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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研究目的係比較 2010 年美國

職棒大聯盟道奇隊與中華職棒明星隊於

天母棒球場熱身賽，天母棒球場所有投手

丘面層差異之分析。研究方法藉由國際田

徑總會所認可之柏林人造運動員儀器對

所有投手丘面層進行力量衰減測試比

較。實驗場地位於台北市立天母棒球場，

分別為比賽投手丘、道奇隊牛棚之投手丘

及中華隊牛棚之投手丘。研究結果發現天

母棒球場比賽投手丘平均力量衰減値為

49.66%，道奇隊牛棚平均力量衰減値為

30.75%，中華隊牛棚平均力量衰減値為

9.72%；力量衰減値愈低代表該運動面層

之吸震能力愈差，亦表示中華隊牛棚投手

丘遠硬於比賽用投手丘及道奇隊牛棚投

手丘，所以中華隊投手發生運動傷害可能

性明顯比道奇隊投手高。 
關鍵詞：徳國柏林人造運動員、運動面層、 

力量衰減、投手丘。 

 
Abstract 
 

This studies the goal is compares in 
2010 the US Major League Baseball Dodge 
team and Chinese Baseball star team Tien- 
mu baseball park warm-up match, analysis 
of the Tien- mu baseball park all pitcher's 
mound surface layer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technique carries on the force 
reduction test comparison Berlin Artificial 
Athlete –BAA instrument beca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  approval to all pitcher's 
mound surface layer. Tests of the location 
located at the Taipei municipal Tien- mu 
baseball park, respectively pitcher's mound 
and Chinese Taipei bullpen be competition 
pitcher's mound, Dodge team bullpen. The 
findings that the Tien- mu baseball park 
competition pitcher's mound average force 

reduction value is 49.66%, the Dodge team 
bullpen average force reduction value is 
30.75%, the Chinese Taipei bullpen average 
force reduction value is 9.72%; The force 
reduction value lower representative this 
sports surface layer to attract shakes ability 
to be worse, also expresses Chinese Taipei 
bullpen pitcher's mound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pitcher's mound and the Dodge 
team bullpen pitcher's mound, therefore the 
Chinese Taipei pitchers have the sport 
injury possibility obviously compared to the 
Dodge team.  
Keywords:  
Berlin Artificial Athlete –BAA、Sports 
surface、Force Reduction、Mound. 
 
二、緣由與目的 

運動場地的好壞往往能影響到比賽

時運動員成績表現，而有許多運動員因為

運動傷害的造成而無法出賽，即使在棒球

比賽中也是如此，例如 2010 道奇隊來台

時，對天母球場的設備不敢恭維，表示「比

美國初中學校球場還差！」，根本不能

用！沒有淋浴設施、草地也不平。」如此

嚴厲批評與指教，啟發了本研究的產生，

而過去研究指出棒球投手適當的投球動

作是非常重要的，能夠預防投手受傷，並

改善或保持投球表現。研究指出投球動作

對下肢肌肉需要較高的力量和耐力，因此

正確的下肢動作和力量使用，能夠在動態

下穩定作出投球動作。下肢動作的力量來

源自於腳與地面的反作用力，臨床上常有

運動員是下肢受傷的情況，即使運動員受

過訓練，穿戴裝備都正常使用，還是有運

動員受傷的情況，研究指出垂直方向地面

反作用的撞擊力，常常造成下肢關節及骨

骼等的傷害。因此除了投球動作、裝備

等，運動面層也是相當重要，只要運動員

實施運動活動時所直接接觸的表面，即可

稱之為運動面層。舉凡田徑場地、室內籃



球場、網球場等，都是屬於運動面層。因

此運動面層良好時，對於運動員和一般使

用者造成運動傷害的機率也會降低。 

    研究指出在兩種不同硬度的跑道下

慢跑，跑在較硬跑道的選手下肢較容易受

傷。也有學者研究指出造成運動傷害的因

素很多，運動面層為其中一項因素(Nigg, 

1985)。更有研究發現不合適的運動面層

在運動過程中甚至會造成腦部的損傷

(Shorten & Himmelsbach, 2003)。因此

運動面層過硬時，容易造成下肢的撞擊力

過大而造成下肢的運動傷害，甚至藉由下

肢傳遞至腦部造成損傷。運動員不管是跑

步、踏步、跨步、跳躍及著地等動作，皆

會消耗運動員一定的能量，若這些能量可

以重新被使用，使能量從運動面層回覆傳

遞至足部及下肢，成為一個推進的作用

力，運動員將能更有效地進行運動，對於

運動表現有著很大的影響。但是過軟的運

動面層因為能量吸收過多造成反彈能力

降低，而影響運動員的表現，甚至會造成

運動員足部不穩定等因素而造成運動傷

害，因此運動面層是需要一定的力量衰減

特性，來保護運動員避免運動傷害，並能

增進運動員表現。運動面層應具備下列三

種功能：運動功能、安全保護功能及技術

功能，因此國際上於 1985 年時成立國際

運 動 面 層 科 學 協 會 (Intrtnation 

Association Sports Surface Sciences, 

ISSS)，對於運動面層有相關規範及標

準，而這些田徑場及相關設施設備，需要

國 際 田 徑 總 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thletic Federation, IAAF)

的認證，為了運動員的安全及比賽的公平

性，對於運動面層等設施設備都會訂定規

範及相關設施設備等認證，代表運動面層

的安全性是經過認可的，可適當保護運動

員運動時的安全，也代表著運動面層的品

質有一定水準，比賽成績是可以信賴的，

而主要檢測儀器是使用柏林人造運動員

進行測試，柏林人造運動員是國際運動面

層科學協會所認可認證的檢測設備及認

定的技術，對運動面層力量衰減的部分是

否符合 IAAF 規範，但是針對於棒球場投

手丘部分，卻沒有相關規範和標準可以檢

測。 

    2010年3月美國大聯盟道奇隊來台與

我國中華隊比賽，美國職棒大聯盟技師認

為天母棒球場比賽投手丘及道奇隊牛棚

之投手丘需重新整地，遂僅將比賽投手丘

及道奇隊牛棚投手丘挖掉重作，完工後場

地全都依照美國技師憑藉著經驗、工法及

手感整理場地，但卻沒有相關檢測設備進

行評估。由於中華職棒明星隊牛棚投手丘

則無任何改變，因此本研究將了解美國大

聯盟標準投手丘與當時中華職棒場地投

手丘差異程度，是否真如使用美國大聯盟

技師所言，中華職棒場地需重新整地。本

研究以國際田徑總會所認可之柏林人造

運動員儀器評估運動面層之力量衰減物

理指標進行分析，其目的為：藉由比賽投

手丘、道奇隊牛棚和中華隊牛棚間力量衰

減値差異比較，以作為國內棒球場投手丘

建置之參考，進而提升國內棒球場投手丘

建置品質，以提供具有安全且公平之標準

場地。 

      

二、材料與方法 
 
    由於現有棒球場設置沒有針對投手

丘訂定相關規範和標準，本研究主要使用

柏林人造運動員(圖 1)作為運動面層檢測

之儀器，並輔以相同的實驗設計方法進

行；檢測時間係於 2010 年 3 月美國職棒

大聯盟道奇隊與中華職棒明星隊熱身賽

後 1週之天母棒球場比賽投手丘、道奇隊

牛棚之投手丘及中華隊牛棚之投手丘。每

一投手丘皆取樣 15 點進行分析，測試點

取樣如下：首先以捲尺量測投手板至本壘

板是否符合標準場地長度 1844 公分，再

以投手預備期重心腳支撐點與前導腳著

地作為測試點範圍，測試點範圍分別為預

備期重心腳支撐點、120 公分、140 公分、

160 公分、180 公分(圖 2)等位置總計十五

個點，並以角錐作為標示(圖 3)。由於柏

林人造運動員是利用金屬質量塊自由落

下撞擊，模擬人體下肢及足部對地面的作

用力原理，檢測場地運動面層的力量衰減

部分，因此測試點必須與人造運動員呈水

平狀態下方可進行測試。 

    所有測試點先以鏟刀鏟成水平，並以

橡膠槌輕微敲打使其平坦，之後放上水平

氣泡儀觀看是否呈水平，重複上述動作將

測試點調整至水平狀態；之後將鋼下盤與

感應器鎖緊結合，並將力量衰減彈簧放置

在感應器上，再將套筒套上方可限制無法



左右移動，但可上下移動測試，此系統放

置在待測測試點上；再以人力方式抬舉柏

林人造運動員與系統結合，之後放置水平

氣泡儀在柏林人造運動員上，調整支撐腳

架使柏林人造運動員與地面呈水平，調整

完畢人員退至一公尺外，避免影響施測運

動面層，並依據 IAAF 規範進行 1 個測試

點測試 3 次，取得 3次力量衰減値，以後

2 次數値作平均計算，總計 15 個點共測試

45 次，依此數值作為投手丘運動面層之比

較。 

 

圖 1 柏林人造運動員 

 

 
圖 2 實驗設計測試點位置 

 

 

圖 3 現場擺放角錐作為標示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天母棒球場比賽用投

手丘、道奇隊牛棚投手丘、中華隊牛棚投

手丘的力量衰減値如表 1 所示，並將數據

匯入曲線圖(如圖 4所示)，由圖顯示天母

棒球場比賽用投手丘之面層力量衰減皆

大於道奇隊牛棚，道奇隊牛棚之面層力量

衰減皆大於中華隊牛棚。天母棒球場比賽

用投手丘平均力量衰減値為 49.66%，道奇

隊牛棚平均力量衰減値為 30.75%，中華隊

牛棚平均力量衰減値為 9.72%。 

 
表 1 2010 年道奇隊來台熱身賽投手丘力

量衰減值差異表 

 
 

  



 

 

圖 4 力量衰減曲線圖 

 

從圖 4 力量衰減曲線圖發現到一個趨

勢，天母棒球場比賽用投手丘力量衰減的

部份，在第 3、6、9、12、15 點呈現有較

低於前兩點之相同趨勢，依照實驗設計測

試點位置來看，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

原投手丘地基平整度、土壤濕度、材料層

的分佈等因素所造成。 

 
四、結論 

   2010年美國職棒大聯盟道奇隊與中華

職棒明星隊於天母棒球場熱身賽之比賽

用投手丘和道奇隊牛棚，經過美國職棒大

聯盟技師重新整地及未整地中華隊牛棚

之投手丘，於本研究使用 IAAF 規範認可

認證之儀器柏林人造運動員，進行運動面

層力量栓檢指標測試後，從結果顯示天母

棒球場比賽投手丘力量衰減平均為

49.66%，道奇隊牛棚平均為 30.75%，中

華隊牛棚平均為 9.72%；由資料顯示，比

賽用投手丘及道奇隊牛棚投手丘兩區域

間測試點之力量衰減値雖有差異，但皆遠

高中華隊牛棚投手丘之力量衰減値；力量

衰減値愈低代表該運動面層之吸震能力

差，亦表示中華隊牛棚投手丘遠硬於比賽

用投手丘及道奇隊牛棚投手丘。一般而

言，避免場地過硬導致反作用力過大傷及

運動員的下肢，如果依照前兩者為美國職

棒大聯盟場地標準，中華隊牛棚場地吸震

性過差，可能造成運動傷害機會比道奇隊

投手來的高。本研究在實驗設計測試點位

置(圖 2)的部份，依據大部分投手前導腳

著地平均距離作正負誤差範圍取樣，但是

有部份投手身高較高，有可能前導腳著地

距離會超過現階段實驗設計測試點位置 

之範圍，因此建議往後實驗設計部份可以

增加至 200 公分，以利解決投手身高所造

成取樣範圍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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