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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为探讨棒球投手投掷50、75、100、125、150、175、200、225、250、275、300g不同重量

棒球，对肩关节外转角度、屈曲角度与肘关节屈曲角度、球速之影响，以验证适合投球训练之棒球重量。方

法：使用配置十台红外线摄影机(200 HZ)的Motion Analysis System 三维动作分析系统，撷取投手投掷十一种

不同重量棒球之运动学参数，受试者为五位甲组投手，接受专项训练时间为9.2±2.17年。结果与讨论：(一)投

掷100g以下重量棒球会使出手球速显著提高、 大肩关节外转发生时机提早、 大肩关节屈曲角度发生时机

提早；(二)投掷100g与125g重量棒球会显著增加约6.15%与4.04%球速，对于投球动作与时序没有显著影响；(三)

投掷175g重量棒球会减少约0.56%球速，对投球动作各期中的肩关节与肘关节并无显著影响；(四)投掷175g以

上重量棒球会使球速显著降低、 大肩关节外转角度变小与发生时机提早。结论：投掷重量介于100g至175g

之间棒球不会改变原有的投球动作或投球时序性，且100g至125g棒球可做为增加球速之投球训练重量，而175g

棒球则可做为增加肌力之弹震式训练的投球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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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绪论 

一场棒球比赛中，投手在整个球赛进行过程中占

有举足轻重要的地位；球赛的胜负往往与投手有密切

的关系，普遍认为球赛的胜负约有70%和投手的表现

有关（高英杰，1996）。所以判断一位投手的优劣，

通常依据投手本身的球速、控球能力、变化球种多寡、

以及配球策略来决定（叶志仙，1997）。一般而言，

随着投手的球速增加，打者想要确实击中球心的机率

会随之降低，再者投手的控球能力稳定，失投球的机

率亦大幅下降，而一个投手能投出多种变化球也代表

投手拥有很多种武器可以和打者对决，如昔日的金臂

人-黄平洋拥有号称七彩变化球，或是旅美好手台湾之

光-王建民的优质伸卡球、变速球及滑球等。 

一般来说，球速是投手 重要的基本条件，因此

增加球速是每一个投手都必须提升的基本能力。为了

增加球速投手常做的训练有重量训练、跪姿摆臂投球

练习、基本投球练习以及毛巾训练法等（台湾棒球协

会， 2006; House et al., 2006; American Baseball 

Coaches, 2001），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训练方法就是

投掷不同重量棒球训练（Van Huss WD et al., 1962）。

投掷不同重量棒球训练原理类似弹震式阻力训练法

（ballistic resistant training）概念，主要利用透过轻负

荷快速收缩后抛射出重物的动作以取得运动单位同步

征召、作用肌与撷抗肌协同作用来增进爆发力。学者

Bompa（1993）也曾指出棒球投手投球动作是属于加

速度及投掷动力（acceleration power）的运动项目之

一，所以仅增加肌肉的 大肌力并无法有效地增加球

速（McCraw,1975）。台湾部分学者指出要增加投球

爆发力就必须有特殊训练方法同时训练肌力与速度以

增加球速（王翔星、刘强，1990；王嘉吉、张嘉泽，

2007）。学者DeRenne et al. (1994)以训练学的角度，

利用45位高中棒球投手与180位大学棒球投手探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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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不同重量棒球的训练效果，实验把受试者随机分配

到不同的三个组别分别为混合组、分段组与控制组，

每一组均包括15位高中投手与60位大学投手，进行为

期十周的训练期。混合组每一周均交叉使用重球、轻

球与正常球练习投球;分段组为前五周使用重球与正

常球练习投球，后五周使用轻球与正常球练习投球;

控制组每一周仅使用正常球练习投球，其中正常球重

量为5盎司、重球为6盎司以及轻球为4盎司。实验结果

发现混合组与分段组的球速增加了大约4~6%，而控制

组并没有球速增加的情形产生。学者Escamilla et al.

（2000）回顾以前有关投掷不同重量棒球文献指出投

掷不同重量棒球重量范围介于113g到340g之间；对于

投手的球速确实有增加而且比起使用其它重量训练器

材更接近原本的运动型态也符合投球动作的动力链型

态，但是当球体重量过重时可能会改变原有的投球动

作型态。另外学者Tillaar（2004）说明使用轻球进行

投球训练时能训练肌肉收缩速度以及神经反应，但是

缺点是训练的负荷量不足无法支撑投球所需要的爆发

力。 

由以上几点可以知道投掷不同重量棒球训练的确

可以增加投手的球速表现，但是当棒球过重的时候有

可能会影响到投手本身原有的投球动作及形态；反之

当棒球过轻的时候有可能会因负荷量不足而产生训练

量不足的情形产生。探讨以前文献发现之前的研究都

是利用训练的时间长短以及以球速的表现作为判断投

掷不同重量棒球训练的效果以及棒球重量适用的范

围，但是之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着重在训练

效果上，并未以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方法，判断投掷

不同重量棒球训练的效果以及棒球重量适用的范围，

甚至是投掷不同重量棒球对于投手是否有潜在的受伤

因素或是改变原有投球动作之种种可能。因此本研究

以运动学角度，探讨投掷不同重量棒球对于投手动作

与球速之影响，希望能透过科学的方法找到适合训练

的棒球重量范围，提供台湾教练与选手训练时参考，

进而能提升台湾棒球投手竞技水平。 

 

贰、研究方法 

一、受试样本： 

投手方面：本研究对象为台北体育学院甲组成棒

投手五名，担任专职投手且持续接受投手训练时间9.2 

± 2.17年，投球动作皆为上肩投掷，受试者过去一年

内无重大上肢伤害，并可全力进行投球；本研究为了

能在实验时反映棒球甲组投手的投球能力，是利用棒

球比赛前期时进行，经与球队教练与受试选手讨论后，

考虑到能在实验中有 佳的表现，故仅有五位受试投

手参与本研究，此为本研究限制。 

不同重量棒球方面：比赛用之正规棒球重量范围

为141.8g至148.8g（台湾棒球协会，2006）。而本实验

所使用之棒球为特制不同重量反光棒球；反光棒球一

共有十一种不同重量规格，分别为50、75、100、125、

150、175、200、225、250、275、300g，每一种棒球

除重量不同外其它规格如表所示与正规棒球相同。为

了能使动作捕捉系统能顺利撷取到球体又不影响受试

者投球动作下，本研究委请大扬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将

球体外表之小牛皮改为具有反光特性之反光布 

图二、实验场地设置图 

 

二、实验设置： 

本 研 究 设计 为 利 用动 作 捕 捉系 统 (Motion 

Analysis System，EVaRT 4.6)撷取投手投掷十一种不

同重量棒球之投球表现，撷取频率为 200HZ。实验设

计之自变项为不同重量球体，依变项为投手投球之表

现包括出手球速、肩关节外转角度、屈曲角度、肘关

节屈曲角度。自动捕捉并纪录各反光点之运动轨迹，

以及将模拟讯号转换为数字讯号并且透过三维空间

坐标转换得到各反光点位于空间坐标中之相对位置

并储存于主机内以提供后续处理。为了能让投手投球

更接近真实比赛，制作投手丘给受试者使用以增加临

场感，投手丘规格均依照国际棒总要求制作。另外为

了能模拟真实比赛情境将防护网放置于距离投手板

前方 9.22 公尺处，并且在高度约 1.2 公尺为中心点处

设置一长 60 公分、宽 45 公分之模拟好球带以利受试

者瞄准（参照图二）。因实验场地限制仅能放置于约

真实投球距离（18.44 公尺）之一半。 

9.22 公尺

护网 
操作区 

模拟投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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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步骤： 

正式实验时，请受试者热身并且熟悉各种不同重 

量棒球以利受试者能够有发挥 佳表现，之后请受试

者随机抽取投掷重量顺序。 后在受试者身上黏贴反

光球（参照图三），撷取人体静态数据文件，以提供后

续数据处理使用。而后开始依先前抽取的投掷重量顺

序投掷总共进行三轮投掷，每一轮每一种重量球体均

收成功三笔数据，为避免受试者疲劳影响实验结果，

投完每一球休息三十秒才进行下一投球动作，当受试

者把球投进本实验所设置之好球带始算成功之投球，

反之则重新投球撷取资料。 

四、实验设计： 

投球动作分期以Dillman et al. （1993）所建立的

投球动作六大期为基准并依照本研究所需而订定投球

动作四期，第一期为准备期界定为动作开始（A）至

前导膝盖上升到 高点（B）；第二期为跨步期界定为

前导膝盖上升到 高点（B）至前导脚跟接触到地面

（C）；第三期为挥臂期界定为前导脚跟接触到地面

（C）至球离手（D）；第四期为余式动作期界定为球

离手（D）至动作结束（E）（参照图四）。 

 

 

 

 

 

 

 

 

 

 

 

 

 

 

 

 

 

图四、本研究所自订之投球动作四大期（A至B为准备期；B至C为

跨步期；C至D为挥臂期；D至E为余势动作期） 

 

本研究所要探讨之运动学参数由Motion Analysis 

System撷取反光球坐标之后使用EVaRT4.6软件修补

完成，再参考David A. Winter（2004）所写公式以及

套入人体肢段参数（何维华，2004）撰写成MATLAB

程序获得肩关节外转角度、屈曲角度以及肘关节屈曲

角度数据，而各关节活动度定义参照图五。 

球速分析利用Motion Analysis System撷取出手

球速，为了能使Motion Analysis System顺利撷取到数

据，将普通棒球加上反光布以利撷取数据。球速以球

出手后五张Motion Analysis System 所纪录之球速平

均。而本研究为了方便数据处理以及后续数据比较定

义重量棒球150克为正常球，因为150克与正规棒球重

量 相近因此定义重量棒球150克为正常球。 

本研究之自变项为十一种不同重量球体，因此在

统计分析上使用SPSS12.0套装统计软件中的相依样本

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比较投掷不同重量球的运动学差

异，若相依样本单因子变异数分析达统计上的差异，

则更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显著水平定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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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各关节活动范围定义（○1 为肩关节外转角度；○2 为肩关节屈曲角度；○3 为肘关节屈曲角度） 

图三、受试者反光球黏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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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大肩关节屈曲角度变化曲线                            图七、 小肩关节屈曲角度变化曲线 
 
 
 
 
 
 
 
 
 
 
 
 
 
 
 
 

图八、 大肩关节外转角度变化曲线                         图九、不同重量棒球肩关节外转角度之差异 
 

参、结果与讨论 

一、跨步期： 

本研究所指跨步期为投球动作中前导脚膝关节

抬到 高点至前导脚脚跟接触到地面之间，在跨步期

间内所得到之运动学结果请参照表一，其中肘关节屈

曲角度在统计考验上达显著水平（F 值=3.67；p<.05），

透过事后比较分析发现投掷正常球肘关节角度显著

小于重量球 75g； 大肩关节屈曲角度发生时机在统

计考验上达显著水平（F 值=2.61；p<.05），透过事后

比较分析发现投掷正常球 大肩关节屈曲角度发生

时机显著晚于重量球 75、200 与 300g。 

二、挥臂期： 

本研究所指的挥臂期为投球动作中前导脚脚跟

接触到地面至球离手瞬间，在挥臂期间内所得到之运

动学结果请参照表二，其中 大肩关节外转角度在统

计考验上达显著水平（F 值=3.12；p<.05），透过事后

比较分析发现在挥臂期间内投掷正常球（150g） 大

肩关节外转角度显著大于重量球 300g（p<.05）； 大

肩关节外转角度发生时机在统计考验上达显著水平 

0.002* 

Time %
Time % 

Time % 球体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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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跨步期之运动学参数整理表 

重量(g) 个数 
肘关节屈曲角度 

(deg) 

大肩关节屈曲角度 

发生时机(%) 

50 15 39.83 ± 4.98 53.97 ± 8.63 

75 15 38.58 ± 2.95 47.96 ± 12.83 

100 15 38.83 ± 4.37 52.10 ± 16.88 

125 15 39.18 ± 4.82 52.69 ± 11.44 

150 15 38.09 ± 5.28 53.76 ± 9.77 

175 15 37.97 ± 5.21 54.23 ± 9.61 

200 15 38.14 ± 6.17 51.39 ± 12.66 

225 15 38.55 ± 5.50 51.71 ± 14.11 

250 15 37.20 ± 6.73 52.91 ± 13.00 

275 15 37.55 ± 6.51 51.07 ± 12.45 

300 15 36.00 ± 7.14 48.95 ± 12.03 

 

表二、挥臂期之运动学参数整理表 

重量

(g) 
个数 

大肩关节 

外转角度(deg) 

大肩关节外转 

角度发生时机(%) 

大肘关节 

屈曲角度(deg) 

50 15 125.07 ± 15.93 91.27 ± 1.47 114.79 ± 13.74 

75 15 111.87 ± 24.00 91.64 ± 2.00 112.89 ± 15.80 

100 15 123.29 ± 16.97 92.55 ± 2.47 110.58 ± 18.85 

125 15 117.87 ± 8.73 91.69 ± 1.23 109.64 ± 19.67 

150 15 118.59 ± 5.64 92.04 ± 1.69 110.27 ± 18.80 

175 15 119.76 ± 7.60 91.78 ± 1.02 111.87 ± 15.40 

200 15 118.87 ± 7.66 91.58 ± 1.45 110.49 ± 17.80 

225 15 119.03 ± 6.66 91.52 ± 1.46 108.18 ± 19.59 

250 15 120.35 ± 7.26 91.39 ± 1.14 108.7 ± 17.13 

275 15 119.45 ± 7.56 91.17 ± 0.84 109.36 ± 14.21 

300 15 113.25 ± 6.85 90.69 ± 1.46 109.38 ± 16.38 

 

（F 值=6.26；p<.05），透过事后比较分析发现投掷各

种重量棒球 大肩关节外转角度发生时机，投掷正常

球（150g）显著晚于重量球 50、200、225、250、275、

300g（p<.05）； 大肘关节屈曲角度在统计考验上达

显著水平（F 值=3.04；p<.05），透过事后比较投掷各

重量棒球 大肘关节屈曲角度正常棒球（150g）与其

它剩下各种重量棒球并无显著差异。三、出手瞬间： 

本研究所指出手瞬间是投手投球球体离开瞬

间，运动学参数请参照表三，其中肩关节屈曲角度在

统计考验上达显著水平（F 值=2.75；p<.05），透过事

后比较在投球出手瞬间投掷正常球肩关节屈曲角度 

表三、出手瞬间之运动学参数整理表 

重量 个数 
肩关节 

屈曲角度(deg) 

肘关节 

屈曲角度(deg) 
球速(m/s) 

与正常球速 

差异(%) 

50 15 39.83 ± 4.98 51.30 ± 8.47 36.03 ± 1.90 11.96 

75 15 44.26 ± 10.65 50.22 ± 8.60 34.49 ± 2.85 7.18 

100 15 42.09 ± 8.22 48.06 ± 11.04 34.16 ± 1.88 6.15 

125 15 39.18 ± 4.82 48.79 ± 11.03 33.48 ± 1.43 4.04 

150 15 38.09 ± 5.28 49.61 ± 11.99 32.18 ± 1.12 0.00 

175 15 37.97 ± 5.21 52.87 ± 9.21 32.00 ± 1.27 -0.56 

200 15 38.14 ± 6.17 49.95 ± 10.56 31.27 ± 1.50 -2.83 

225 15 38.55 ± 5.50 48.88 ± 11.59 30.28 ± 1.64 -5.91 

250 15 41.95 ± 11.68 52.12 ± 11.71 30.05 ± 1.51 -6.62 

275 15 42.19 ± 11.18 54.16 ± 10.52 28.64 ± 1.51 -11.00 

300 15 56.35 ± 26.28 55.58 ± 11.12 27.53 ± 1.04 -14.45 

 

 

 

 

 

 

 

 

 

 

 

 

 

 

 

 

图十、投掷不同重量棒球之球速 

 

显着大于重量球 300g（p<.05）；肘关节屈曲角度在统

计考验上达显著水平（F 值=4.25；p<.05），透过事后

比较发现投掷各种重量棒球投球出手瞬间肘关节屈

曲角度正常球（150g）显著小于重量球 275 与 300g

（p<.05）。 

四、球速： 

本研究所指的球速是指球体离手瞬间的初速，测

量到的投掷不同重量棒球速度在统计考验上达显著

差异（F 值=55.99；p<.05），经过事后比较发现，正

常球（150g）显著慢于重量球 50、75、100、125g 

速
度

m
/s

 

球体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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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但显著快于重量球 200、225、250、275、

300g（p<.05）。从图十与表三可以发现球速随着重量

增加而递减，而重量 50g 球速比正常球球速显著快

11.96%；重量 300g 比正常球球速显著慢 14.45%，其

中只有重量球 175g 与正常球是没有显著差异，而且

球速下降幅度仅达 0.56%，可以说投掷这两种重量球

在运动表现上是很相近的。 

本研究所得到之运动学结果繁多，因此整理投掷

各种重量球与正常球之间运动学参数是否有显著差

异列于表四。结果发现投掷重量球 175g 与正常球无

运动学参数显著差异；投掷重量球 100 与 125g 与正

常球只有一种运动学参数有显著差异；投掷重量球

50、75、200、225、250 与 275g 有二至三种运动学参

数有显著差异，另外投掷重量球 300g 有六种运动学

参数有显著差异。由表五发现投掷各种重量球对于动

作都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当投掷重量为 100g 至 175g

之间所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少的，反之当球体重量低于

100g 或是超过 175g 所受到影响是比较多的。 

根据研究结果可发现，棒球重量对投手投球动作

的 大肩关节屈曲角度发生时机与 大肩关节外转

角度发生时机有影响，也就是说棒球重量影响了投手

在准备投球动作中蓄积能量的时序问题，随着棒球重

量的增加投球动作会产生提前的情形，尤其当球体重

量超过 175g 时就会影响原有的投球动作时

（temporal），有可能使 大外转角度提前发生导致投

球动作开掉的问题，而且也有可能由原本投的方式改

变成类似推的方式（Krieighbaum & Barthels, 1996; 刘

于诠，2005）。由于本研究为了能在实验时反映棒球

甲组投手的投球能力，是利用棒球比赛前期时进行，

经与球队教练与受试选手讨论后，考虑到能在实验中

有 佳的表现，故仅有五位受试投手参与本研究，此

为本研究限制，因而本研究结果仅能推论与台北体院

投手相似条件的投手。Fleisig et al.(1996)曾比较棒球

投手投球与美式足球四分卫传球动作差异，结果发现

四分卫传球 大肩关节发生时机早于投手投球，而美

式足球重量大约为 400g 左右与本研究之 重棒球相

似，因此与本研究之结果有一致的趋势。从表四中可

以发现当棒球重量超过 175g 或是低于 100g 都会影响

投手本身投球动作的时序问题，而本研究之受试者皆

为受过专业训练投手，也会因为重量而改变投球时

序，因此使用不同重量球体训练必须是有经验的投手

才适合，Escamilla et al（2000）也回顾以前的相关文

献整理提出投手经验的多寡会直接影响使用不同重

量球训练的训练效果。 

另外，本研究所得到之正常球球速平均数为

32.18±1.12 m/s 和 Stodden et al. （2005） 的 35.2±1.6 

表四、各种重量球与正常球之显著差异整理表 

棒球重量(g) 

动作分期 / 参数 
50 75 100 125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大肩关节屈曲发生时机 - * - - - * - - - * 跨

步

期 肘关节屈曲角度 - * - - - - - - - - 

大肩关节外转角度 - - - - - - - - - * 

大肩关节外转角度发生时机 * - - - - * * * * * 

挥 

臂 

期 

大肘关节屈曲角度 - - - - - - - - - - 

肩关节屈曲角度 - - - - - - - - - * 

肘关节屈曲角度 - - - - - - - - * * 

出 

手

瞬 

间 
球速 * * * * - * * * * * 

有显著总计 2 3 1 1 0 3 2 2 3 6 

附注：-表示无显著差异；*表示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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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与 Fleisig et al. （1999） 的 35.2±2.0 m/s 相近，

虽然本研究之受试者比国外选手球速要慢一些，但是

毕竟大学投手与职业选手有一定程度差距，因此本研

究受试者的球速表现已经是不错的表现。根据研究结

果发现 175g 重量球与正常球（150g）并无显著差异，

另外透过事后比较知道发现 75 至 125g 球速之间是没

有差异的，但是从表三可以发现球速增加的百分比分

别为 75g 上升 7.18%；100g 上升 6.15%以及 125g 上

升 4.04%，所以基本上重量球 100g 与 75g 所提升球

速的差异是相近的，这也代表想要训练增加球速可以

不必选择低于 100g 球体来做训练，因为再减轻重量

所得到的效果是跟 100g 相似。刘强（2009）研究发

现投手的球速与挥臂速度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当投

手球速越快则投手的挥臂速度相对也是较快的，因此

想要训练增加球速可以选择 100g 的重量球体来做为

增加球速的 轻训练选择。本研究之结果为选择 100g

重量来训练增加球速与 Escamilla et al.（2000）提出

有 佳训练效果的重量介于 4~6 盎司（约为

113~170g）是相近的，但是本研究限制为 25g 为一间

距，与先前文献所使用球体重量有所不同，但所得适

合重量的结果则相近。 

 

肆、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投掷不同重量棒球重量低于 100g 或

是超过 175g 时，会使 大肩关节屈曲角度发生时机

与 大肩关节外转角度发生时机提早以及改变肘关

节屈曲角度与肩关节屈曲角度，因此不适合用来当作

投球训练上使用。另外，投掷棒球重量介于 100g 至

175g 之间确实能够提升球速而且不会造成投球动作

或时序上的改变，因此适合用来训练增加挥臂速度以

提高球速的增加。由以上的结论与结果得知 适合用

来进行投掷不同重量球训练的重量范围为 100g 至

175g，因为当球体重量低于 100g 或是超过 175g 会造

成投球动作以及投球时序的改变，因此建议教练选手

在使用不同重量球训练重量范围为 100g 至 175g 之

间。另外，本研究所使用之不同重量棒球重量以 25g

为一间距，建议未来学者可以将重量间距调整成更小

的间距以深入探讨。目前正常棒球重量为 141g 至

148g 之间，假如教练选手想使用不同重量球训练有可

能无法取得各种不同重量棒球，而有可能使用其它不

同重量物体代替，这样有可能会失去原有的意义，因

此建议厂商可以制作 100g 至 175g 之间球体以提供给

国家教练选手使用，以提升台湾投手之运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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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rowing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and 300 gram baseballs on pitching velocity, shoulder abduction, 
external rotation, and flexion angles elbow flexion angle to verify the proper weight that best suits 
pitching training. Method: Five college pitchers (9.2±2.17 years of training) were analyzed by 3-D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ith ten cameras (200 Hz).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rowing 
less than 100 gram baseb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and the timing for the 
maximum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angle and maximum shoulder flexion to occur became early. (2) 
Throwing 100 and 125 gram basebal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about 6.15% and 
4.04%, but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itching movement and timing sequence. (3) Throwing 
175 gram baseball de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about 0.56%, but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houlder and elbow joints during pitching. (4) Throwing more than 175 gram baseb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itching velocity; moreover, the maximum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angle became 
smaller and its timing to occur became early.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rowing 
baseball weights between 100 to 175 gram would not change pitching posture and timing sequence. 
Therefore, 100 to 125 gram baseballs are the proper weights for training to increase pitching 
velocity, whereas 175 gram baseball is an appropriate weight for ballistic training to improve 
muscle strength. 
 
Key words: weighted baseball, pitching, motion seq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