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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為分析高中女子快速壘球風車式投球的運動學，比較各投手間的球速與動作特徵。方

法：以 6 位高中女子快速壘球專長投手參與實驗，以 Vicon T40 動作捕捉系統拍攝，頻率為 300Hz。

經由 Matlab 計算分析快速壘球風車式投手之球速、跨步距離、重心位移速度、加速期完成時間，

及投擲臂的肩、肘與腕關節角速度等運動學參數。每位受試者各拍攝 10 次成功投擲，將 10 次結果

進行平均做分析比較。結果：本研究發現跨步距離、重心位移速度及加速期完成時間與球速有顯著

相關，而肩、肘與腕關節角速度方面與球速則無顯著相關。結論與建議：從本實驗分析結果推測，

增加球速的關鍵可能是跨步距離與重心位移速度，肩、肘與腕關節角速度則影響較少。建議壘球投

手教練可加強選手在增加跨步距離以及增加整體重心位移速度方面的訓練。 

 

關鍵字：重心位移速度、跨步距離、加速期完成時間、關節角速度 

 

壹、緒論

女子快速壘球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成為正式

比賽項目。1996 年到 2008 年四屆奧運中，我國女子

壘球代表隊共參加了 3 屆，在 2008 北京奧運榮獲第五

名佳績；但在世界前 8 強中我國女子壘球實力仍屬第

二級球隊，相較於美、日、澳、加等國，對戰結果還

是輸多贏少，其首要原因就是投手無法有效壓制對手

打擊火力(李秋靜，2010)。在正式壘球比賽場地中，

投手板四周為平坦地面，壘球投手的軀幹無法如棒球

投手在下投手丘時，利用投手丘與地面的高度差來提

升水平與垂直方向的速度(Gretchen, Hillary, & David, 

2011)，所以增加力量與速度讓低手投擲時產生爆發力

是提升投球表現的重要關鍵。 

針對如何增加球速，House(1994)指出手臂的加速

旋轉動作能使球速更快，是發展球速的根本；但壘球

投手球速的產生除了投擲臂旋轉外，更需要利用軀幹

位移的速度來幫助球速；張簡金鈴(2000)認為投手擺

臂的速度能提升軀幹向本壘方向的動量，投擲臂在軀

幹位移時向前伸直來增加位移的距離，讓投擲臂快速

旋轉時能利用軀幹的衝量形成對球的加速。投球時投

擲臂的擺動是動力鏈的鞭打效應 (Kreighbaum 與 

Katharine，1996)，投擲動作的啟動與整體加速則有賴

於下肢的跨步(Guido、Werner 與  Meister, 2009)；

Spomer、Conley 與 Bird (2001) 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

球速較快的投手在軀幹質量重心的位移速度上比速度

較慢的投手優異而且有顯著差異，但投擲臂的關節角

速度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此一觀點是否說明了軀幹質

量重心的位移及速度對球速快慢的影響較大?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透過對高中女子快速壘球風車

式投球做運動學分析，探討國內高中女子風車式壘球

投球不同球速投手之間，其跨步距離、重心位移速度、

加速期投球時間及上肢關節角速度等參數與球速間的

關係為何，並與國外相關參數的研究做比較，觀察國

內外投手投球運動學的差異，了解影響球速的運動生

物力學特徵。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高中女子壘球專長者共 6 位(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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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5、球齡 5.7±2.1 年、參與投手球齡 4.7±2.4 年、

身高 165.6±5.0 公分、體重 64.9±7.4 公斤)，一年內無

下肢手術或重大傷害者為研究對象，實驗前告知受試

者實驗方法與目的，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二、實驗設計與步驟： 

本實驗使用 Vicon T40 (Vicon Motion System Ltd., 

Oxford, UK) 三維動作捕捉系統攝影機，取樣頻率為

300Hz，拍攝黏貼在參與者身上的反光球點軌跡。在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技實驗室佈置一個與快速壘球比

賽場地相似的環境 (包括裝設投手板、人工草皮) 以

及足夠的投球距離 (圖一)。投手身上反光球裝置位置

分別為頭部前方左右、左右肩膀上髁、左右肱骨內外

上髁、左右橈骨骨突、左右尺骨骨突、左右手中指末

端、第七頸椎棘突、胸骨凹口、劍突、第八胸椎棘突、

左右腸骨前上棘、左右腸骨後上棘、左右大轉子、左

右股骨的內外側髁、左右腓骨內外側髁、左右腳後跟、

左右腳第一蹠骨粗隆、左右腳第五蹠骨粗隆，全身共

40 個反光點。實驗當天先確認每位投手身體健康狀況

良好，以跑步機進行熱身，並進行全身伸展及傳接球

熱身 15-20 分鐘以防止運動傷害發生；為減少誤差，

要求受試者只穿著運動內衣與緊身褲，也會在實驗開

始拍攝前練習投球適應場地。每一位受試者會先拍攝

三次，確保能拍攝到全身所有光球點，再進行正式實

驗資料蒐集，實驗中每位投手各拍攝十次成功投球動

作。成功投球的判定為：1.動作流暢度 (沒有刻意停

頓)；2.是否有投進預設目標區內 (目視即可)；3.是否

有投手違規情況，以上動作皆由壘球國際裁判執行判

斷。 

 

 

圖一、投球時使用人工草皮及地板內崁投手板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 運動學資料處理 

利用投擲壘球上黏貼的三個對角反光點算出球心，

計算壘球出手時的球速。製做實驗球的過程時先將鑽

床上下調整為一直線，確定球放上機器時可以穿過球

心，而計算球心時主要以上下通過球心對應的兩顆點

中心為球之中心點，再將球飛行的距離除以時間以獲

得球之速度。而在人體動作方面，研究者將投手身上

擷取到的各光球點用 Matlab 撰寫程式，將資料以 2 階

Butterworth low pass filter，截止頻率為 8Hz，進行濾

波平滑化。在跨步距離上，本研究將跨步距離定義為

出發時軸腳的腳尖與著地後跨腳的腳跟之間產生的距

離 (如圖二)，拍攝後再用 Matlab 軟體計算距離。加速

期則是指跨步腳著地到球離手的過程 (如圖二)。 

 

 

圖二、跨步距離(下標示)；加速期(上標示) 

 

(二) 運動學計算 

上肢各肢段的座標定義採用 ISB 所建議的定義方

式 (Wu et al., 2005)。肩關節角度通常為上臂相對於軀

幹的相對位置，包括了三個平面上的動作角度。但本

研究為了解風車式投球過程中，手臂在空間中矢狀面

的旋轉情形，因此計算上臂座標系相對於實驗室座標

系的旋轉，另外特別定義為肩關節角度；肘、腕關節

則使用尤拉法計算各肢段座標系相對角度，再計算出

上肢各關節屈曲角速度。身體各肢段重心位置，依據

何維華 (2002) 針對台灣人肢段參數所做之研究，計

算出身體重心位移速度。 

 

四、統計分析： 

針對各受試者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比較重心

位移速度、跨步距離、加速期完成時間與球速快慢是

否有顯著相關；也同樣用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分析跨

步距離、加速期完成時間與重心位移速度是否有顯著

相關。所有統計分析皆使用統計軟體SPSS 17.0分析，

顯著水準皆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表一為本實驗各運動學參數平均數值，球速為

85.3±7.8(km/hr)、重心位移速度為 2.82±0.15(m/s)、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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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距離為身高的91.3±0.05(%)、加速期完成時間為0.07

±0.01(sec)。從本實驗皮爾森相關係數統計分析所得結

果(表二)可以看到，重心位移速度、跨步距離、加速

期投球時間皆與球速有顯著性相關(p< .05, p< .01)，其

中加速期完成時間則是顯著負相關(p< .01)；而肩關節

角速度、肘關節角速度、腕關節角速度則皆與球速未

有顯著性相關。而從表三統計數據分析看出，跨步距

離與加速期完成時間皆與重心位移速度達顯著相關

(p< .05)。 

 

表一、各運動學參數平均 

各運動學 

參數 

球速 

(km/hr) 

重心 

位移速度 

(m/s) 

跨步距離 

(身高%) 

加速期 

完成時間 

(sec) 

平均 85.3±7.8 2.82±0.15 91.3±0.05 0.07±0.01 

 

表二 、各參數與球速進行相關係數分析 

與球速進行統計 
Pearson 相關 

N=6 

顯著性(雙尾) 

N=6 

重心位移速度 .937** .006 

跨步距離 .892* .017 

加速期完成時間 -.974** .001 

肩關節角速度 -.271 .603 

肘關節角速度 .593 .215 

腕關節角速度 -.196 .709 

** p< .01, * p<0.05 

 

表三、跨步距離、加速期時間與重心位移速度進行相關係數分析 

與重心位移速度進行統計 
Pearson 相關 

N=6 

顯著性(雙尾) 

N=6 

跨步距離 .861* .028 

加速期完成時間 -.850* .032 

* p< .05 

 

投手的球速是快速壘球比賽中最重要的素質，要

成為一位優秀的壘球投手，控球和球速是基本具備的

兩大因素(張簡金鈴，2001)。本實驗的平均球速為 85.3

±7.8(km/hr)，且有兩位選手的球速能超過 90(km/hr)；

與國內研究者王令儀(2001)實驗中平均球速 86.22±

1.04(km/hr)及國外學者 Werner et al. (2006)實驗中平

均球速 97.30±7.20(km/hr)與 Guido et al. (2009)實驗平

均球速為 90.00±3.60(km/hr)相比並不遜色。而從表二

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球速的快慢會因為重心位移速度

變快、跨步距離變大及加速期完成時間變短而增加，

但並不會因為肩、肘、腕關節角速度增加而有明顯變

化。同樣是以動力鏈傳遞方式擲出的標槍運動，在重

心位移速度方面，王良展與相子元 (2002)分析標槍運

動時提到，身體重心位移速度與近軀幹的關節點最大

速度成正相關，對投擲標槍來說，當著地重心位移速

度較快時，在初速度便已經領先其他選手了，而速度

越快成績也就越好，但須注意速度轉移部分是否能夠

平順。而在加速期部分，許多研究指出，出手速度是

投擲或揮臂運動很重要的一個要素；Hay(1993)指出鉛

球推擲的距離受出手速度、出手角度、出手高度影響，

根據不等高拋物線公式，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參數是出

手速度；黃長福(1987)分析標槍世界紀錄保持人的投

擲動作提到，出手速度的大小是影響標槍投擲距離最

重要的因素；艾志兵(2000)也提到鏈球運動員成績與

出手速度成正相關。 

在肩、肘、腕關節角速度方面，Spomer 等 (2001)

的研究分析數據提到，球速較快與球速較慢族群之間

的肩、肘、腕關節角速度差距不大，也提到肩、肘、

腕的角速度應該是因為球齡較少與經驗不足造成的，

但是兩組的軀幹伸展及擴展速度所形成的動量有效轉

移到投擲臂，在投球動作中是很重要的部分。

Kreighbaum與Barthels (1996) 提到人體在運用開放式

動力鏈的過程中，由近端肢段傳遞能量至遠端肢段，

肢體部位在逐漸將動力傳遞至下一個相連接的肢段後，

先前的肢段即進入固定或減速的階段，以便讓末端肢

段能發揮先前傳遞的動力，達到最大的角速度。Sherry 

(1997) 從優秀的快速壘球奧運投手身上證實，投擲手

臂迴旋至出手點之前達最高速度，且在離手前呈分段

的減速現象。此一減速現象是為了增加投出的速度，

投擲臂屈肘動作發生在投出點之前，使投擲臂產生從

近端肩關節至遠端腕關節的動作流暢性。但手臂速度

快慢無法完全主導球速快慢，唯有協調及時機這兩個

因素是影響技術動作正確合宜與否的最重要因素(張

簡金鈴，2001)。以往的研究中發現，投手的傷害多發

生在肩和肘關節，透過生物力學分析發現，風車式壘

球 投 手 的 肩 膀 在 投 球 時 必 須 承 受 相 當 大 負 擔

(Barrentine, Fleisig, Whiteside, Escamilla, & Andrews, 

1998)，當肩關節在投球時高速的旋轉內收，可以產生

約 1800 至 2400 deg/s 角速度的高峰期，此速度大約為

肘關節角速度的兩倍多(Werner, 1995)，這種快速的肩

關節離心屈曲會容易造成肩關節受傷，而且只利用肩

關節的旋轉來投球是無法產生較好的球速(Wer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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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ray, 1997)。 

在重心位移速度、跨步距離及加速期完成時間部

分，王良展、相子元 (2002)分析標槍選手時提到，標

槍投擲在最後一步著地後，將身體動量轉換為肌肉的

彈性位能，所需要的時間與轉換的速度成正比，當選

手速度提升時要注意在速度轉換的技術上是否能夠完

全跟上，而不是單純只是肌力的增強；著地後身體重

心速度給予標槍較高的初速度，而身體重心速度損失

率高所轉換的身體速度也較多，所以對成績提升也有

所幫助。此次實驗中在表三統計數據分析也可以顯示，

跨步距離與加速期完成時間皆與重心位移速度達顯著

相關(p< .05)。羅俊欽與黃長福 (1998) 比較壘球投手

投擲快速球與變化球時的運動學現象，實驗結果顯示

跨步距離大小與球速快慢有顯著相關。洪玉山與翁梓

林 (2008)分析棒球投手不同跨步距離時也提到，隨著

跨步距離的增加及縮短完成時間，投球的重心位移速

度也能隨之增加，這對球速有很大幫助。棒球因為規

則限制，投球時只能向本壘板跨出一步，林俊龍 (2005) 

研究分析棒球投球時提出，較大的膝關節角度伸展可

能使軀幹前傾角度加大，造成了軀幹更大的角位移，

進而加大了軀幹作功的位移量。因此要利用這一步的

跨步距離與投手丘的高度差，進而讓身體重心向前加

速而使球速增加。而快速壘球投手在沒有投手丘幫助

下，更必須提升軀幹的重心速度讓跨出的一步來增加

跨步距離。Payne(1968)利用力板研究運動員垂直跳時

發現，有擺臂跳的高度比沒有擺臂跳的高度大，所以

如果投手在靜止的狀態下，利用身體與手臂的擺盪及

軸足蹬地蹠屈，加上自由足的跨步，可讓軀幹的重心

能有速度的向本壘方向前進，進而增加跨步距離並且

提升球速。 

 

肆、結論與建議 

從本研究實驗結果與過去相關文獻可以看出，要

增加風車式壘球投球球速除了增加上肢關節角速度外，

跨步距離與重心位移速度的提升更形重要，如能再加

上肩、肘與腕關節角速度的配合，讓動力鏈可以順利

傳遞，將能有效提升球速。所以投手透過跨步造成重

心位移，並增進球速，然而，跨步的要求必須是增加

跨步距離與跨步速度，如此方能對球速有幫助。未來

在風車式快速壘球投擲的發展上，應在階段式訓練上

著手，例如：想要增加跨步距離與重心位移速度，必

須要在下肢肌力訓練與核心肌力上面做有效的加強，

否則一味只加強訓練投擲臂的動作與技巧將容易讓投

手上肢受到過度訓練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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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kinematics of the windmill softball pitching 

and to compare ball velocity and throwing arm movement among different pitchers. Methods: Six 

high school femal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Kinematic data were 

recorded via Vicon motion capture system (300 Hz). Moreover, Matlab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ball velocity, stride length, horizontal velocity of center of mass, acceleration time and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upper limb. Each pitcher threw successfully for ten times.Average data of each variabl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Six pitchers’ horizontal velocity of center of mass was 

correlated with stride length and acceleration stage time, respectively. Ball velocity in this stud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tride length, horizontal velocity of center of mass, and 

acceleration tim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ngular velocity of each upper 

extremity joint and ball velocity. Conclusions: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we found that 

the key to increase the ball velocity is to increase the stride length and horizontal velocity of center 

of mass. There is no obviuos effects of angular velocity on ball velocity. We might suggest coach of 

the pitchers to strengthen player’s stride length and horizontal velocity of center of mass dur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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