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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以運動學、動力學特徵探討棒球滑步

式與抬腿式打擊兩種不同揮棒動作之速度差異

要素。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受試者為 3位大學乙組棒球隊員(年
齡：23±2.65years、身高：172.33±4.62cm、體重：

65±6.24kg)，實驗器材為十台 Vicon 攝影機、一

塊 Kistler 測力板及一支鋁製球棒。施測時，要求

打者以最大力量依序進行滑步式與抬腿式各 5次

空揮動作，並擷取揮棒動作及地面反作用力之資

料。結果結果結果結果：(1)抬腿式打擊揮棒時間較短而揮棒瞬

時合速度較大。(2)在揮擊期中，抬腿式打擊有較

大的肘關節平均伸展角速度與骨盆平均旋轉角

速度。(3)在揮擊期中，抬腿式打擊呈現較少的身

體重心水平位移。(4)在揮擊期中，抬腿式打擊能

產生較大的投手丘方向與垂直地面的作用力。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抬腿式打擊有較快的揮棒速度，是因揮擊期

中前腳能施予地面較大之作用力，不但提供了上

肢更大的揮擊能量，也藉由此反作用力來穩定重

心。此機制能增進軀幹的旋轉速度而將揮擊能量

轉移至球棒上，使棒頭加速。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運動學運動學運動學運動學、、、、棒頭速度棒頭速度棒頭速度棒頭速度、、、、揮擊揮擊揮擊揮擊、、、、關節角度關節角度關節角度關節角度 
 
Abstract 
 

Purpose：：：：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glide 
hitting and kick hitting in kinematic and kinetic 
parameters. Methods ：：：： Three healthy collegiate 
level Ⅱ baseball players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age : 23 ± 2.65 years, height：172.33 ± 4.62 cm, 
weight：65 ± 6.24 kg ). The equipment include 10 
Vicon cameras, one force plate and one aluminum 
bat. In this formal test, each subject performed 5 
maximal effort dry swings with glide hitting and 
kick hitting, respectively. The swing motions and 
the resultant ground reaction forces were recorded. 
Result：(1) Subjects performed better with kick 
hitting in average swing time and peak bat head 
velocity. (2) Subjects showed greater angular 
velocities of elbow extension during swing phase 
when they performed kick hitting. (3) Subjects 
showed less average displacement of center of 

mass(COM) during swing phase when they 
performed kick hitting. (4) Subjects generated 
greater ground reaction force(GRF) when they 
performed kick hitting. Conclusion：The trend of 
resultant GRF explained why subjects could swing 
faster with kick hitting. Hitters using kick hitting 
style could generate greater GRF when they landed 
their front feet. Greater GRF not only allowed 
hitters to rotate their pelvis faster, but also stabilized 
their COM. As a result, hitters using kick hitting 
performed better nearly in every kinematic 
parameters. 

 
Keywords：：：：kinematics, bat head velocity, swing, 
joint angle 
 
二二二二、、、、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 
 

在棒球運動中以一個 130km/hr 的直球為

例，球從出手至本壘板上空，約只有 0.5 秒的飛

行時間，打擊者需在時間內完成跨步、旋轉軀幹

與揮擊的動作，所有動作皆建立於一精密、快速

回饋系統之基礎上(Allen, 1990)。打擊動作的時間

可區分為決策時間和揮棒時間二部份(Nielson & 
McGown, 1985)。而 Williams (1989)指出揮棒速

度快的打者，有較長的決策時間，因此有較長的

時間可判斷投手的球路與球種並決定是否出

棒。另外，過去一系列的揮棒研究也提到揮棒速

度越快，將使得球碰撞球棒後彈出的初速度也越

快，導致球飛行的距離更遠(Mitchell, Jone, & 
King, 2000；Nicholls & Elliott, 2003)。Robert (1990)
也提到揮棒速度和碰撞後球的飛行距離，是呈現

完全正相關的關係，可見揮棒速度之重要性。關

於揮棒時身體重心位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Breen在 1967年利用高速攝影機拍攝打者整個揮

棒的過程，他發現打者在旋轉過程中，身體重心

是沿著水平方向移動。而 Baseball Skills編著於

2008 年指出美日頂尖之優秀打擊者在揮棒過程

中身體旋轉軸心都幾乎保持一直線。陳丕欣(2006)
研究也發現不同層級打者揮棒時的身體重心水

平位移為「職棒選手＜業餘選手＜青棒選手」。

以上說明了層級越高，越優秀的打者在揮棒擊球



的過程中重心水平位移也越少，這使得身體在旋

轉過程中更穩定。而關於揮擊時的地面反作用力

研究方面，Messier & Owen (1985)提到地面反作

用力對於打者在打擊期間身體和球棒的旋轉、力

量的轉移非常重要。此機轉是藉由前腳跨步對地

面施於一力量，而獲得一反作用力，使臀部轉移

力量以旋轉上肢，來帶動手臂揮棒。 

追求速度的棒球運動中，由於速球型投手日

增，打擊者勢必要有良好的揮棒速度去迎接挑

戰。然而探究整個打擊動作過程，揮擊期為關鍵

階段，透過研究此關鍵期的動作力學模式，將能

發現影響揮棒速度的線索。「滑步式」與「抬腿

式」是國內外常見的打擊跨步方式，前者為打擊

時腳尖微微離開地面做滑步往前跨的動作；而後

者則為打擊時腳尖必須抬離地面，即將大腿抬起

做往前跨的動作。但何者能產生較快的揮棒速度

呢？其中的動作機制又是如何？值得我們進一

步探討。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打擊者施予滑步式

與抬腿式打擊兩種不同打擊動作之揮棒速度差

異。並以運動學、動力學特徵探討影響揮棒速度

差異的要素，提供選手在揮棒訓練中評估與改善

打擊表現之參考。 

 

三三三三、、、、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 
 
(一)受試者與地點： 

本研究受試者為三位大學乙組棒球隊員，球

齡十年以上，皆為右打者(年齡：23±2.65歲、身

高：172.33±4.62公分、體重：65±6.24公斤)。實

驗場地為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生物力學實驗室。 
(二)器材設備： 

器材包括十台紅外線攝影機(VICON MX13+, 
Oxford Metrics Ltd, England)來捕捉揮棒影像，擷

取頻率為 250Hz。一塊 90cm×60cm的測力板

(Kistler Instruments, Inc., Swiss)收取地面反作用

力值，擷取頻率為 1000Hz。一支長度 81cm，重

量 725g 的鋁製棒球棒。而反光球的黏貼方法是

根據 Plug-in-Gait 的貼點方式將反光球黏貼於身

體各肢段上(圖一)，而球棒共設置 5個反光球，

其中棒頭與棒尾處各放置一個反光球(圖二)。 

(三)實驗流程與打擊者空間方位： 
首先將實驗場地布置完成並向受試者說明

實驗的目的與流程，接著將反光球黏貼在每位受

試者的身上，而受試者再自行暖身與伸展後則可

開始進行實驗。施測時，要求每位打擊者只以前

腳站立於測力板上，雙眼直視前方，以最大力量

進行滑步式與抬腿式各 5次空揮動作，每次揮棒

間隔時間為 2 分鐘。打擊者的空間方位如(圖三)
所示。X 軸向：左右腳連線的方向，以右打擊者

而言，左腳方向為正，右腳方向為負。Y 軸向：

在水平面上，垂直於 X 軸的方向，以右打擊者而

言，身體前方為正，身體後方為負。Z 軸向：垂

直地面的方向。 

 
圖一 Plug-in-Gait貼點方式 

 
圖二 球棒反光球貼點圖 

 
    圖三 打擊者 X、Y、Z 空間方位示意圖 

(四)資料分析與方法： 
施測完成後，擷取這兩種打擊方式各三筆之

最快棒頭合速度的資料以  Vicon 軟體進行分

析，並以平均數來比較兩者之運動學與地面反作

用力的數據。而本研究主要針對打擊中關鍵的分

期「揮擊期」進行探討，打擊動作連續圖如(圖

四)所示。而分析之參數，分別計有棒頭瞬時合

速度(棒頭軌跡最低點之瞬時合速度、棒頭最大

之瞬時合速度)、揮棒時間(前腳著地瞬間至棒頭

軌跡最低點所花的時間、前腳著地瞬間至棒頭最

大瞬時合速度產生所花的時間)、身體重心水平

位移、左右手肘關節平均伸展角速度、骨盆平均

旋轉角速度、地面反作用力。 

1.棒頭瞬時速度的計算方面是藉由該畫面下一張

與前一張的座標位置差得到瞬時位移，再將此瞬

時位移除以所花的時間，以本研究來說即是除以

0.008秒，可得該張之瞬時速度。在將該張 X、Y、
Z 三向度之瞬時速度值套用合速度公式即可得到

該張之瞬時合速度。 
2.身體重心水平位移的計算上則是將個別受試者

的肢段參數輸入 Vicon 軟體建立其模型，即可計

算出各時間點的重心位置。而本研究所計算的身

體重心水平位移定義為前腳著地瞬間至棒頭達

到軌跡最低點，這兩個時間點重心的水平位置

差。 



3.肘關節平均伸展角速度與骨盆平均旋轉角速度

計算的時間範圍定義為前腳著地瞬間至棒頭最

大瞬時合速度產生，這段時間的平均角速度。肘

關節角度定義為前臂與上臂的夾角(內部)，手臂

全伸展為 180度；而骨盆角度設左右髂前上嵴之

連線與水平面 X 軸平行為 0度，以右打者為例，

逆時鐘旋轉為正，順時鐘旋轉為負，骨盆旋轉如

(圖五)所示。 

4.地面反作用力的計算上，分別計算在前腳著地

瞬間至棒頭最大瞬時合速度產生，這段時間的投

手丘方向與垂直地面方向的平均地面反作用力

以及這兩個方向的最大地面反作用力。力量值以

倍體重表示。 

 
圖四 打擊動作過程連續圖 

 
       圖五 骨盆旋轉示意圖 

註：x 軸箭頭指向為投手丘方向

(http://www.c-motion.com/Examples/Visual3D_Modeling/Seg
ments/Examples/Pelvis.htm) 

 
 

四四四四、、、、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1)抬腿式打擊揮棒時間較

短(前腳著地瞬間至棒頭到達最低點所花的時

間：抬腿式 0.211±0.034秒，而滑步式 0.232±0.033
秒；前腳著地瞬間至最大棒頭瞬時合速度所花的

時間：抬腿式 0.227±0.045 秒，而滑步式

0.245±0.039秒，如圖六所示)且揮棒瞬時合速度

較 快 ( 棒 頭 最 低 點 瞬 時 合 速 度 ： 抬 腿 式

110.41±6.87 km/hr，而滑步式 108.95±6.84 km/hr;
最大棒頭瞬時合速度：抬腿式 113.70±4.17 
km/hr，而滑步式 111.24±5.35 km/hr，如圖七所

示)。(2)在揮擊期的肘關節平均伸展角速度與骨

盆平均旋轉角速度比較上，抬腿式打擊呈現較大

的 角 速 度 值 ( 左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 抬 腿 式

120.06±61.84 deg/s，而滑步式 109.77±51.61 

deg/s；右肘關節角速度：抬腿式 237.15±27.67 
deg/s，而滑步式 224.43±23.12 deg/s，如圖八所

示；骨盆角速度：抬腿式 468.21±61.27 deg/s，而

滑步式 430.55±71.05 deg/s，如圖九所示)。(3)在
揮擊期的重心水平位移的比較上，抬腿式打擊呈

現較少的水平位移(抬腿式 21.36±1.89 cm，而滑

步式 23.52±3.14 cm，如圖九所示)。(4)在地面反

作用力比較上，抬腿式打擊在揮擊期中能產生較

大的投手丘方向與垂直地面的作用力(投手丘方

向最大與平均地面反作用力：抬腿式依序為

0.734±0.184與 0.40±0.125倍體重，而滑步式依序

為 0.676±0.205與 0.38±0.112倍體重；垂直地面

方向最大與平均地面反作用力：抬腿式依序為

1.58±0.090與 0.96±0.074倍體重，滑步式依序為

1.44±0.081與 0.88±0.054倍體重，如圖十所示)。 
根據 Tabuchi, Matsuo & Hashizume (2007) 

研究大學棒球選手揮棒擊球的實驗中，發現棒頭

最低點與最大合速度幾乎同時發生於球棒與球

接觸的瞬間。而本實驗之「滑步式打擊」與「抬

腿式打擊」是以揮空棒模式進行，從棒頭軌跡到

達最低點至棒頭最大瞬時合速度的平均時間差

分別為 0.013秒與 0.016秒。由此可知，在揮空

棒時棒頭到達最低點的時間相當接近棒頭最大

瞬時合速度的時間，且棒頭最大瞬時合速度產生

的時間點是出現於棒頭軌跡剛上揮的瞬間。 
抬腿式打擊與滑步式打擊比較之下，有較短

的揮擊時間與較快的棒頭合速度，顯示抬腿式打

擊是較具攻擊性的打法。兩種打法在揮擊期的

左、右肘關節與骨盆角速度的比較上，發現抬腿

式打擊有較快的角速度，使得棒頭速度有效提

升。本研究也發現於揮擊期中，抬腿式打擊有較

少的身體重心水平位移，而較少的重心位移也顯

示揮擊重心越穩固(陳丕欣，2006)，進而幫助下

肢與軀幹旋轉速度提升。在地面反作用力的比較

上，發現抬腿式打擊在揮擊期間有較大的往投手

丘方向與向下的作用力，也因此獲得更大的地面

反作用力，這個反作用力可形成一道屏障，避免

揮擊期間身體重心過度前傾，這也說明了為何抬

腿式打擊在揮棒時有較少的身體重心水平位移。 

0

0.05

0.1

0.15

0.2

0.25

0.3

前腳著地瞬間至棒頭到達最低點

時間(秒)
滑步

抬腿

0

0.05

0.1

0.15

0.2

0.25

0.3

前腳著地瞬間至最大棒頭合速度

時間( 秒) 滑步

抬腿

 
圖六 兩種打擊方式揮棒時間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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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兩種打擊方式瞬時合速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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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兩種打擊方式左右肘關節平均角速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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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兩種打擊方式骨盆平均角速度及身體重心水平位移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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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兩種打擊方式投手丘方向與垂直地面方向地面反作用

力比較圖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本研究經結果呈現與討論分析後，得到以下

結論：「抬腿式打擊」有較快的揮棒速度，是因

揮擊時前腳施予地面較大之作用力，不但提供了

上肢更大的揮擊能量，也藉由此向後與向上之反

作用力來穩定重心。此機制能增進腰部與上半身

軀幹的旋轉速度而將揮擊能量轉移至球棒上，使

得棒頭速度增快。而未來研究方向建議能朝向揮

擊實際比賽球的方式進行實驗，以更符合訓練與

比賽的情境，此外也能針對不同層級的選手進行

相關實驗，藉由驗證與比較找出最適合個人的揮

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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