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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網球雙手反拍擊球時上臂肌群肌肉活化特徵。以 8 位女子網球選手為實驗參與者，利用

表面肌電計來測量選手上肢雙臂肱二頭肌、肱三頭肌共四個肌群，並使用高速攝影機來決定擊球過程各期別

的分期點，以均方根肌電振幅大小來量化分析各肌群的活化特徵。結果：慣用手及非慣用手肱二頭肌、肱三

頭肌在不同揮拍動作時期，肌肉活化程度皆達顯著差異 (p < .05)。結論：在雙手反拍擊球過程，雙手上臂肌

群肌肉活化程度大小依序為加速期、跟隨期、準備期。尤其是肱三頭肌，選手訓練時必須強化以避免受傷。 

 

關鍵詞：雙手反拍、上臂、肌電圖 

 

 

壹 、緣由與目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過去一百多年來，網球選手

大多使用單手持拍的方式來進行反拍擊球，二十世紀

七、八十年代球后美國女子網球選手艾芙特(Chris 

Evert)在四大公開賽中傑出的表現，使得雙手反拍技術

的使用瞬間流行起來。如今，WTA 世界排名前五強的

女選手，皆使用雙手反拍擊球。雙手反拍在網球專項

技術中已成為相當重要的動作技巧，肌力相對較弱的

女選手如能精熟雙手反拍動作，在比賽中將更具攻擊

性。 

過 去 有 關 網 球 反 拍 擊 球 動 作 之 肌 電 圖 

(electromyographic, EMG) 相關研究中，Wei、Chiang、

Shiang 與 Chang (2006) [1] 曾針對網球選手和一般

休閒網球愛好者單手反拍擊球加速期、撞擊瞬間、跟

隨期進行研究，以了解擊球後振動傳遞和屈腕、伸腕

肌群肌肉活化的關係，結果指出，一般組在反拍擊球

後，從球拍傳遞至肘關節的振動大於優秀選手組，且

跟隨期腕部的屈肌和伸肌有較大的活化現象，然而研

究尚未針對非慣用手、準備期及上臂肌群進行探討，

因此，為了進一步了解網球運動特徵，本研究將針對

女子網球選手雙手反拍進行分析，主要探討慣用手、

非慣用手肱二頭肌在各揮拍動作時期肌肉活化程度之

差異，並探討慣用手、非慣用手肱三頭肌在各揮拍動

作時期肌肉活化程度之差異。 

 

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招募 8 位女子網球選手為實驗參與者，使

用 Biovision 多功能訊號處理系統(1200Hz)，主要收集

左、右兩手上臂之肱二頭肌、肱三頭肌的肌電訊號。

利用高速數位攝影機 (120Hz)，拍攝受試者雙手反拍

擊球動作並決定準備期、加速期、跟隨期的分期點。

實驗前將兩片表面電極片貼於受測肌群，兩電極片中

心相距 2.5 公分(Chow, Knudson, Tillman, & Andrew, 

2007)[2]。隨後進行最大自主等長收縮測試(maximal 

voluntary isometric contractions, MVC)，當作標準化之

基準值。正式實驗時，受試者站於底線左側場地位置

擊球，有效球須落在對面場地靠近底線的正拍側直線

目標區(5.49×4.12m)，選取每位受試者 3 次最快速的

擊球進行分析。肌肉活化程度訊號處理時，先將原始

資料轉檔，再以 MATLAB 程式設計分析軟體將擷取

到之原始肌電訊號進行濾波運算處理後，即可求出受

測肌群單位時間內之均方根肌電振幅。 

 

參、結果與討論 

表一為慣用手及非慣用手肱二頭肌在各揮拍動作

時期，肌肉活化程度之差異。結果指出，慣用手肱二

頭肌在不同揮拍動作時期，肌肉活化程度達顯著差異 

(p < .05)，經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加速期顯著大於準備

期和跟隨期，而跟隨期則顯著大於準備期 (p < .05)。

非慣用手肱二頭肌在各揮拍動作時期，肌肉活化程度

亦達顯著差異 (p < .05)，經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加速

期顯著大於準備期和跟隨期 (p < .05)，而跟隨期則顯

著大於準備期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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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為慣用手及非慣用手肱三頭肌在各揮拍動作

時期，肌肉活化程度之差異。結果指出，慣用手肱三

頭肌在不同揮拍動作時期，肌肉活化程度達顯著差異 

(p < .05)，經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加速期和跟隨期皆顯

著大於準備期 (p < .05)。非慣用手肱三頭肌在各揮拍

動作時期，肌肉活化程度亦達顯著差異 (p < .05)，經

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加速期顯著大於準備期和跟隨期 

(p < .05)。 

優秀選手在雙手反拍擊球時，準備期的肌肉活化

程度最低，在加速階段，肌肉才開始動員較多運動單

位以加快拍頭速度，擊球後的跟隨期並未完全放鬆，

肌肉活化程度仍比準備期高，以提供離心收縮肌群活

化來減速，避免受傷的情形發生。Kibler 與 Safran 

(2005) [3] 針對網球運動傷害的研究曾指出，相較於

其他運動，網球運動的受傷率還算低，每上場練習或

比賽 1000 小時約會發生 2 至 20 次受傷，相當於每小

時 0.002%至 0.02%的受傷率，但打網球仍然會受傷，

主要還是因為準備度和訓練不足，優秀選手在準備度

和訓練時間較足夠，反而較不易受傷。肱三頭肌在加

速期是徵召運動單位最多的階段，Roetert 與 Kovacs 

(2011) 曾指出，位於上臂後方的三頭肌對於網球選手

來說相當重要，因為可以幫助肩、肘部的動作，從運

動表現的角度來看，除了反拍擊球外，對於發球、截

擊球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反拍擊球前，肘關節伸展

屬於動力鏈過程最後的肢段之一，由於肱三頭肌向心

收縮產生的力量，可傳遞來自軀幹及上臂的力量至球

拍，從傷害預防的角度來看，強化三頭肌可減緩肩、

肘、腕關節的壓力，讓受傷的風險降低。 

 

 

肆、結論 

依據結果與討論，列出以下結論：一、在雙手反

拍擊球過程中，上臂肌群以準備期的肌肉活化程度最

低，在加速階段，肌肉才開始動員較多運動單位以加

快拍頭速度，擊球後的跟隨期並未完全放鬆，肌肉活

化程度仍比準備期高，以提供離心收縮肌群活化來減

速，避免受傷的情形發生。二、慣用手和非慣用手肱

三頭肌參與的運動單位最多，應當具有穩定上臂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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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慣用手及非慣用手肱二頭肌在各揮拍動作時期均方根肌電

振幅分析摘要表(% MVC) 

肱二頭肌 A 準備期 B 加速期 C 跟隨期 F 值 

慣用手 7.2 ± 6.2 

 

60.2 ± 29.1  35.0 ± 25.0  23.486* 

非慣用手 10.9 ± 3.7 60.0 ± 21.4  30.8 ± 13.5  39.804* 

*p < .05 

註：慣用手、非慣用手 B＞A,C; C＞A 

表二、慣用手及非慣用手肱三頭肌在各揮拍動作 

時期均方根肌電振幅分析摘要表(% MVC) 

肱三頭

肌 

A 準備期 B 加速期 C 跟隨期 F 值 

慣用手 16.1 ± 9.4 
 

95.6 ± 81.8 46.2 ± 25.9  8.039* 

非慣用

手 

23.1 ± 9.2 81.6 ± 55.6 63.0 ± 50.2 6.965* 

*p < .05 

註：慣用手 B,C＞A；非慣用手 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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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muscle ac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 arm during 

the tennis two-handed backstrokes. Eight skilled female tennis players were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Muscle activity was determined using surface electromyographic (EMG) techniques, and the critical 

instants of acceleration phase were determined using high-speed video cameras. The EMG activity 

was recorded from four upper limb muscles (biceps brachii and triceps brachii of both right and left 

arms). EMG rms values of the burst of different phases were individually calcula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ed:The muscle activation of biceps brachii and triceps brachii 

muscle during acceleration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back swing and follow-through 

phase for both arms (p < .05). The muscle activation during back swing phase was smaller than 

other phase; acceleration phase was larger than other phase. The activities of the triceps brachii 

were greatest during backhand strokes. Tennis play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se muscles in order to 

prevent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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