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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上肢持續活動對籃球罰球的影

響。上肢持續活動是指持續的運球、傳球的動

作。在持續活動期間，實施兩次籃球罰球動作，

以高速攝影機和肌電儀紀錄投籃出手角度、速

度、高度與上肢各主要肌群活化情形，並記錄各

球命中位置與各階段運動自覺強度，資料統計五

種階段所獲得持續活動下的各參數，顯著水準訂

為α=.05。結果顯示：在較高的進球率下，需要

較大的出手角度平均為 60.75 度和放鬆的上肢肌

群活動，兩者成立時，即可獲得較高的進球率，

若缺少其中一項，進球率則下降。 

關鍵詞：罰球、上肢肌電、持續活動 

 

Abstract 

This study aim to understand the sustained upper 

extremities impact of activities on the basketball 

free throw. The terms of Sustained upper 

extremities activity refer to sustained dribbling, 

passing the motion. In the period of Sustained ev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wo free throws basketball 

action. Record the angle, speed and height of 

shooting and upper limb muscle activation of the 

major cases by high-speed cameras and EMG. The 

location of each shot and conscious strength of each 

stage are then being recorded. Analyze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five stages of ongo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various parameters, the significant level 

set atα=.05. The results showed: Higher rate in the 

goal, require a larger average 60.75 degrees Angle 

of upper limb muscle activity and relaxation, both 

set up, will get a high score rate, while when one of 

the elements is missing, will decreased the goal 

rate . 

Keywords: Free Throws, Upper Limb Muscle, 

Sustained Activity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籃球比賽中，不論是運球、傳球還是投籃

等，都依賴上肢的動作。然而，比賽持續的進行，

上肢肌群會持續作用，以上肢為主的動作在比賽

後期，肌肉疲勞，肢體開始不聽使喚。 

    進行籃球投籃動作時，手腕為手部投擲物體

之最終肢體。王椿安（1984）無論是球的穩定及

飛行軌跡都是依賴手部，因此手臂為跳投時重要

的一環。孫民治（2008）指出任何一種投籃方法，

最後都是運用肩、肘、腕、指關節活動來實現的。

由以上可知，只要手部任何一個位置改變，就可

能影響到球進與否。進一步可知，優秀選手的投

籃動作主要依賴右腕，而一般選手則以肘、膝、

踝來控制投籃力道（湯文慈，2009）。專業的選

手往往能夠有效的利用上肢掌控球感，做出適當

的微調，將球投入籃內。更加肯定了上肢動作對

投籃的影響。 

    投籃時，上肢肌群在長時間的活動下，將受

到影響，而持續作用且疲勞的肌肉，是否能有效

的調整動作，將球投入籃內。因此，本研究欲了

解在持續負荷活動時，上肢各主要肌群與投籃的

關係，並找出進與不進球時的上肢肌群差異變

化，以供從事籃球運動者在上肢持續運動下，可

以有效的調整動作，維持進球的水準。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籃球罰球進球率與運動自覺在持續活 

      動時的情形。 

（二）了解持續活動對籃球罰球上肢肌群活化情 

      形。 

（三）了解持續活動對籃球罰球出手角度、出手 



      高度、出手速度改變情形。 

（四）了解進球與否時各參數間關係。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現役女子籃球

隊 10 位選手為研究對象。10 位受試者的年齡為

21.77±2.05 歲，身高為 165±3.32 公分，體重為

59.33±2.87 公斤，球齡為 10.33±1.77 年。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 

（一）肌電儀(Electromyography, EMG) 

    本研究蒐集肱二頭肌、肱三頭肌、肱橈肌、

屈腕肌、肘肌、伸腕肌 等肌，並以軟體

AcqKnoeledge4.0 分析原始資料，並運算積分肌

電(Integtred EMG, IEMG)。 

（二）高速攝影機 

     Mega Speed MS10K 高攝影機拍攝 2D 坐標

平面。使用 Kwon3D 動作分析系統 (Kwon3D 

Motion Analysis System)，點取影片中的標誌點，

以獲得出手角度、出手高度、出手速度。 

（三）運動自覺量表(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 

    本研究採用 1960 年代由瑞典生理學家

Gunnar Borg 所發展出來的 0 至 10 運動自覺量

表，以 0 表示沒有感覺，3 表示適度運動，7 表

示非常強，容許有小數點以下一位的自覺判斷。

本研究於每運動階段後隨即詢問一次運動自覺

量表分數。 

三、實驗流程 

    根據本研究目的，受試者持續活動二十組，

每四組持續活動為一階段，分為五個階段，而每

組持續活動的內容為：定點投籃 2 顆，原地運球

50 下，傳球 20 下。 

（一）佈置場地、儀器架設及測試 

（二）說明實驗流程及注意事項 

（三）填寫受試者同意書及基本資料 

（四）受試者著裝、熱身 

（五）試投並測試訊號 

（六）正式實驗 

（七）資料檢核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資料以每四組持續活動歸為一階

段，共分為五階段。以 SPSS for Windows12.0 經

過重覆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repeated measures)、LSD 事後比較檢定不同階段

時各參數變化情形。顯著水準訂為 α=.05。 

 

参、結果與討論 

一、罰球進球率與運動自覺強度情形： 

 

圖一  進球率與運動自覺強度折線圖 

 

    由圖一可知，隨著活動的持續在階段一、二

進球率與運動自覺強度皆持續上升；至階段三

時，進球率達到最高，推測此時已經習慣活動強

度，所以此時運動自覺強度略為下降；階段四時

進球率則大幅下降，運動自覺強度在階段四與階

段五持續上升。 

    整體來說，運動自覺強度會隨著持續活動的

時間而上升，而身體逐漸適應活動時，自覺強度

會稍微下降，此時再繼續活動則自覺強度繼續上

升，而進球率則是在剛自覺適應強度時達到最

高，繼續活動時，則會受到自覺的強度提升而影

響進球率。 

二、上肢肌群活化情形： 

  經過重覆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由表

一可知，受試者在不同持續活動階段對罰球時上

肢積分肌電以及肱二頭肌、肱橈肌、伸腕肌積分

肌電經檢定後達顯著水準；而肱三頭肌、屈腕

肌、肘肌未達顯著水準。 

 

表一 不同持續活動階段對罰球時上肢肌群各 

      積分肌電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圖二 上肢肌電和（左）與肱二頭肌（右下）、肱 

      橈肌（右上）、伸腕肌（右中）之折線圖 

根據本研究結果，由圖二所示： 

    階段一至階段二時，肱二頭肌、肱橈肌與伸

腕肌活化情形皆呈現降低狀態，配合圖一的進球  

率來看，此時的進球率反而上升。 

    階段三時，除肱橈肌活化情形不再下降外，

肱二頭肌與伸腕肌皆持續降低，肱橈肌的功能為

前臂屈曲，此時前臂屈曲以達是適合範圍，故不

再降低 

    階段四至階段五時，配合圖一的運動自覺來

看，自覺強度上升，受試者認為要花更大的力量

才能將球投進，故肱橈肌的活化增加，以獲得更

有力量的出手動作。 

    綜合以上可得，當活動開始，負責手臂屈曲

動作的肱二頭肌與負責手腕伸直、內收的伸腕肌

不論整體活化情形如何皆持續下降，而負責前臂

屈曲的肱橈肌則會隨著整體活化情形而跟著變

化，由此可知肱橈肌活化情形較小時，進球率反

而較高，。 

三、出手角度、出手高度、出手速度情形 

  經過重覆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由表

二可知，受試者在不同持續活動階段對罰球時出

手角度經檢定後達顯著水準；而出手高度、出手

速度未達顯著水準。 

表二 不同持續活動階段對罰球時出手角度之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圖三 出手角度（下）、高度（上）與速度（中） 

     之折線圖 

根據本研究結果，由圖三所示： 

    階段一至階段二時出手角度輕微提升，而出

手高度卻是下降的，配合圖一來說，角度較大

時，進球率較高。 

    階段三時，出手角度達到最大平均為 60.75

度，此時出手高度降低治穩定狀態，配合進球率

來看，此時進球率最高。 

    階段四至階段五時，出手角度變小，出手高

度幾乎不變，配合圖二來看，角度小時，各肌群

的活化情形，反而比較大。 

    由此可知，若要較高的進球率，則需將出手

角度加大，以增加球拋物線高度，進而增加進球

機率。 

四、在進球與否時各參數間關係 

    經過相依樣本 t 考驗，由表三可知，受試者

在進球與否時肱二頭經檢定後達顯著水準，其於

變數，未達顯著水準。 

 

 

表三 肱二頭肌在進球與否時平均數差異之相依 

     樣本 t 考驗結果 



依變項 進球(n=5) 不進球(n=5) 
T 值 

M S M S 

肱二頭肌 .09 .01 .09 .01 -3.58* 

*p<.05 

 

圖四  肱二頭肌（左）與肱三頭肌（右）進球與 

      否時比較 

根據本研究結果，由於肱三頭為肱二頭結抗肌，

由圖四所示，並一起討論： 

    階段一至階段二時，肱二頭與肱三頭肌活化

情形不論進球與否，都呈現下降狀態。 

    階段三時，兩者皆降至最低，表示受試者習

慣運動強度了，漸漸找尋出最好的投籃出手感

覺。 

    階段四時，兩者皆上升，此進球率反而又開

始降低，表示有較多的進球不進。 

    階段五時，兩者回復到水平，此時肱三頭肌

降低，反而進球率又回升，推測若有較放鬆的上

臂，就有較高的進球率。 

    再由圖四所示，肱二頭肌活化情形在不進球

時始終大於進球時，表示當肱二頭肌活化較大時

就易產生球無法命中的情形，而肱二頭肌於手臂

主要的作用為前臂與上臂屈曲，所以當手臂屈曲

動作過大，使得在同個運動階段肱二頭肌活化過

多，則容易造成球投不進的情形。 

五、總結 

以持續活動的階段配合進球率來看： 

    階段一、階段二：進球率與運動自覺強度皆

呈現上升狀態，而上肢肌電和卻呈現相反的下滑

現象，反而肌群的活化情形持續的下滑，表示此

時肌群的活化程度，與運動自覺與進球情形間呈

現負相關的。 

    階段三：進球率最高為，此時出手角度、出

手速度皆為最高，而上肢總肌電卻為最低，表示

此階段，上肢各肌群沒有太大的活化情形，反而

呈現比較放鬆的狀態，所以有足夠的出手高度、

速度以及放鬆的手部動作，各方面因素加起來才

能使進球率增加。 

    階段四：進球率則降至最低，此時受試者自

覺到運動強度的增加，認為更多的上肢肌群活化

即可將球投進，而過度使用負責前臂屈曲的肱橈

肌，造成投球動作的不自然，則進球率則會因動

作的改變而下降，加上出手角度與出手速度皆呈

現較低狀態，此時的出手位置與肌群活動情形還

沒調整好，使得進球率下降。 

    階段五：進球率輕微回升，除了出手角度下

降外，出手高度也跟著下降，而上肢肌電和反而

上升，可由運動自覺量表結果得知此階段受試者

皆認為運動強度已經有所提升，造成受試者為了

進球，即使在疲勞的狀態，卻還是認為加強上肢

肌群的作用，才能增加進球，由圖二所示，前臂

的肱橈肌過度活化導致球不進機率增加。  

 

肆、結論 

一、持續活動會時投籃進球率會逐漸升高， 

      受試者所自覺的運動強度會隨著活動持 

      續而提升。 

二、隨著持續活動的時間增加，上肢肌群的積 

      分肌電活化減少，且有上臂肌群下降，前 

      臂肌群上升的趨勢。 

三、投籃的出手角度、高度以及速度，會在持 

      續活動時做出調整，其中出手角度較高 

      時，進球率也較高。 

四、當肱二頭肌活化過度，球較不易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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