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網選手下肢髖膝關節雙側等速肌力之特徵 

BILATERAL LOWER LIMB HIP and KNEE ISOKINETIC 

STRENGTH PROFILES in MALE TENNIS PLAYERS  
程慶祥(Chin-Shyang Cheng) 范姜文妏(Wen-Wen Fan Chiang) 李成碩(Cheng-Shuo Lee) 梁龍鏡

(Lung-Ching Liang) 黎俊彥 (Alex J. Y. Lee)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一般男子網球選手下肢

髖關節及膝關節等速肌力之特徵。10 位大專乙組

網球選手自願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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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兩種動作之肌力峰值，測試速度設定為角速度

每秒 30°與 120°各 5 次。所得資料以平均數±標

準差表示，以 SPSS for Windows13.0 版，進行相

依樣本 t 考驗分析各關節測試速度雙側單位體重

等速肌力峰值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皆設定為 p

＜.05。本研究結果顯示慣用側與非慣用側之下肢

膝關節屈曲/伸展與髖關節外展/內收兩種等速肌

力並無顯著差異，驗證一般男網選手雙側下肢等

速肌力具有高度相似與對稱特性，本研究結果可

提供專項教練和選手規劃訓練計畫，以及訓練過

程肌力調控與傷後復建評估之應用與參考。 

 

關鍵字：網球、下肢肌力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bilateral lower extremity hip and knee isokinetic 

strength profiles in male tennis players. Ten male 

tennis players volunteered for this study. The hip 

abduction/adduction and knee flexion/extension 

isokinetic peak torque per body weight (PT/BW) 

were evaluated by the Biodex System 4 at 30°/s and 

120°/s for 5 times. Dependent t tests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bilateral differences for each testing 

condi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hip abduction/adduction and knee 

flexion/extension PT/BW.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ip and knee bilateral isokinetic strength are highly 

symmetry in male tennis players. This finding may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coaches and 

athletic trainers in physical training, specific tennis 

training, and the assessment of rehabilitation after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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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網球是一項激烈緊湊、富有歷史傳統且廣受

歡迎的運動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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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現今的網球生態漸漸

以力道、速度為主，各項技能均需要腳步移位做

為前提，因此有穩定的下肢神經系統功能，才能

擊出具有質量與速度的強力網球。 

等速肌力測試除了可瞭解運動專項選手的肌

力特徵，也可進一步探討肌力與運動表現的相

關，來做為專項訓練的成效評估，而測試所得之

客觀量化數據，更常被應用於運動傷害復原的參

考指標。 

就網球正拍而言，要擊出一顆具有速度與質

量的球，必須先有穩定的下肢做支撐，而在旋轉

身體擊球的同時，下肢髖膝關節也是正拍揮擊動

力鏈的先驅步驟，此時選手需將重心由後向前轉

移，使力量完全釋放於上肢甩動球拍的動作，並

同時維持球拍穩定與流暢關節動作【2】，最後才

揮擊掌控球項與落點。有鑑於網球正拍揮擊動作

之特殊性，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了解一般男網選

手在不同角速度下下肢髖關節外展/內收與膝關

節屈曲/伸展之肌力特徵。 

 

三、材料與方法 

 

1.研究對象 

10 位大專乙組網球選手（年齡 22.9±3.1 歲、

身高 176.3±3.7 公分、體重 69.4±4.4 公斤、慣用

側：右手）自願參與，研究前以晤談方式確認無

任何下肢傷害與病變，並填寫受試同意書及個人

基本資料。 

 

2.下肢等速肌力峰值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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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下進行下肢膝、髖關節之等速肌力峰值測

試。而測試前需依操作手冊程序進行重力校正且

依不同關節測試動作來調整座椅高度、椅背傾斜

角度、頸部支撐角度與座椅旋轉方向等標準設

定。 



 

3.實驗步驟 

實驗前與受試者詳細說明其實驗流程、目的

與注意事項，填寫受試者基本資料和同意書。測

試前請所有受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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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與髖關

節外展/內收（圖 2），每個角速度測試皆進行反

覆 5 次，每個速度間隔 90 秒休息，且給予相同

的指導與鼓勵。 

 
  圖 1 下肢膝關節屈曲/伸展等速肌力測試 

 
  圖 2 下肢髖關節外展/內收等速肌力測試 

 

4.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之蒐集包括受試者年齡、身高和

體重。等速肌力數據包含髖膝關節等速肌力測試

所產生的單位體重峰值轉矩 (Peak torque/body 

weight, PT/BW)，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各關節測

試速度雙側 PT/BW 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為 p 

< .05。 

 

四、結果與討論 

 

全體選手於測試角速度 30°/s 與 120°/s 之髖

關節外展/內收雙側側平均肌力分別為（圖 3）所

示；而膝關節伸展/屈曲雙側平均肌力則分別為

（圖 4）所示。從圖表中可清楚看到，下肢髖膝

關節隨著角速度提升，肌力隨著降低，雖髖關節

左臀肌力有稍微變化，但就全體平均而言，還稍

嫌不構成明顯差異，因此此次的實驗結果證明，

一般男網選手的下肢髖膝關節並無顯著的差異。 

 
圖 3 髖關節雙側外展/內收之肌力測試圖 

 

 
圖 4 膝關節雙側屈曲/伸展之肌力測試圖 

 

    網球運動需要耗費相當大的體能，在網球運

動中腳步移位的流暢度，以往都被視為理所當然

的基礎技能，當然正拍也是如此。在許多人的觀

念裡，認為正拍只要用手即可揮擊出速度快的

球，但這是錯誤的。網球正拍揮拍動力來源是必

須由腳接觸地面產生反作用力，再傳遞腳踝、腿

部、髖關節、軀幹、肩關節、肘關節、腕部，最

後傳至球拍【3】，才能穩定擊出強勁且夠深的正

拍擊球表現。同理可證，要擊出一顆具有質量的

正拍，腳步必須先移位到最佳擊球位子，待站定

後由腳接觸地面產生的反作用力來擊出球。 

   國外相關文獻指出，臀關節的肌力對於任何

運動員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就如 10 周 TNMT

女子運動員增進髖關節外側旋轉肌力表現來

說，髖關節的肌力增加有助於女子運動員對於控

制下肢能力的改善，也有助於減少膝關節的負荷

與增進腳步的移位【4】，TNMT 訓練也有效預防

年輕女運動員前交叉韌帶的傷害。另一則文獻中

提到，在慢跑運動中，股直肌的功能是用來控制

膝關節進行提前和正常彎曲，當慢跑運動時間持

續的增長，股直肌所承受的負擔也隨之增加，這

樣容易導致肌肉的發展以及產生傷害，因此增加

髖膝關節的伸展肌訓練有助於慢跑運動員避免

產生傷害【5】 

    本研究是以下肢髖膝關節為主，受試者在膝



關節的測試動作是以坐姿進行屈曲/伸展動作；髖

關節的測試動作是以側躺的姿勢進行外翻/內翻

動作，而國外文獻指出，女子排球運動員做相同

的實驗時，膝關節的測試方式同樣以坐姿進行；

反之，髖關節的測試則是以站姿進行【6】，本次

測驗所設的角速度為每秒 30°與 120°兩種速度，

國外文獻中測試的角速度為每秒 120°一種速

度，兩邊所得數據因受試者性別不同而有所差

異，因此本次測試提供另一種髖關節實驗方式可

讓後續做相關做參考。  

 

五、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一般男網選手下肢兩側髖

膝關節並沒有顯著差異，不過由此可證明，網球

選手的髖膝關節並不會因慣用側邊而有所差

異，因此本實驗的結果可以供日後做專項訓練時

的依據，讓教練以及選手在從事訓練時，均衡練

習雙側下肢肌力與爆發力，且較不易罹患脊椎相

關之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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