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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籃球是一項綜合許多不同技術（運球、快

跑、移位與投籃等）的運動項目，並由兩隊投籃

得分的多寡來決定比賽勝負，因此投籃是得分的

基礎技術，也是籃球競賽的重要核心。本研究之

目的在探討國內甲組女籃選手投籃時腳壓中心 

(center of pressure, COP) 偏移半徑、搖晃速度與

95 % 搖晃面積之變化。20 名甲組職業女籃選手

（年齡 21.17±4.02 歲；身高 173.33±2.72 公分；

體重 66.78±6.19 公斤；訓練經歷 8.28±2.72 年）

自願參與。每人站立於 AccuSway 測力板上，再

分別進行罰球線定點投籃 5 次，並同步量測每次

投籃動作 COP 變化情形，測力板取樣頻率皆為

100 Hz，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每位選手投籃成

功與失敗最佳表現之 COP 變化差異，統計顯著

水準訂為 p < .05。結果顯示選手投籃成功時 COP

之搖晃面積會顯著小於失敗時，而不論投籃成功

或失敗，COP 偏移半徑與速度則無顯著差異。本

研究結論為優秀女籃投籃成功時會有顯著較小

之涵蓋面積，應與投籃成功時肢體較佳的本體感

覺功能有關。 

 

關鍵詞：腳壓中心、搖晃面積 

 

Abstract 
 

    Basketball is a very popular sport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win the game, players have to 
compete against opponents and shoot the ball into 

baske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of postural stability (PS) between 
accurate and inaccurate shooting in elite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Twenty level one elite female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s (age: 21.17±4.02 yrs, 

height: 173.33±2.72 cm, weight: 66.78±6.19 kg, 
basketball experience: 8.28±2.72 yrs) volunteered 

as participants. The PS was evaluated by the sway 

radius, velocity, and 95% area of center of pressure 
(COP) during standard penalty line shooting. Each 

player shoot 5 times and the best one in accurate 

and inaccurate shooting were chosen for data 

analysis. Paired t tes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tuations for each COP 
paramete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P sway area 

during accurate shooting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during inaccurate shooting. Moreo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situations in the COP radius and veloc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during the accurate shooting, elite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 had better PS than in 

accurate shooting in small COP sway area which 

might be related to better segmental propriocep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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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籃球是一項深受社會大眾喜愛的運動項

目，而投籃是籃球運動最主要的進攻技術，也是

得分的唯一手段，因此一切技術、戰術運用的最

終目的都是為了創造更好的投籃機會，而籃球場

上更是以進籃得分多寡來判定勝負，顯示出「投

籃」動作為影響勝負的重要環節之一【5】。研究

顯示籃球比賽中最常見的得分方式為單手跳投 

(67%) 與立定投籃 (21%)【4】，而東方人因先天

身材條件上較歐、美選手弱勢【6】，因此若能

增加投籃的成功率及投籃的穩定性，對於正式比

賽表現與國內籃球的發展勢必助益良多。 

投籃的研究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

正確的投籃模式【6】，而投籃是一種身體從下

而上，動作連貫全身的協調動作【6】，且選手

投籃時必須利用下肢用力向上推動一個作用

力，才有可能增加投籃時的速度【6】。另外研

究也指出肌肉伸張反射作用及彈性能儲存，使得

直膝垂直跳能夠比屈膝垂直跳來得高，而籃球投

籃動作所產生的人體動作與地面反作用力的變

化，也會隨著投籃的距離的不同也有所差異

【7】；覃素莉 (2002) 也針對不同距離及不同投

籃方式做詳盡的分析，由此可知，投籃無論在運

動學或動力學領域，皆是值得探究的問題【5】，

然而卻未有研究探討投籃動作過程腳壓中心之



變化，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成功與失敗定點投

籃時腳壓中心的變化情形。 

三、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 

20 位甲組職業女籃球員（年齡 21.17±4.02

歲；身高 173.33±2.72 公分；體重 66.78±6.19 公

斤；球齡 8.28±2.72 年）自願參與，研究前告知

實驗目的與流程並經問卷填答與晤談確認皆無

下肢傷害與影響平衡之相關病變。 

 

(二) 儀器設備： 

本研究以三軸測力板 (AccuSway, Advanced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 來擷取各項測

試之腳壓中心 (center of pressure, COP)變化，再

以 分 析 軟 體  (Balance Trainer, Advanced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 分析換算腳壓

中心之偏移半徑、搖晃速度與涵蓋面積等參數，

以作為評估個體投籃動作姿勢穩定控制優劣之

指標。  

 

(三) 實驗流程： 

開始前口頭告知受試者實驗流程，並請受試

者進行投籃熱身，並熟悉測力板站立投籃之相關

練習（圖一）。準備完畢後以口頭告知施測者並

準備進行投籃測試，測試過程中需於 5 秒內完成

每次投籃動作。 

 

(四) 資料處理： 

以描述統計呈現受試者基本資料，並以相依

樣本 t 考驗來比較進球成功與失敗各項指標之差

異，統計顯著差異訂為 p < .05。 

 

 
圖一 進行投籃穩定測試 

 
四、結果與討論 

 

投籃成功與失敗之 COP 測試表現結果如下

表 1 所示，結果顯示相較於投籃失敗，成功時個

體有顯著較小之 COP 涵蓋面積 (p < .05)，而 COP

偏移半徑與速度之則皆無顯著差異（圖 2，*表示

達顯著差異、RDA 表示偏移半徑、Path 表示偏移

路徑、Vavg 表示偏移速度、Area 表示涵蓋面積）。 

表 1 投籃成功與失敗之腳壓中心變化 

 成功 失敗 P 值 

X(cm) 5.57±1.94 

13.75±3.01 

3.23±0.75 
37.68±8 

7.54±1.6 

73.96±37.87 

6.46±2.41 

13.45±3.45 

3.63±1.05 
39.04±8.51 

7.81±1.70 

110.6±49.05 

.32 

Y(cm) .82 

RDA(cm) .29 
Path(cm) .68 

Vavg(cm/sec) .68 

Area(cm sq) .04* 

 

 
圖 2 投籃成功與失敗 COP 各變項之長條圖 

 

籃球場上可分成前鋒、後衛、中鋒等位置，

每位球員各司其職，得分方式也不盡相同，如投

籃、跨步上籃等，而在罰球線距離 (4.225公尺) 之

投籃訓練是每位球員訓練時的共同課表之一，故

本實驗也驗證每一位受過相當訓練的球員之部

分動作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而為完善資料

收集與分析之完整性，本研究參考正式比賽罰球

時需於5 秒鐘內出手之規範，因此要求受試者須

於5秒鐘內完成準備動作、投籃動作及後續動

作，因此分析之資料不僅包含投籃時的COP 變

化，還同時包括其他準備過程及投籃完成後相關

之COP變化。 

先前研究已驗證腳壓中心偏移半徑、搖晃速

度與涵蓋面積等參數並不完全相同，如偏移半徑

與姿勢穩定度有關，而搖晃速度則與姿勢穩定策

略與神經肌肉控制有關，而涵蓋面積則與本體感

覺與視覺功能有關【1；8-14】。 

本研究結果顯示個體投籃成功時有顯著較

小的COP涵蓋面積（腳壓中心遊走的面積範圍較

小），而較小的面積也顯示成功投籃時腳壓中心

的移動，能夠保持在範圍較小的區域，而使身體

有較佳的平衡控制能力，展現較佳的投籃表現，

其機轉可能與投籃時較佳的本體感覺與神經肌

肉調控置功能有關【1】；此外，考量COP搖晃

速度與搖晃半徑與個體姿勢穩定策略與神經肌

肉控制有關【1】，因此投籃成功與失敗與此兩

因素可能較無顯著關聯，然而本研究之選手皆為

國內甲級職業女籃選手，因此有可能會因長年規

律籃球訓練而影響，研究也指出單純的平衡評估

* 



方式可能無法有效評估優秀運動選手之平衡能

力差異【8】，因此能需更多研究來建構有效評

估優秀籃球選手投籃穩定特性之客觀量化指標。 

 

五、結論 

     

    本研究結論為投籃成功時 COP 會有顯著較

小的涵蓋面積，應與個體主動控制身體移動在較

小區域內有關，展現較佳的姿勢控制能力與投籃

表現。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投籃位置個體投

籃動作與姿勢穩定性之變化做深入探討，以做進

一步的歸納分析並嘗試結合關節角度，探究不同

位置投籃時最佳的肢體動作與姿勢穩定控制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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