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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籃球肩上傳球是執行快攻常用的傳球方式，依據肩上傳球之動作模式圖，傳球動作會因不同傳球距離而改變

動作特徵。因此，本研究透過質性分析的方法，觀察四種不同距離之肩上傳球動作的差異。本研究將肩上傳

球動作分成：1、擺臂初期；2、傳球出手點；3、完成隨球動作；等三個動作分期。結果顯示，隨著傳球距離

的增加，實驗參與者會加大下肢的跨步動作，並增加肩關節、髖關節、肘關節與腕關節的旋轉角度，以增加

出手速度；且出手角度亦隨著傳球距離的增加而變大。 

 

關鍵詞：籃球肩上傳球、質性分析 

 

 

壹、問題與背景 

    籃球運動在戰術上可分為進攻與防守兩方面，其

中進攻的推進方式又分為運球與傳球兩種，且傳球的

推進速度又比運球快（許素真，1985）。有關傳球的

方式中，肩上傳球即常用於長傳球或執行快攻的傳球

方式，此種傳球方式之 

優點為速度快、力量大，若能同時兼具傳球的準確性，

則可快速執行擬訂之戰術（許博，2006）。 

    關於投擲的技術，Hay (1993) 針對美式足球之肩

上傳球發展出動作模式圖（圖一）；而籃球 

 

圖一、肩上傳球之動作模式圖 (Hay, 1993) 

肩上傳球的動作技術與美式足球之肩上傳球動作模式

相似，皆屬上手投擲動作之類型；因此，本研究依據

Hay 之肩上傳球的動作模式圖為基礎，分析不同距離

之籃球肩上傳球動作的差異。 

    由圖一可知，在空氣阻力因素固定不變的條件

下，不同距離之傳球目標會出現出手速度、出手角度

和出手高度之動作差異。其中，出手速度的影響因子

有作用力與作用距離；而出手高度的影響因子則有體

型與身體出手點等。Duane and Craig (1997) 認為在進

行量化分析前，需先以質性分析為研究基礎。因為對

教師及教練而言，質性分析的方法可直接在教學或訓

練過程中，即時取得欲觀察的動作特徵，藉此作為指

導學生或選手動作技術的修正參考。故本研究以影片

分析的方式，收集實驗參與者執行不同距離之籃球肩

上傳球動作，並以質性分析的方法探究其動作之差異。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一位甲二級大專男子籃球運動員為實驗

參與者，其年齡 25.3 歲、球齡 4 年、身高 187 公分、

體重 87 公斤。實驗前，先在距離籃球場底線之 12 公

尺、16 公尺、20 公尺、24 公尺等四種位置距離標線，

並由一人於設定距離之目標區負責接球，以判定傳球

成功與否，再由實驗參與者於底線各執行不同距離之

籃球肩上傳球動作。過程中，同時以數位攝影機拍攝

該實驗參與者從預備傳球至完成傳球的連續動作，再

透過繪聲繪影之分析軟體，將肩上傳球動作分為：1、

擺臂初期；2、傳球出手點；3、完成隨球動作等三個

動作分期。所收集之動作結果透過肩上傳球的動作模

式及質性分析的方法，以探究不同動作分期之動作特

徵。本研究由同一位實驗參與者執行肩上傳球動作，

因此在出手高度因素上則無體型之差異，僅需觀察其

身體出手點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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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不同距離之籃球肩上傳球的分期動作圖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 Hay (1993) 的肩上傳球動作模式進

行質性分析，逐一比較籃球肩上傳球之出手速度、出

手角度、出手高度等特徵，以瞭解在不同距離執行傳

球動作之差異。由實驗收集的三個動作分期之影片分

析顯示，在不同距離執行籃球肩上傳球時，其各個分

期動作之特徵皆有所差異，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出手速度方面 

    與出手速度有關之因子有作用力和作用距離；隨

著傳球距離增加，實驗參與者為因應距離增加乃藉由

加大下肢的跨步動作以增加所需力量，而在擺臂初期

至完成隨球動作間，髖關節、肩關節、肘關節及腕關

節的旋轉角度隨距離的增加，其旋轉角度也隨之增

加，此皆為動作模式之出手速度因子的增加來源；即

隨著傳球距離的增加，所需作用力和作用距離亦需同 

 

 

時增加，以供應更多的功能所需，進而產生更快的出

手速度效果。 

（二）出手角度方面 

    由傳球出手點之出手角度顯示，隨著傳球距離增

加至 24 公尺之最大距離時，其出手角度明顯大於擲

12 公尺之出手角度。此現象與 Hall (2007) 的研究結

果有相同的看法，即傳球距離較近時，所需之作用力

量較小，所以出手角度小於 45 度；但隨著傳球距離的

增加，所需之力量亦增加，因此出手角度漸增至 45

度，甚至需大於 45 度。  

（三）出手高度方面 

    與出手高度有關之因子有體型和身體出手點；由

影片分析之出手高度可知，本研究由單一實驗參與者

執行肩上傳球動作，因此無體型上之差異；而在身體

出手點發現，隨著傳球距離加大，實驗參與者為增加

作用力量，採用加大跨步 

距離 12 公尺 16 公尺 20 公尺 2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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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導致身體重心高度略微降低，因此，身體出手

點之高度亦隨著傳球距離增加而略微降低。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Hay (1993) 提出之動作模式圖為基

礎，分析不同距離之籃球肩上傳球於出手速度、出手

角度、出手高度的差異；結果得知：一、影響出手速

度因素之作用力和作用距離隨著投擲距離之增加而變

大；二、遠距離投擲之出手角度大於近距離之出手角；

三、因投擲距離的增加而需加大下肢之跨步距離，故

導致出手高度因身體重心之降低，而使出手高度略微

下降。 

    由本研究之質性分析結果，教練與教師可據此作

為籃球肩上傳球訓練之指導方向，讓選手或學生在執

行籃球肩上傳球時，能有更佳之技術表現；此外，亦

可應用質性分析的方法在教學或訓練上，以提供即時

回饋的資訊，作為選手或學生改善運動技術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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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basketball fast break, shoulder pass is a usual method. Base on the model of movement pattern 

of shoulder pass, the characters of movement pattern would be varied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distances. Therefore,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through the 

four distances of basketball shoulder pass. The movement of Shoulder pas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1. swing arm of early stage, 2. passing point and 3. completion follow through. The 

result were indicated that the stride were increase through the pass distance extend; the rotation 

angle of shoulder, hip, elbow and wrist joint would be larger to facilitate the pass speed; and the 

swing angle would be larger through th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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