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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棒球選手在揮擊加重棒球過程中，對揮棒速度、球撞擊後速度、撞擊能量及肌肉

活性之影響，用以驗證揮擊加重球是否適合做為新式打擊訓練方法。方法：受試對象為 12 名世新大學棒球隊

選手，以比賽用木棒隨機揮擊正常棒球和 2 倍重的加重棒球，分別利用十台 Eagle 紅外線攝影機 (250Hz)之

Motion Analysis System 分析揮棒速度和球撞擊後速度、Biopac 三軸加速規分析球與球棒的碰撞時前導手腕關

節之撞擊能量、Biovision 肌電儀分析前導手屈腕和伸腕肌群之肌肉活性。結果：(1)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

時之揮棒速度未達顯著差異(p>.05)，(2)加重棒球的撞擊後速度顯著慢於正常棒球(p<.05)，(3)揮擊加重棒球時

的腕關節之合加速度最大值顯著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p<.05)，(4)揮擊加重棒球時前導手屈腕和伸腕肌群之肌

肉活性均顯著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p<.05)。結論與建議：結果顯示揮擊加重棒球不會影響擊球前的揮棒表現

，但會因球體重量較重，減慢球擊出的速度，並對前臂肌群有較大的肌肉收縮刺激，且對腕關節有較大的負

荷；本研究認為揮擊加重球的打擊訓練，具有模擬揮擊快球速時的高撞擊能量之效果，並能有效地刺激旋轉

腕關節揮棒所需的前臂肌群。 

 

關鍵字：揮棒、棒球、加重球 

 

 
壹、 緒論 

棒球是一項綜合投球(pitching)、打擊(batting)、
跑壘(base running)、傳球(fielding)等技術的運動，又

可區分為攻擊與防守兩大要素，其中攻擊要素係指

打擊和跑壘兩大技術為主(葉志仙，1997)。根據臺灣

棒球規則 1.02 條表示：各隊以獲得較對方多分得勝

為目的(臺灣棒球協會，2007)，意即球賽的勝負取決

於取得分數之多寡；楊賢銘(1996)指出打擊是得分的

基礎，拙於打擊的球隊不易勝球，由此可知打擊是

棒球比賽中積極且有效的攻擊利器，也是棒球運動

得分的重要技術之一；過去有研究曾指出，打擊能

力優劣為棒球比賽勝負的成敗率約 52%(Barker, 
1964)，此數值說明了打擊優劣足以影響棒球比賽的

勝負。 
國內學者相子元、楊清瓏、蔡慶彬(1998)認為影

響打擊優劣的主要因素包括打擊者素質、棒球特性以

及球棒特性等；其中球棒特性包括球棒材質、恢復係

數(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COR)、甜區大小( sweet 
spot)、長度(length)、質量(mass)、質心(center of mass)
以及轉動慣量(moment of inertia)等特性；劉強、龔榮

堂、相子元(2003)進一步指出，影響打擊優劣的打擊

者素質，包含體能(爆發力、肌力、協調…)、心理(抗
壓性、視覺能力…)、技術(能量傳遞、揮棒路徑與軌

跡、擊球點…)等要素，在棒球特性方面，包括球的恢

復係數(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COR)、投手球速、擊

球點等特性(龔榮堂，2003)。曾慶裕、林添鴻(2002)
曾整理打擊相關文獻後，指出棒球打擊過程包含：注

視來球決定是否揮棒、揮棒的位置、球與球棒的碰撞

、及球飛出去的途徑等四個部分，其中球與球棒的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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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是否在最佳擊球點，即所謂的甜區(sweet spot)，是

能否有較佳打擊成績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物理學角度觀之，球與球棒的碰撞 (bat-ball 

collision)取決於四個因素，如圖一所示，分別為球體

質量(m1)、投球球速(v1)、球棒質量(m2)、揮棒速度(v2)
等(Adair, 2002)，其中球體質量(m1)和球棒質量(m2)
受限於棒球規則限制，無法在正式比賽中改變，所以

選手通常會透過重量訓練方式增加肌力，或是透過各

種投球或打擊訓練增加技術，從而增加投球球速(v1)
和揮棒速度(v2)。以打擊者的角度而言，選手適合的

球棒質量以及較快的揮棒速度，是影響打擊表現優劣

的因素，特別是揮棒速度快慢是選手可改善的因素之

一，因而有研究發現打者揮棒速度越快，相對打擊成

績亦會越好(龔榮堂，2003；龔榮堂，2006)。 
一般打擊訓練方法有：空揮棒練習、揮擊打擊座

、揮擊拋球、正式打擊練習、模擬比賽的打擊練習等

技術訓練(葉志仙、李明憲、朱峰亮，2003；臺灣棒球

協會，2006)，另外，選手常會使用所謂的加重棒進行

空揮棒訓練，少數選手如職棒選手甚至會利用加重棒

進行拋球揮擊的訓練，利用與打擊姿勢相同的專項阻

力訓練(specific resistance training)，以達到增加肌力和

專項能力的目的(王嘉吉、林基豐、楊朝行，2007)，
然而，Sergo 和 Boatwright(1993)曾針對不同重量球棒

揮擊訓練進行探討，發現24 名大學棒球員隨機使用一

般球棒、加重球棒(62 盎司)、交替使用教練棒(較一般

球棒輕)和加重棒等，經六週、每週三天、每天空揮100
次後，三組皆顯著增加揮棒速度，但三組之間未達顯

著差異；此研究說明不論使用質量多重的球棒進行揮

棒訓練，其訓練效果皆相似，因此加重棒的訓練效果

並不如選手想像般的好；其原因可能在於揮擊加重棒

(1200公克)時，肱三頭肌的IEMG會高於揮擊其他重量

球棒(劉強、龔榮堂、相子元，2003)，且其揮棒速度

會顯著慢於正常球棒(900公克)(龔榮堂，2006)，使得

無法因有較快速的動作速度而優先徵召高閾值的快運

動單位(high-threshold fast motor unit)，故加重棒的訓

練效果不佳。圖一所示，碰撞前揮棒動量(moment of 
swing)(=球棒質量(m2)*揮棒速度(v2)，應須越大於投

球動量(moment of pitch)(=球體質量(m1)*投球球速

(v1))，越能將揮棒動量傳導至球體上，而使得球體有

較快的擊球後速度，進而能飛行地較快或較遠，如此

必能有較佳的打擊表現；然而，在正式比賽中，當投

手球速快且尾勁好時，打擊者不是無法確實擊中球，

就是擊球點被壓制而使球形成軟弱的滾地球，此現象

乃因於圖一中的投球球速(v1)增大，使投球動量隨之

增大，因一定揮棒動量的碰撞之下，球與球棒的碰撞

能量減失變大，而使傳導至球體上的動量變小，所以

打擊者的球棒會有被壓制情形，球體自然變成容易守

備的軟弱滾地球或飛球；由於此現象是打擊者均會面

臨的考驗，但包括揮擊加重棒在內的大部分打擊訓練

方法，均無法有效地訓練到「球與球棒碰撞瞬間」的

動量傳導，所以本研究認為可利用揮擊加重棒球的方

法，在不增快投球速度的條件下，提高投球動量，達

到訓練球與球棒碰撞瞬間的打擊技巧；因此，本研究

假設為揮擊加重棒球可做為增進球與球棒碰撞瞬間打

擊技巧的新式打擊訓練方法，為驗證此假設，本研究

的目的在於比較棒球選手在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

時，揮棒速度、球撞擊後速度、撞擊能量及肌肉活性

之差異；以了解揮擊加重棒球是否會改變原有揮棒速

度、是否會改變球被擊出後的速度、是否會增加腕部

撞擊能量而造成受傷機率的增高、以及是否會增進手

部肌群的刺激與改變肌肉活性；用以探求揮擊加重球

做為新式打擊訓練方法的效益為何，進而提供棒球選

手增進打擊能力的途徑。 

圖一、球與球棒碰撞過程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分為棒球選手以及棒球器材兩部分。在

棒球選手方面，以世新大學棒球隊十二名野手為受試

對象，平均年齡為 22.25±0.82 歲，身高為 173.19±5.98
公分，體重為 76.71±7.66 公斤，棒球運動年限為 8.27
±3.12 年。另外，在棒球器材方面，本研究為避免不

同球棒材質和重量的因素影響實驗結果，所有受試者

統一使用 870 公克重的正式比賽用白樺木球棒(n=1，

Before Collision 

After Coll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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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JOINSUN，製造商：捷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臺灣)，並統一握於棒尾最未端，隨機分別揮

擊約 147.53±0.31 公克之正式比賽用棒球(n=6，型號

：KY-500，製造商：大揚運動器材公司，地點：臺灣

)，以及約 296.14±0.18 公克之加重球(n=6，型號：特

製，製造商：大揚運動器材公司，地點：臺灣)，加

重棒球約為正常棒球之兩倍重。 
二、實驗設計 

實驗前先讓受試者進行約五分鐘慢跑暖身，以及

比賽時所做之伸展操；完成各項儀器黏貼後，會讓受

試者練習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各五次，以熟悉不

同重量棒球的擊球感覺。正式實驗時，每位受試者均

以隨機的方式，分別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各五

次；揮擊前，受試者先調整打擊練習座之位置和高度

，使棒球置於個人最佳擊球點位置；所有受試者統一

將兩手握於球棒最末端，受試者採慣用揮擊預備姿勢

以及比賽用之揮棒動作，全力揮擊固定在打擊練習座

上的球體；所有測試均在同一天內完成。實驗設置如

圖二所示。圖一所示，碰撞前揮棒動量(moment of 
swing)(=球棒質量(m2)*揮棒速度(v2)，應須越大於投

球動量(moment of pitch)(=球體質量(m1)*投球球速

(v1))，越能將揮棒動量傳導至球體上，而使得球體有

較快的擊球後速度，進而能飛行地較快或較遠，如此

必能有較佳的打擊表現；然而，在正式比賽中，當投

手球速快且尾勁好時，打擊者不是無法確實擊中球，

就是擊球點被壓制而使球形成軟弱的滾地球，此現象

乃因於圖一中的投球球速(v1)增大，使投球動量隨之

增大，因一定揮棒動量的碰撞之下，球與球棒的碰撞

能量減失變大，而使傳導至球體上的動量變小，所以

打擊者的球棒會有被壓制情形，球體自然變成容易守

備的軟弱滾地球或飛球；由於此現象是打擊者均會面

臨的考驗，但包括揮擊加重棒在內的大部分打擊訓練

方法，均無法有效地訓練到「球與球棒碰撞瞬間」的

動量傳導，所以本研究認為可利用揮擊加重棒球的方

法，在不增快投球速度的條件下，提高投球動量，達

到訓練球與球棒碰撞瞬間的打擊技巧；因此，本研究

假設為揮擊加重棒球可做為增進球與球棒碰撞瞬間

打擊技巧的新式打擊訓練方法，為驗證此假設，本研

究的目的在於比較棒球選手在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

棒球時，揮棒速度、球撞擊後速度、撞擊能量及肌肉

活性之差異；以了解揮擊加重棒球是否會改變原有揮

棒速度、是否會改變球被擊出後的速度、是否會增加

腕部撞擊能量而造成受傷機率的增高、以及是否會增

進手部肌群的刺激與改變肌肉活性；用以探求揮擊加

重球做為新式打擊訓練方法的效益為何，進而提供棒

球選手增進打擊能力的途徑。 
 
 
 
 
 
 
 
 
 
 
 
 
 
 
圖二、實驗設置圖 
 
1.棒與球之速度： 

揮棒速度與球撞擊後速度是以 Motion Analysis 
System 10 台鷹式攝影機為工具，以 250Hz 拍攝受試

者最流暢之揮棒動作，反光點黏貼於球棒甜區位置(
距離棒頭 15 公分處)，為避免球碰觸到反光點而影響

資料的收集，本研究將反光點黏貼於球棒之擊球背

面，以此計算出揮棒速度。另外，本研究分別以反

光帶貼於正常棒球與加重棒球，以此計算球撞擊後

的速度。 
2.撞擊能量： 

將 Biopac 三 軸 加 速 規 (three-dimensional 
accelerometer)黏貼於前導手(右打者左手或左打者右

手)腕關節，利用 Biopac 訊號擷取系統、高階訊號轉

換器、MP150 介面卡等儀器，進行球棒和球在撞擊

時振動訊號的收集，以 Acqknowledge 3.5.7 版分析軟

體，計算三軸的合加速度以做為撞擊能量之指標。 
3.肌肉活性： 

以 Biovision 表面電極(surface electrode) 黏貼於

前導手(右打者左手或左打者右手)屈腕肌群和伸腕

肌群肌腹上，利用 Biopac 訊號擷取系統、高階訊號

轉換器、MP150 介面卡等儀器同步收集。研究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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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黏貼電極的位置上進行除毛，再用酒精擦拭以去

除角質以及減少阻抗和干擾，再將直徑為 1 公分表

面電極片貼於肌腹位置，接地電極貼於鷹嘴突。揮

擊測試前進行屈腕肌群和伸腕肌群的最大自主等長

收縮(Maximal Voluntary Isometric Contraction)。收集

到的肌電訊號先以 10-500 Hz 進行帶通濾波

(band-pass filtered)，再進行全波整流(rectified)，分析

平均肌電值(Mean EMG,)，再以最大自主等長收縮肌

電值，做為肌電訊號標準化之數值。 
三、統計分析 

打擊動作分期參考林國華(2007)，並依本研究

主要探討的球與球棒碰撞過程的變化，將打擊動作

分為跨步期、揮棒期、碰撞期、餘勢動作期等四期

，如圖三所示；定義分別為跨步期(stride phase)開始

於前導腳腳踝離開地面，直到前導腳腳趾再一次接

觸地面為止；揮棒期(swing phase)球棒開始向前移動

瞬間，直到球棒與球接觸前為止；碰撞瞬間期(contact 
phase)球棒與球接觸前，直到球離開球棒瞬間為止；

餘勢動作期(follow-through phase)球離開球棒瞬間，

直到前導手肩關節外展到達最大旋轉位置。另外，

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相依樣本 t 考驗比較揮棒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

在各個依變項的差異，顯著水準定為 0.05。 
 
 

 
 
 
 
 

圖三、揮擊動作分期 
 

參、結果與討論 

一、揮棒速度： 

經相依樣本 t 考驗後，發現在跨步期、揮棒期、

碰撞期、餘勢動作期等階段，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

棒球之揮棒速度均未達顯著差異(p>.05)，如圖四所

示。 
二、球撞擊後速度： 

結果顯示正常棒球撞擊後速度為 38.32±3.98 公

里/小時，加重棒球撞擊後速度為 30.14±4.27 公里/小
時；相依樣本 t 考驗後，發現加重棒球在撞擊後的速 

 
 
 
 
 
 
 
 
 
 
 
 
 

圖四、揮擊正常棒球(虛線)和加重棒球(實線)揮棒速度變化 

 
 
 
 
 
 
 
 
 
 
 
 
 

圖五、正常棒球(白)和加重棒球(黑)之擊球後速度(*：p<.05) 
 
 
 
 
 
 
 
 
 
 
 
 
 

 
圖六、揮擊正常棒球(白)和加重棒球(黑)之合加速度(*：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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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顯著慢於正常棒球撞擊後速度(t=2.31, p=.021)，如

圖五所示。 
三、撞擊能量： 

結果顯示揮擊正常棒球時的腕關節之合加速度

最大值約 56.21±5.22 g，揮擊加重棒球時的腕關節之

合加速度最大值約 68.25±7.19 g，經相依樣本 t 考驗

後，發現揮擊加重棒球時的腕關節所受之撞擊能量

，顯著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t=3.87, p=.001)。 
四、肌肉活性： 

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肌肉活性之結果，如

表一所示；經相依樣本 t 考驗後，發現在碰撞瞬間期

，揮擊加重棒球時前導手屈腕和伸腕肌群之肌肉活

性均顯著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p<.05)。 
 

表一、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之肌肉活性(單位:%) 

動作分期 
正常棒球 加重棒球 

屈腕肌 伸腕肌 屈腕肌 伸腕肌 

跨步期 1.63±0.71 3.14±0.82 1.64±0.64 2.97±0.92 

揮棒期 31.92±6.12 38.21±8.02 34.75±5.82 40.37±7.90 

碰撞瞬間期 67.80±12.38 65.14±10.03 139.79±37.68* 147.16±42.01* 

餘勢動作期 13.62±4.41 17.26±3.11 14.69±4.93 18.13±5.44 

*p<.05 

 

五、討論： 
上述結果發現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時之揮

棒速度未達顯著差異(p>.05)，加重棒球的撞擊後速

度顯著慢於正常棒球(p<.05)，但揮擊加重棒球時的

腕關節之合加速度最大值，以及前導手屈腕和伸腕

肌群之肌肉活性均顯著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p<.05)
；此結果顯示揮擊加重棒球不會影響擊球前的揮棒

表現，但會因球體重量較重，減慢球擊出的速度，

並對前臂肌群有較大的肌肉收縮刺激，且對腕關節

有較大的負荷。 
揮棒速度是影響打擊表現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發現揮擊加重棒球不會影響揮棒速度；過去研究發

現，揮棒速度會隨球棒重量的減輕而有增快的趨勢

(Bahill & Freitas, 1995; Matsuo, 1998; Fleisig, Zheng, 
Stodden, & Andrews, 2002; 龔榮堂, 2006)，國外在探

討揮棒速度研究，發現球棒質量由 835 公克增加至

945 公克，使最大直線揮棒速度由 118.8 公里/小時減

為 115.6 公里/小時(Matsuo, 1998)，國內學者龔榮堂

(2003)以甲組棒球選手為對象，發現在空揮 910g, 
845g, 730g, 610g,等不同重量的球棒，揮棒速度分別

為：83.66、85.75、89.28、93.42 公里/小時。綜合觀

之，同樣利用增加重量的方式進行揮擊訓練，但將

重量加在球棒上時，不僅會使揮棒速度變慢外，亦

會肱三頭肌的 IEMG 變高(劉強、龔榮堂、相子元，

2003)，使六週的揮加重棒訓練效果並未顯著較佳；

相反地，以正常球棒揮擊加重棒球，其揮棒速度並

不會受影響而變慢，如此可依正常的肌肉收縮模式

進行揮擊訓練。 
棒球運動中，不論是投球和打擊均需有好的肌

力和爆發力，所以選手會利用不同重量球棒進行訓

練，如揮輕的教練棒、同時握住多隻球棒、利用加

重環套於球棒上或是持加重球棒練習揮擊等

(DeRenne & Okasaki, 1983; Sergo & Boatwright, 
1993; DeRenne et al, 1995)；同樣地，投手除了增加

投球練習量、利用長跑訓練和重量訓練加強肌力之

外，亦曾利用不同重量棒球進行訓練，如利用約 5-6
盎司的加重球(overweight baseball)進行十週的投球

訓練，能顯著提升約 6.67 m/s 或 5.3%的球速

(DeRenne et al, 1985; DeRenne et al, 1990, DeRenne & 
House, 1993)，或利用約 4-5 盎司的輕球(underweight 
baseball) 進 行 十 週 的 投 球 訓 練 能 顯 著 提 升 約

3.2%-6.7%的球速(DeRenne et al, 1985; DeRenne et al, 
1990, DeRenne & House, 1993)，但對於揮擊加重棒球

的長期訓練效果，目前仍尚未有學術性研究進行探

討；另一方面，投擲輕球可能會改變原有的投球動

作和投球模式，投擲加重球則可能使肘關節力矩過

大，而造成受傷機率的提高(Escamilla et al, 2000)，
所以，揮擊加重棒球可能的負面影響亦有必要探討

。 
本研究雖然發現揮擊加重棒球時的腕關節所受

之撞擊能量顯著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顯示揮擊加

重棒球時腕關節發生傷害的機率可能較高，但由球

與球棒的碰撞能量觀之，投球動量(moment of pitch)=
球體質量(m1)*投球球速(v1)，本研究僅將二倍重的

棒球，靜止地置於打擊練習座上，所以會利用增加

球體質量的方式，增加投球動量；然而，在正式比

賽中投手球速遠快於打擊練習座，此時的撞擊能量

會相當地大，對腕關節的負荷亦相當地大，所以本

研究認為利用揮擊加重球的打擊訓練，具有模擬揮

擊快球速時的高撞擊能量之效果。 
國內學者劉強、龔榮堂、相子元(2003)認為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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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期則因為球棒在高速狀態下擊中球，使很強的撞

擊力(impact force)或撞擊能量(impact energy)傳導至

腕關節和肘關節，而導致腕關節和肘關節會產生突

發性的反方向力矩，此時人體會為了預防傷害以及

維持關節的穩定(Osternig et al, 1986; Zehr & Sale, 
1994 ; Enoka, 2001)，而激活擷抗肌；這種擷抗肌的

共收縮現象，Waters & Strick(1981)認為是個體調控

動作的一種策略，特別是會出現在須高度精確的動

作中；所以，劉 強、龔榮堂、相子元(2003)研究發

現擊球期擷抗肌(肱二頭肌)的收縮對打擊者有正面

的幫助。同理，本研究發現在碰撞瞬間期，揮擊加

重棒球時前導手屈腕和伸腕肌群之肌肉活性均顯著

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p<.05)，此可視為是一種球與

球棒碰撞瞬間的共收縮現象，亦可說明揮擊加重棒

球時會徵召前導手屈腕肌群和伸腕肌群相當多的運

動單位，達到刺激屈腕肌群和伸腕肌群的作用。 
 
肆、結論與建議 

為了探究揮擊加重棒球是否能做為增進球與球

棒碰撞瞬間打擊技巧的新式打擊訓練方法，比較棒

球選手在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時，揮棒速度、

球撞擊後速度、撞擊能量及肌肉活性之差異。結果

發現揮擊正常棒球和加重棒球時之揮棒速度未達顯

著差異；加重棒球的撞擊後速度顯著慢於正常棒球

；揮擊加重棒球時的腕關節之合加速度最大值顯著

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揮擊加重棒球時前導手屈腕

和伸腕肌群之肌肉活性均顯著大於揮擊正常棒球時

。結果顯示揮擊加重棒球不會影響擊球前的揮棒表

現，但會因球體重量較重，減慢球擊出的速度，並

對前臂肌群有較大的肌肉收縮刺激，且對腕關節有

較大的負荷；認為揮擊加重球的打擊訓練，具有模

擬揮擊快球速時的高撞擊能量之效果，並能有效地

刺激旋轉腕關節揮棒所需的前臂肌群；因此，建議

棒球教練和選手可利用揮擊加重球做為新式打擊訓

練方法之一，由於本研究僅探討揮擊加重棒球過程

的效益，所以可應用於賽前熱身用之打擊訓練，對

於長期訓練效果為何，本研究則未加以探討，建議

後續研究可針對此議題進行探討，以建構完整的揮

擊加重球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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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hitting weighted baseballs on 
swing velocity, batted-ball velocity, impact energy, and muscle activity. It was to examine if 
weighted baseballs could be used as a new hitting training method. Methods: 12 baseball players 
were recruited from Shih-Hsin University. They randomly hit normal baseballs and weighted 
baseballs (two times heavier than a normal baseball) by using the same bat. Motion Analysis 
System, three-dimensional accelerometer, and surface EMG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The 
swing velocity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and weighted baseballs (p>.05). 
The batted-ball velocity of weighted baseballs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baseballs (p<.05). The value of maximum resultant acceleration at wrist joi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during hitting weighted baseballs than hitting normal baseballs (p<.05). Muscle activities of 
flexor and extenso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during hitting weighted baseballs than hitting normal 
baseballs (p<.05). Discussion: Hitting weighted baseballs would not affect swing performance 
before collision, but it would lead to slower batted-ball velocity and cause stronger muscle 
contraction of forearm muscles. However, the impact load was greater at wrist joint due to the 
larger weight of the ball. Conclusions: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hitting weighted baseballs could 
be a new way of batting practice. Not only was the impact energy of hitting weighted baseballs 
similar to hitting a fast pitch, but the forearm muscles that bring the wrist joint to rotate during 
batting were also fully stimulated.  
 
Key words: swing, baseball, weighted base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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