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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過去許多學者都以增加投手球速為目標來研究投球機制，但研究範圍都集中在上肢而較少涉及軀幹。

涉及軀幹的研究也只提出軀幹角度及角速度和球速的關係，缺乏角加速度的資料，加上過去研究中的軀幹模

型同時涵蓋了骨盆與軀幹，造成實驗結果無法反應正確的軀幹轉動與球速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希望使

用只包含軀幹的模型，找出投球過程中軀幹的角度、角速度和角加速度的特徵，並建立這些參數和球速之間

的相關，藉此釐清軀幹與球速之間的關係。方法：12 名甲組投手參與實驗，使用 10 部 CCD 攝影機(VICON 

MX13)(500Hz)，搭配 NEXUS 軟體進行資料收集。受試者全力對前方 3m 的目標投擲 5 個直球，取球速最快

的 3 球進行分析。以 Visual3d 軟體計算受試者球速、軀幹角度、角速度及角加速度，並以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計算軀幹角度、角速度、角加速度的最大值及離手值和球速之間相關，顯著水準取α= .05。結果：

軀幹前傾速度峰值和球速相關高達 .74。軀幹前旋速度峰值和球速相關高達 .81。前傾加速度峰值和球速相關

高達 .90。後旋加速度離手值和球速相關高達 .76。其餘的各參數和球速之間並沒有高度相關。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軀幹前旋、前傾兩個速度的峰值、前傾加速度峰值與後旋加速度離手值等 4 個參數和球速之間存

在高度相關，因此在訓練上，投手應該去強化前傾及軸向旋轉的能力。若後續研究能對軀幹進一步進行模擬，

則更能確認軀幹與投手球速的影響。 

 

關鍵字：棒球、投手、軀幹 

 

 

壹、 緒論 

棒球在我國一直是一項極受歡迎的運動。投手則

是這項運動裡一個重要的角色，比賽勝負往往受投手

表現的好壞所影響。而優異的球速則是一位好投手的

必備條件，因此如何增加投手的球速一直是訓練及研

究上的一個重要課題。投球過程中必需協調上、下肢

的動作來對球加速。投球時，上肢是依照動力鏈的機

制逐步將球加速(Putnam, 1993)。加速過程由軀幹開

始，經過上臂、前臂到手部將球投出。位於末端的上

臂、前臂及手部和球速有直接的關係，因而受到相當

多學者的研究，但位於近端的軀幹則較少受到注目。

軀幹是動力鏈的起始點，因此軀幹的高速旋轉是投手

投出快速球時不可或缺的部份。所以不了解軀幹的動

作，會使我們無法清楚整個上肢的加速機制，進而影

響投手的訓練，因此針對軀幹的深入了解實有必要。 

過去有部份的軀幹參數被學者們拿來檢驗投球動

作的差別，但甚少有學者對軀幹進行專門的研究。這

些學者對於不同球速的投手間，有那些軀幹參數會有

差異，結果並不一致。Stodden, Fleisig, McLean, Lyman, 

and Andrews (2001)的一項研究中，找了 19 名在測試

過程中最快和最慢的球速相差超過 1.8m/s 的投手，利

用逐步回歸法檢視這些投手軀幹、骨盆各項參數和球

速間的關係。結果發現有兩項參數的值會隨球速增加

而變大。分別是肩關節最大外旋瞬間，兩肩連線和投

捕手連線的夾角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及肩關節最大外

旋到球離手過程中，軀幹旋轉速度的平均值。W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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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i, Guido, Meister, and Jones (2008)對 54 個大學投

手，進行球速與投球動作的迴歸分析。結果發現軀幹

旋轉速度的峰值、球離手瞬間軀幹的前傾角度，是其

中二項影響球速的重要因素。上述文獻找出的四項軀

幹的參數，初步建立了軀幹和球速之間的關係。 

Fortenbaugh and Fleisig (2007)將 147 名投手依球

速高低和肩關節力矩大小分成 4 組，找出其中球速較

高且肩關節力矩小(N=16)與球速較低且肩關節力矩大

(N=16)的 2 組在投球動作上的差異，結果發現球速較

高且關節力矩小的投手，他們的軀幹旋轉速度峰值較

大，但球離手時的軀幹前傾角度則無差異。不過

Matsuo, Escamilla, Fleisig, Barrentine, and Andrews 

(2001)對 29 個球速高於 38m/s 及 23 個球速低於

34.2m/s 的投手進行運動學參數比較，結果發現兩者的

軀幹旋轉速度峰值沒有差異，軀幹前傾速度峰值也沒

有差異，但球離手瞬間軀幹的前傾角度則出現差異。

這兩篇文獻的結果並不相同，可見軀幹角度、角速度

和球速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釐清。 

上述文獻只使用了軀幹的部份參數，無法呈現軀

幹和球速關係的全貌，要更加了解軀幹和球速的關

係，必需由動力鏈的角度進入。Feltner and Dapena 

(1989)提出投球動作中上臂與前臂二肢段動力鏈的公

式中指出，肩關節中心的線加速度會直接影響前臂的

角加速度，而肩關節中心的線加速度就是由軀幹轉動

的角速度和角加速度所形成。因此，軀幹的角速度和

角加速度會直接影響球速，但過去的研究沒有這方面

的資料，因此軀幹轉動的速度與加速度有必要進一步

探討。 

在過去研究中，對軀幹前傾角度的計算，大多是

以左右肩峰中點與左右大轉子中點的連線與地面垂直

軸的夾角來代表。定義的範圍涵蓋軀幹和骨盆。計算

所得的結果也會將骨盆的影響一併計入，反映不出單

獨的軀幹前傾狀況。但 Aguinaldo, Buttermore, and 

Chambers (2007)採用了用 18 個反光點對軀幹及骨盆

進行 3 度空間分析，以了解不同年齡層的投手軀幹與

肩關節內旋力矩的關係，結果發現軀幹對骨盆的相對

旋轉時間會影響肩關節內旋力矩，間接影響球速。因

此使用肩峰和大轉子連線來代表軀幹前傾動作並不能

建立它和球速的真正關係，只有改用接近肩關節高度

的特徵點來建立軀幹的完整動作，才能反映出正確的

軀幹與球速的關係。 

綜合以上的文獻，過去的研究只用角度及角速度

來檢定軀幹和球速的關係，沒有考慮到角加速度的影

響，加上使用的特徵點無法清楚反映出投球過程中軀

幹運動的特徵，所得資料無法完整解釋軀幹轉動與球

速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使用接近

肩關節的特徵點，來對計算軀幹的座標系，並找出投

球過程中軀幹的角度、角速度和角加速度的特徵，同

時建立這些參數和球速之間的相關，來釐清軀幹與球

速之間的關係。並希望本研究所找出對球速影響較大

的軀幹參數，可以做為擬定訓練計畫上的參考，藉此

提升投手球速。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以 12 名男性大學甲組投手(2 左 12 右)為研

究對象，平均年齡 22±1.5 歲，平均身高 177.9 ±3.1 公

分，平均體重 75.1±7.9 公斤。所有投手皆採用上投方

式投球，在接受測試時都沒有受傷或手術的狀況，實

驗中只投擲直球。 

二、實驗過程 

    本實驗於實驗室內進行，將 10 部 CCD 攝影機

(VICON MX13 Motion analysis systems, Oxoford 

Metrics Group ,UK)環狀排列於受試者四周，搭配

NEXUS(NEXUS 4.0, Oxoford Metrics Group ,UK)軟體

進行資料收集，採樣頻率為 500Hz。攝影機先以 T 型

校正棒進行校正，整體誤差小於 0.4mm。 

受試者軀幹貼上 10 顆 8mm 反光球。黏貼位置如

下：(1)腕關節內、外側，(2)肱骨鷹嘴突內、外側，(3)

中指第一指骨末端，(4)左右肩峰，(5)胸鎖關節，(6)

前導腳腳跟，(7)第二趾骨頭。此外並將 4 顆反光球黏

貼於球上，以計算球速。 

實驗時在受試者前方 3 m 處吊掛一片棒球擋網，

擋網上附一 40*60 cm 高於地面 80 cm 的長方形目標。

受試者先進行例行的熱身活動之後，在平地上朝目標

全力投球，球擊中目標則判定為成功。每位受試者收

集 5 個成功的球，取其中球速最快的 3 球進行分析，

每位受試者的運動學資料皆為 3 球的平均。 

    拍攝所得資料以 13.4 Hz 的 Butterworth 4 階零相

濾波公式分別對 x、y、z 三軸資料進行低通濾波(Fleisig 

et al., 1996) 。 再 使 用 Visual3d (Visual3d 4.75.28, 

C-Motion, USA)軟體進行軀幹座標系、上臂座標系及

各項角運動學參數運算。 

三、資料處理 

軀幹座標系使用左、右肩峰及胸關節的反光點來

計算，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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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中心點：左、右肩峰連線中點。 

FA 向量：左肩峰指向胸鎖關節。 

X 軸：左肩峰指向右肩峰。 

Z 軸：FA 向量與 X 軸的外積。 

Y 軸：Z 軸與 X 軸外積。(圖一) 

上臂座標系使用慣用手的肩峰、肘內、外側的反

光點及腕內、外側反光點來計算，此座標系是用來計

算肩最大外旋的時間點，座標系定義如下。 

座標中心點：肩關節中心。 

LA 向量：肘中心點指向腕中心。 

Z 軸：肩中心點指向肘中心點。 

 
圖一、軀幹座標系示意圖，使用左、右肩峰及胸鎖關節反光點來定

義軀幹座標系 

 

圖二、軀幹角度投影圖 

 

 
圖三、角速度及角加速度方向示意圖，角速度及角加速度皆轉換到

軀幹座標系上表示 

X 軸：Z 軸與 LA 向量的外積 。 

Y 軸： Z 軸與 X 軸外積。  

本實驗由於實驗室大小的限制，無法使用測速槍

測 得 球 速 ， 因 此 球 速 的 計 算 利 用 距 離 公 式

(X-Xn)2+(Y-Yn)2+(Z-Zn)2 = 412 (n=1-4, X, Y, Z 為球心

座標, Xn, Yn, Zn 為球上反光點座標，41mm=球半徑

37mm+反光點半徑 4mm)找出球心座標，再將球心座

標變化除以時間得出球的速度，並取球離手速度的最

大值做為該球球速。 

本研究以前導腳腳跟或第二趾骨頭反光點，在2

張影片之間高度變化少於0.6 cm的時間點為著地瞬間

(Wright et al., 2004)；以球心與中指第一指節末端反光

點的距離，開始變大的時間點做為球離手瞬點。為方

便計算不同受試者的平均值及標準差，以前導腳著地

時間為0%，球離手時間為100%，將時間進行標準化。 

為方便和之前文獻比較，軀幹角度使用實驗室座

標系的投影角。前/後傾角度定義為軀幹長軸與垂直軸

在投捕手連線的垂直面上投影的夾角；前/後旋角度定

義為兩肩連線和投捕手連線在水平面上投影的夾角；

左/右側傾角度則為長軸與垂直軸在第三個面上投影

的夾角(圖二)。 

軀幹角速度、角加速度則以軀幹座標系來表示，三個

方向分別是前/後傾(繞左/右軸旋轉)、左/右側傾(繞前/

後軸旋轉)和前/後旋(繞長軸旋轉)(圖三)。 

四、統計分析： 

針對軀幹的角度、角速度與角加速度的參數與球

速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進行分

析。統計分析使用統計軟體 spss15.0 進行，顯著水準

皆為α=.05。 

 

參、結果與討論 

一、結果 

圖四顯示軀幹投影角度的變化。在前/後傾角度部

份，前腳著地後軀幹處在微微後傾的角度上，到肩最

大外旋之前才開始大量前傾，球離手時前傾大約 17.6 

deg。在左/右側傾角度部份，前腳著地後軀幹開始向

左側傾斜，直到球離手後仍然持續向左側傾斜。球離

手時軀幹左側傾大約 34.6 deg。在前/後旋轉部份，前

導腳著地時軀幹處在略微後旋的狀態，在著地後不久

就通過投捕手連線，一直向前旋轉到球離手之後，球

離手時前旋大約 86.9 deg。整個過程軀幹持續向前並

向左旋轉(本研究中的描述皆以右投手為主)。 

前旋 
後旋 

後傾 

右側傾 左側傾 

前傾 

 左/右側傾 

垂直軸旋轉 

前/後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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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圖六顯示出軀幹角速度、角加速度的變化。

在前/後傾部份，當前導腳接近著地時，軀幹就出現後

傾角速度。在前導腳著地後不久，此後傾角速度開始

降低，圖六顯示此時軀幹開始受到一前傾加速度作

用。大約在前導腳著地到球離手階段的 60%的時候，

軀幹後傾角速度消失，轉變為前傾速度，作用在軀幹

上的前傾加速度也到達峰值，其值約 9600 deg/s2。球

離手之後不久前傾速度到達約 533 deg/s 峰值，前傾加

速度則消失。在左/右側傾的部份，前導腳著地時，軀

幹有微小的右側傾速度。前導腳著地後不久，軀幹出

現左側傾速度，並在肩最大外旋之前到達峰值，轉速

約 160 deg/s，之後持續左側傾速度到球離手。在加速

度上，前導腳著地到肩最大外旋中間，軀幹出現向左

側傾的角加速度，加快了軀幹向左側傾的速度。肩關

節最大外旋到球離手之間，軀幹出現向右側傾的角加

速度，這減慢了軀幹向左側傾的速度，防止身體過度

左側而失去平衡。在前/後旋部份，前腳著地前軀幹就

出現前旋速度，此時有一軀幹前旋加速作用在軀幹

上。大約在前導腳著地到球離手過程約 60%處，前旋

速度出現峰值，其值約 990 deg/s，同時前旋加速度消

失，後旋加速度出現，減慢了前旋的速度。到了球離

手後不後旋加速度到達約 17540 deg/s2/的峰值，使前

旋速度逐漸失。三個方向的以前旋的轉速最高，的轉

速最高，其次為前傾速度，左側傾角速度則相當小，

只有前旋的 1/6。表一顯示受試者的角速度及角加速度

的峰值、離手值，及與球速的相關。其中軀幹前傾速

度峰值為和球速相關高達 .74，軀幹前旋速度峰值和

球速相關高達 .81，顯示這兩方向的角速度隨球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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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軀幹角速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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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軀幹角加速度變化

圖，平均值(n=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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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加大。左傾速度則只有中度相關。在加速度部份，

前傾加速度峰值和球速相關高達 .90，後旋加速度離

手值和球速相關高達 .76(圖七)，其餘的各值只有中度

相關。 

 

 
圖七、前傾、前旋角速度峰值、前傾加速度峰值、後旋角加速度離

手值和球速分佈圖 

 

表一、軀幹角速度及角加速度比較表 

 平均值  標準差 和球速相關(r)

球速 (m/s) 31.0 ± 0.4  

角度 (deg)     

肩最大外旋時前旋角度 66.7 ± 11.3 .20 

球離手時前傾角度 -19.2 ± 10.4 .34 

角速度 (deg/sec)     

前傾峰值 533.4 ± 125.1 .74* 

左側傾峰值  244.0 ± 59.3 .30 

前旋峰值  1031.0 ± 110.3 .81* 

前傾離手值  -428.2 ± 115.6 .60* 

左側傾離手值  -111.9 ± 77.1 .51 

前旋離手值  517.4 ± 125.2 .60* 

角加速度 (deg/sec 2)     

前傾峰值 13004.2 ± 4402.2 .90* 

右側傾峰值  5942.8 ± 1840.0 .01 

後旋峰值  17538.9 ± 4686.3 .45 

前傾離手值  -4716.5 ± 7135.8 .54 

右側傾離手值  219.53 ± 3767.2 .05 

後旋離手值  -13227.7 ± 4130.8 .76* 

*p< .05 

二、討論 

本研究中受試者平均球速為 31.0±3.4 m/s，較他們

在實戰中的球速略低。和之前對同等級的投手進行的

研究相比，球速也偏低，可能是投球距離較近，加上

缺少投手丘上的幫助，造成受試者無法達到和實戰相

同的球速。但受試者皆為國內大學甲組投手，投球動

作精熟，因此雖然球速略低，所求得的軀幹和球速的

相關仍具代表性。 

研究結果發現，軀幹的轉動在前/後傾及前/後旋

兩方向和球速有比較高的相關。軀幹的前旋在前腳著

地前就已開始，同時啟動了整個動力鏈。在前腳著地

－球離手階段的 60%時(肩關節外旋約 40o)是一個重

要的時間點，在此時間點附近出現的前傾加速度與前

旋速度兩個峰值愈大，投手球速愈快(r= .90, r= .81)。

可見在軀幹轉動過程的前半段，訓練的重點應該放在

創造更大前旋的速度及在此時間點產生更大的前傾加

速度。另一個重要時間點是球離手瞬間，此刻的後旋

加速度與不久之後出現的前傾速度峰值愈大，投手球

速愈快(r= .76, r= .74)。可見在軀幹轉動過程的後半

段，訓練的重點應該放在這個參數上。 

本研究中的兩個角度值與球速間皆未出現高度相

關，反映出球速較快的投手不一定會在角度的參數上

呈現較大的數值。這並不支持之前文獻中所提出，球

速較快的投手在肩最大外旋瞬間軀幹的前旋角度較

小，及球速較快的投手在球離手瞬間軀幹的前傾角度

較大的兩項結果。由於不同的投手的出手角度常有不

同，為了創造不同的出手角度，軀幹也會出現不同的

角度值，和球速之間的相關也就不高。因此，角度對

球速的重要性可能遠不如角速度及角加速度。 

本研究中，前傾角速度和前傾角加速度的峰值都和球

速呈現高相關，而兩者間，也會相互影響。由角加速

度圖中可以看出，前導腳著地到球離手的整段時間都

是前傾角加速度作用時間，當角加速度持續作用，角

速度的峰值就會持續升高。因此角加速度的峰值愈

大，連帶的球離手後角速度峰值就愈高。由於軀幹前

傾是將上半身帶向捕手，引導前臂向捕手方向加速，

同時在球離手之後，帶給上肢更長的減速距離，降低

球離手之後肩、肘關節的受力。因此，球速愈快的投

手需要愈長的減速距離，其前傾角速度和角加速度的

峰值也愈大。 
此外，軀幹前傾角速度峰值和球速之間出現高度

相關的結果，和 Matsuo et al. (2007)的研究中不同球速

的投手，軀幹的前傾速度峰值沒有差異的結果不同。

Matsuo 等人研究軀幹前傾角速度的時候，使用左、右

肩峰中點和左、右大轉子中點連線來計算(Fortenbaugh 

and Fleisig, 2007; Stodden et al., 2001; Matsuoet et al., 

2001, Werner et al., 2008)，這樣計算的結果將軀幹和骨

盆前傾的效果合在一起看，不能單獨反映出軀幹前傾

的變化。本研究中使用較接近肩關節的特徵點，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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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呈現軀幹前傾的變化，才會出現和之前研究不同的

結果。 

另二個有相關的參數，就是軀幹前旋角速度的峰

值和後旋角加速度的峰值。在前腳著地之後，軀幹前

旋的方向和上臂旋轉的方向相近，當軀幹前旋角速度

愈大，會帶動上臂產生更高速的旋轉，當軀幹前旋角

速度開始降低，速度傳到上臂和前臂，對球產生更高

的速度。根據 Feltner and Dapena (1989)的動力鏈公

式，當肩關節向前移動的速度開始減低，前臂向前旋

轉的角速度就會增加。要使肩關節移動速度減低，需

要後旋角加速度來幫軀幹減低前旋速度，因此球離手

時的後旋角加速度就會帶動前臂加速，進而提高球

速。而且前旋速度的峰值愈高，才會出現更大的後旋

加速度來減速。不過只要球一離手，球速就已決定，

後續的角加速度，對球速沒影響。因此，對後旋角加

速度來說，離手時的數值和球速之間的相關，遠比在

離手後出現的峰值來得高。 

前 旋 角 速 度 愈 大 的 投 手 球 速 愈 快 ， 這 和

Fortenbaugh and Fleisig (2007)的研究中球速快的投手

軀幹旋轉速度峰值較大的結果相近，但和 Matsuoet et 

al. (2007) 旋轉速度峰值無差異的結果不同(本研究中

的軀幹前旋角速度和這兩篇研究中所使用的軀幹旋轉

速度是兩個相近的參數)。本研究中受試者同為甲組投

手，上臂和前臂的加速能力相差不多，因此球速的變

化就會和軀幹前旋角速度峰值的變化相近，而出現高

度相關。 

在投球過程中，前/後傾/及前/後旋加速度來自

腹、背肌的協同作用，所以投球過程中會偵測到大量

的腹背肌作用(Hirashima, Kadota, Sakurai, Kudo, and 

Ohtsuki, 2002)。因此，在實務訓練上強化投手腹、背

肌，並訓練它在肩關節外旋約 40o 和球離手時的產生

較大的速度及加速度，是擬定訓練計畫的一個重點。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呈現了投球過程中軀幹的角度、角速度及

角加速度的變化，並發現在前腳著地－球離手階段的

60%時，軀幹前旋角速度峰值、前傾角加速度峰值和

球速呈現高度相關。球離手時，後旋角加速度值、軀

幹前傾角速度峰值也和球速呈現高度相關。並依此推

論軀幹前旋角速度、後旋角加速度可能和上肢加速有

關，前傾加速度峰值和前傾速度峰值則可能和減速過

程有關。後續研究若能對軀幹進一步進行模擬，則能

更深入確定各項軀幹參數的角色。在訓練上，本研究

的結果可以作為強化投手腹、背肌，並訓練它依照正

確的時序作用的依據，來幫助投手提升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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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Previous researches related to pitching mechanics focused on enhancing ball speed; 
however, these researches put emphasis on the upper limbs, rarely on the trunk rotation. These 
researches of trunk rotation in baseball pitching only supported the relationship of trunk angle, 
trunk angular velocity and ball speed, without trunk angular acceleration. And the model used by 
previous researches contains pelvis and trunk, so the result can’t gain a clear idea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nk rotation and ball spe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kin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runk with the model only contain trunk, and fi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unk angle, angular velocity, angular acceleration and ball spe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runk rotation and ball speed. Methods: Twelve college pitchers played in Chinese 
Taipei university baseball league division I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en VICON CCD cameras 
(500Hz) with Nexus software were used to collected baseball pitching data. The subjects pitched 
five straight balls to the target; the three fastest ball speed trails were analyzed. The Visual3d 
software was used to compute ball speed, trunk angle, trunk angular velocity, and trunk angular 
acceler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unk parameters and ball 
speed. The significant level was α= .05.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ak value of trunk 
forward tile velocity and ball speed is.7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ak value of trunk forward 
rotation velocity and ball speed is .8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ak value of trunk forward tile 
acceleration and ball speed is .90.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unk backward angular acceleration 
at ball releasing and ball speed is .76. Between the other variables and ball speed, the correlations 
are not very high.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the peak value of trunk forward tile 
velocity, trunk forward rotation velocity, trunk forward tile angular acceleration, and the trunk 
backward angular acceleration at ball releasing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ball speed. So pit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forward and axial rotation ability in the training session. For future study, 
the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of trunk rotation in baseball pitching is sugges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nk motion and ball speed. 
 
Key words: baseball, pitcher, trunk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n-Lung Li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10610) No. 162, He-ping East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E-mail address: gohez@ya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