節運動學參數之

平均數差異考驗。本研究統計水準定為 α為.05。 
 

四、結果與討論 
 
(一) 球速 

   直球的球速(97km/hr)顯著高於其他變化球(滑
球 86km/hr、曲球 80km/hr)，相較於以往研究結

果顯得較低，可能受限於實驗環境與實際投球環

境差異之影響。 
(二) 腕關節 
    投擲直球時，肩關節最大外旋之前，腕關節

主要以伸展 10°進行握球之動作，進入加速期時

伸展的角度逐漸增加，並在出手前達到最大伸展

角度；隨後則以屈曲的方向快速的收縮，放球時

腕關節約屈曲 0°。且過程中維持尺偏 7.32°，放

球之前約為 8.4°。投擲滑球之運動特徵與直球相

似。投擲曲球之腕關節角度相較於直球與滑球較

尺偏角度更大，在屈曲與伸展角度也較直球、滑

球來得較少，關節活動範圍約 9.3°，僅在放球前

有較明顯的角度變化。而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僅有直球及滑球的平均屈曲伸展角度顯著大於

曲球 (p <.05)(表一)。但過去研究中尺側偏移與橈

側偏移的關節活動度上，曲球尺偏的角度

（17±7°）顯著高於直球(14±5°) (Nissen, et al., 
2009)。 
(三) 近端指關節 
    投球過程中，食指與中指之近端指關節最大

及最小之屈曲角度都落在加速期，投擲直球時，

中指與食指幾乎是同時離開球體，故在近端指關

節角度變化雷同。並且和滑球一樣，近端指關節

在加速過程中會先略為伸張而後在放球前快速

屈曲，乃由於速度增加所導致的被動關節角度增

加。擲曲球放球順序為大拇指、食指、中指，在

放球前，中指所扮演的功能是讓球體產生更多的

旋轉，緊握球體增加摩擦力，可能造成投擲曲球

時，中指近端指關節的屈曲角度隨著越接近放球

點而漸增。 而且加速期時之投擲曲球之中指近

端指關節屈曲角度 (38.5±3.8°)明顯大於滑球

(30.2±4.5°)及直球(30.3±4.8°) (p <.01)，且滑球之

整體角度變化較直球與曲球小，其中與曲球達到

統計上顯著差異(p <.003) (圖 1)。 



(四) 掌指關節 
    食指與中指掌指關節在進入加速期前，主要

維持伸展的角度。並且同樣在加速期有較大的角

度變化。在中指的掌指關節屈曲平均角度，曲球

及滑球有顯著大於直球 (p <.002)，屈曲及伸直關

節活動範圍，曲球之食指活動角度顯著大於滑球 
(p <.005)。內收外展動作中，曲球中指外展角度

顯著大於直球及滑球 (p <.001)，滑球食指之內收

角度顯著大於直球 (p <.007)。關節活動範圍則無

顯著差異(表二)。 
    由於曲球之投球動作，加速期到出手時，手

指在球體較前方的位置，並配合手腕關節的尺偏

及屈曲且促使球體向前方及向下轉動，在此手指

之相對位置及球體的旋轉需求下，食指與中指之

掌指關節的內收/外展及屈曲/伸直動作顯得相當

重要。另外當投擲滑球與直球，手指與球之相對

位置與曲球不同，手指較靠球的後側，在出手時

手腕尺偏橈偏角度變化不大，純粹靠屈曲伸展之

動作來摩擦推送球體造成旋轉，與曲球不盡相

同。然而滑球與直球又因握球的位置與球需旋轉

的方向不太相同，滑球的握法較類似曲球，而投

球動作與直球相同，但因握法的關係，滑球以橫

向旋轉較多。四縫線與二縫線直球，其食指與中

指都握在球的縫線上，因此當出手時對於指掌關

節並不會有較多的內收/外展動作上的變化。反觀

滑球及曲球，握球多以中指接觸縫線，兩指在投

球時對於球產生不同大小之摩擦力因而影響了

此關節上的運動角度，此握球方式，不外乎是要

增加控制握在縫線上的手指產生更多的力量來

讓球旋轉，達到變化球的效果。然而本研究數據

也受到手部的相關計測資料影響，造成其握球時

的原始關節角度不一，這點本研究並無納入探

討。 
 
五、結論 
 

本研究提供一個初步的量化手部投球動作

之角度變化的現象。由於三種球種握法及投擲動

作不太相同，造成手部關節的細微運動學差異，

促使球體在空氣中旋轉的方向不同，因而改變了

球的運動軌跡，然而旋轉速度越快軌跡變化可能

越大或使得直球越穩定。本研究中發現直球較曲

球有較多的手腕屈曲伸展角度，而曲球與滑球在

加速期擁有較多的尺偏運動，並且直球與滑球之

壓腕動作相似。近端指關節在投擲直球時，因於

握球採平行略帶外展角度，故關節角度變化類

似。而投擲曲球之中指近端指關節也顯著高於其

他球種。掌指關節在各球種中，曲球之內收/外

展角度顯著大於直球與滑球，而中指之平均屈曲

角度以也以曲球最大，因曲球之中指在釋球過程

中整隻手指較貼緊球體，造成關節角度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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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投擲滑球(左)與曲球(右)中指與近遠端指關節之角度變化 
 

表一 腕關節平均角度與關節活動度(ROM) 
 

 
 
 
 
 
 
 
 
 
 
 
 
 
       * p<.05 
 

表二 加速期掌指關節平均角度與關節活動度(ROM) 
 

Angle(°) Fastball 
(n=19) 

Slider 
(n=14) 

Curveball
(n=11) 

p F comparison 

IF_FE -0.4±15.5 -21.0±14.9 -25.6±15.5 .033 4.386  
IF_AB -7.2±2.8 13.5±15.0 8.1±4.1 .006 7.712* SL> FA 
MF_FE -7.5±17.3 -30.9±10.9 -42.9±5.4 .001 11.515* FA > SL 

FA > CU 
MF_AB -8.9±1.2 -6.9±2.9 -15.4±3.6 .000 14.529* CU > FA 

CU > SL 
IF_FE_ROM 22.7±3.7 13.7±5.2 27.6±8.1 .004 8.336* CU > SL 
IF_AB_ROM 20.4±4.7 19.0±8.0 19.0±3.7 .887 .121  
MF_FE_ROM 27.6±7.2 17.2±10.1 14.8±4.3 .234 1.612* FA>CU 
MF_AB_ROM 25.4±10.3 23.9±8.8 15.4±7.3 .189 1.879  

Pitch types  
Movement Fastball 

(n=19) 
Slider 
(n=14) 

Curveball
(n=11) 

p Comparison 

Angle(°)      

Flexion(-)/Extension(+) 20.58±4.07 22.48±5.45 9.08±3.03 .001 FA>CU 
SL>CU 

Ulnar(+)/Raidal dev.(-) 5.33±5.89 4.18±13.57 4.02±3.79 .970  

ROM      

Flexion/Extension_ 34.12±7.46 14.7±19.76 9.3±11.0 .068  

Abduction/Adduction 32.1 21.86 10.0±13.52 8.5±10.4 .653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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