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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智慧感應籃球收集運動學參數，並比較罰球出手進球與否，在入籃角度與出手速度的差異，

藉此找出影響罰球進球的因素，作為未來以智慧感應籃球在罰球訓練時提供立即回饋的應用。方法：

15 位優秀大專籃球球員參與本研究，每人進行 30 次罰球，在每次罰球時均以智慧感應籃球收集入

籃角度與出手速度，並記錄進球與否，最後再以相依樣本 t 考驗，比較進球與未進球的差異比較。

結果：罰球進球的入籃角度 (39.3 ± 5.7 度) 顯著大於未進球的入籃角度 (35.0 ± 5.5 度) ，但出手

速度二者間沒有差異。結論：在固定投籃距離的罰球動作，越大的入籃角度可以增加罰球命中率，

並可利用具良好信度的智慧感應籃球，在實際進行訓練時給予入籃角度的即時回饋，修正投籃細部

動作。 

 

關鍵字：投籃、命中率、後旋速度 

 

壹、緒論

籃球運動發展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深受全世界

各階層人士所喜愛。比賽時需要將個人技術與團隊合

作相互結合，是一種講求速度、爆發力、身體對抗與

準確的運動。若要贏得比賽勝利，除了要有好的防守

能阻止對手的進攻，最重要的是能將球從投籃者的手

投出到籃框中心之特定距離，取得比對方更多的分數 

(翁梓林、謝志鍵，2004) 。得分依投籃距離及方式的

不同，可以分成 2 分球、3 分球，以及犯規後的罰球。

根據國際籃球比賽規則，進攻方投籃出手動作被防守

方觸犯，造成犯規，進攻方即於罰球線進行罰球以取

得分數。罰球的準確率往往在雙方實力接近時，對比

賽結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雖然罰球是讓投籃者在無

對手干擾的情況下進行，但是罰球命中率並非百分之

百，過程必須於 5 秒內完成出手動作，且仍有相當的

投籃距離。因此，如何提高罰球命中率成為一個優秀

籃球員的重要課題，也能避免對方採用犯規戰術阻止

得分。 

罰球姿勢與力道會影響命中率，若出手時手腕下

壓動作過快，力道會過大，而成功的罰球出手力道不

需要太強，這樣也較好控制出手姿勢 (王仁宗、戴玉

林、許秀桃、曾淑平，2005) 。投籃動作涵蓋三個因

素，分為球的出手角度、出手速度與出手高度，這些

因素都是影響投籃命中率的關係 (Miller & Bartlett, 

1993) 。若想修正罰球動作，過去研究多是使用影像

分析的方式，進行罰球投籃出手後，球的飛行軌跡及

旋轉圈數的研究 (陳忠強，2012) 。但是，能進行影

像分析的儀器往往價格偏高，且資料處理與分析時間

過長，僅能用於罰球動作比較的研究，卻無法在練習

時給予立即的數值回饋，以幫助動作的修正。 

近年來由於微機電系統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價格

低廉的慣性感應器已被裝置在運動器材，來立即獲得

運動學參數並評估運動器材性能。例如：將慣性感應

器運用在高爾夫球揮桿動作之研究 (Lai, Hetchl, Wei, 

Ball, & Mclaughlin, 2011) ，或是在網球正拍發上旋球

時，測量球拍的撞擊振動 (吳鴻志、陳容舟、王木良，

2012) ，又或是進行羽球正拍擊長球動作之研究 (吳

鴻志、朱宏鈞，2012)。另外，目前市面上也已有許多

結合智慧型手機與慣性感應器，所發展出來的商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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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化的智慧感應網球分析裝置 (ZEPP, USA) ，可獲得

多項與揮拍及球速相關的參數，並在智慧型手機立即

顯示；也有廠商發展出智慧感應籃球  (94 FIFTY, 

USA)，可獲得多項與投籃及運球動作相關的參數。 

這類模組化的智慧感應運動器材，雖可透過慣性

感應器立即獲得許多運動學參數，但這些參數的準確

性與再測信度，卻不曾被探討，廠商更不主動提供這

些資訊。另外，要應用這些參數給予立即回饋，來進

行動作修正，就必須先了解各參數的意義，以及與實

際運動表現之間的關係。以智慧感應籃球為例，可分

別得出投籃時的入籃角度 (Shooting arc) 、出手速度 

(Shot release speed) ，以及後旋速度 (Shot backspin) ，

但這些參數何者是主要影響罰球進球的因素，其數值

又應為何，過去也並未有相關研究加以探討。綜合上

述，本研究目的是希望以智慧感應籃球在罰球時收集

運動學參數，並比較罰球出手進球與否，在入籃角度

與出手速度的差異，藉此找出影響罰球進球的因素，

作為未來以智慧感應籃球在罰球訓練時提供立即回饋

的應用。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實驗參與者為 15 位男性優秀籃球員，平均

年齡為 19.3 ± 1.1 歲，平均身高為 178.3 ± 3.9 公分，

平均體重為 74.2 ± 7.1 公斤，平均籃球專項運動年齡

為 6.3 ± 2.2 年。所有實驗參與者均參加過大專籃球聯

賽甲組比賽並有上場記錄，位置為後衛或得分後衛。

實驗參與者半年內上肢無特殊骨骼肌肉嚴重傷害，且

皆為右手投籃。由於本研究對象設定優秀籃球員，因

此要求實驗參與者在進行實驗時，罰球命中率須超過

70 %，否則排除其資料。在進行實驗前，會由研究者

詳細介紹實驗流程，並請實驗參與者簽署參與同意書。

在實驗過程中，若有感覺不舒適，可以隨時退出實驗，

並將相關資料一併刪除，以保護個人資料。 

 

二、實驗流程 

每位實驗參與者必須進行 30 次罰球，並要求每次

罰球必須盡最大努力將球投入籃框。在進行正式實驗

前，實驗參與者會先進行 10 分鐘靜態自主熱身動作及

伸展肌肉，自我評估確定是否達到最佳運動的狀態；

接著再進行 5 次罰球試投練習，以熟悉實驗環境及實

驗用球。 

 

正式實驗時，實驗參與者以智慧感應籃球進行罰

球。由於啟動智慧感應籃球，必須在投籃前先感應到

1 次振動觸發，因此會請 同樣 1 位的傳球員站立於籃

板垂直下方的位置，並以胸口正前方雙手平行將球推

出的方式，傳至實驗參與者手中，如圖 1 所示。實驗

參與者在罰球線接到球後，依個人平時訓練與比賽的

狀態，將球投入籃框，此時研究者觀察智慧型手機所

顯示的入籃角度與出手速度，將這 2 個參數，以及該

次罰球進球與否進行記錄。進球的定義是指無碰觸籃

框空心進球，未進球的定義是指碰觸到籃框或籃板後

反彈入網或未進球；完全失投定義為沒有碰到籃框或

籃板，實驗參與者必須重新進行 1 次罰球。每次罰球

之間，固定時間間隔 10 秒鐘。 

 

 

圖1 籃框、傳球員與投籃者相對位置示意圖 

 

三、資料收集與處理 

本研究以 1 個商品模組化的智慧感應籃球 

(94FIFTY, USA) 進行罰球時，球運動學的資料收集。

94FIFTY 智慧感應籃球在球體內建有 1 個專利電子模

組，該模組具有 6 個慣性感應器、1 個藍芽傳輸裝置、

1 個無線充電裝置。所有以慣性感應器測得的運動學

參數，可以透過藍芽，即時傳輸資料到智慧型手機的

應用程式顯示，本研究測量的運動學參數為入籃角度，

以及出手速度。入籃角度的定義，是指球接觸到籃框

產生 1 次振動觸發前，球進入籃框時的角度，單位為

度；出手速度的定義，是指投籃者接到傳球員傳球產

生 1 次振動觸發，到球接觸到籃框產生再 1 次振動觸

發之間的時間，單位為秒。入籃角度與出手速度在智

慧型手機顯示的介面，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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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4FIFTY 智慧感應籃球的入籃角度 (左) 與出手速度 (右) 的

顯示介面 

 

由於94FIFTY智慧感應器籃球雖然在原廠的定義

稱為出手速度，但實際上得到的參數為出手時間 (單

位為秒)。過去研究針對罰球的運動學分析，多以出手

速度進行探討 (王仁宗、戴玉林、許秀桃，2005) ，

因此本研究將投籃距離 (籃框至罰球線) 4.25 公尺除

以出手時間轉換為出手速度，單位為公尺/秒。為了使

統計分析時進球與未進球的資料數相同，資料處理則

是先將 30 次罰球，分成進球不進球，再分別從其中以

隨機方式各抽取 5 筆資料，並以該 5 筆資料的入籃角

度與出手速度的平均值，作為每位實驗參與者的代表

值，進行後續的統計分析。 

 

四、統計分析 

以 SPSS 17.0 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首

先將每位實驗參與者的進球數除以 30，計算命中率 

(%) ，以確認是否符合本研究需超過 70%以上命中率

的實驗設計。接著以 5 次的入籃角度與出手速度，分

別計算進球與未進球的組內相關係數，來評估再測信

度。最後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進球與未進球在入

籃角度與出手速度的差異，顯著水準訂為α=.05。 

 

參、結果 

在計算 15 位實驗參與者的 30 次罰球命中率後，

其中 1 位實驗參與者的命中率未達 70%，因此排除該

名實驗參與者的所有資料，並以其他 14 位實驗參與者

的資料進行後續統計分析。排除後所有實驗參與者的

罰球命中率平均為 78.0%，且每位實驗參與者的命中

率都高於 70%，如表 1 所示。 

 

表 1 實驗參與者 30 次罰球命中率統計表 (N=14) 

  

平均值 ± 標準差 

範圍 

最低 最高 

命中率 (%) 78.0 ± 5.3 76.6 86.6 

 

在再測信度的考驗，入籃角度的進球與未進球的

組內相關係數分別為.983、.976，出手速度的進球與未

進球的組內相關係數分別為.821、.710。所有參數的組

內相關係數均大於 .700，達中高度相關，代表著

94FIFTY 智慧感應籃球在優秀籃球員的測量上具有良

好的再測信度。 

在罰球進球與未進球運動學參數的差異比較，進

球的入籃角度為 39.3 ± 5.7 度，顯著大於未進球的入

籃角度 35.0 ± 5.5 度 (p＜.05)，如圖 3 所示。但是，

罰球進球與未進球的出手速度則未達顯著差異 (進球

4.25 公尺/秒、未進球 4.22 公尺/秒，p＞.05) ，如圖 4

所示。 

 

 

圖 3 進球與未進球之入籃角度差異 (* p＜.05，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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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進球與未進球之出手速度 (N=14) 

 

肆、討論 

本研究以94FIFTY智慧感應籃球比較罰球進球與

未進球的入籃角度與出手速度之差異，結果顯示優秀

籃球員的罰球進球有較大的入籃角度，但出手速度沒

有差異。罰球需要準確性 (Miller & Bartlett, 1996) ，

一位優秀的籃球員無論身體狀態如何，應具備穩定的

投籃動作，以及良好的身體平衡和技能表現上的一致

性，才會有最佳的運動表現 (Hudson, 1982) 。本研究

的實驗參與者為優秀籃球員，罰球命中率均有超過 70 

%，除了各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應是長期受過籃球的

專業訓練，身體具有較佳的平衡控制能力，較能展現

出投籃的表現。過去研究也指出，要增加投籃的命中

率，本體感覺與神經肌肉調控制功能也有關 (林威秀、

黃國堂、邱炳坤、黎俊彥，2009)。 

過去針對投籃動作的運動學分析，主要是使用影

像分析探討投籃距離與動作之間的關係，發現出手角

度與投籃距離成反比，命中率也會隨著距離增加而降

低，即投籃距離越遠，出手角度就越小命中率越低 

(Miller & Bartlett, 1993；錢薇娟，2004) 。另外，投籃

所產生的人體動作與地面反作用力的關係，也會隨著

投籃的距離不同而有所差異 (洪彰岑、莊榮仁、劉宇，

1997) 。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相同投籃距離下，

較大的入籃角度可以增加命中率，但水平方向的分力

亦需足夠將球推到籃框。而要想增加投籃時的出手或

入籃角度，細微的手指變化是影響投籃命中的關鍵 

(麥財振、許壬榮、郭玄龍，1995)。出手時掌心應不

接觸球，僅以手指的力量配合手腕將球投出，方可增

加球的後旋速度以及提高拋物線軌跡  (陳忠強，

2012) 。細微的動作對投籃的準確性也影響非常大 

(田孝倫，2003)，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優秀籃球

員亦可能因為細微手部動作的改變，造成入籃角度的

變化，進而影響命中率。 

投籃是一種身體從下而上，動作連貫全身的協調

動作，且球員投籃時必須利用下肢用力向上推動一個

作用力並運用手腕的延伸力量，才有可能增加投籃時

的出手速度 (湯文慈、孫錦祥、黃亦銘，2009) 。也

有學者指出，投籃動作是很精密的，從接球到出手投

籃，每個動作細節都可能影響到進球與否 (陳忠強，

2012) 。要有好的投籃命中率，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

一個正確的投籃模式，而手肘和手腕角度之間的協調

或連結關係產生相應的球速，也是成功進球的重要關

鍵 (Watanabe, Sato, & Igawa, 2011)。黃英哲 (1993) 

指出，罰球準備動作時間的長短與罰球命中率無顯著

相關，但一致性則呈顯著正相關。本研究與上述研究

相同，顯示優秀籃球員的罰球進球與未進球的出手速

度沒有差異，代表優秀球員在經過長期訓練後，從接

球到投籃已有一套個人的例行動作。 

過去研究指出投籃距離在 4.25 公尺，出手角度為

45 度，且投籃時身體肩關節的角度會因距離的增加而

降低 (Elliott, 1992) 。另一研究探討投籃距離在 3.66

到 5.49 公尺之間，出手角度為 47 度 (Miller & Bartlett, 

1993) 。以上研究在與本研究相近的 4.25 公尺的投籃

距離，其出手角度分別為 45 度及 47 度，與本研究得

到進球的入籃角度為 39 度不盡相同。推測原因可能是

使用的儀器不同，過去研究實驗儀器都使用影像分析

系統，測量的是出手後的球飛行起始角度，在本研究

是使用內建於籃球內的慣性感應器進行測量，需要觸

及籃框時的振動觸發才能找到測量的時間點，因此與

過去研究不同，測量的是入籃角度，從結果比較也可

發現因為出手點與落點有高度差，入籃角度會小於出

手角度。Dobovicnik, Jakovljevic, Zovko & Erculj (2015) 

的研究曾指出，94FIFTY 的原廠建議入籃角度的範圍

應介於 42 至 48 度之間，出手時間 (此處是指該軟體

所顯示的出手速度) 應小於 0.7 秒，但研究結果卻顯

示 3 分線進球有 48.37%的入籃角度會低於建議值 (42

度) ，75.00%的出手時間會高於建議值 (0.7 秒) 。以

上結果與本研究相似，本研究測量的罰球進球入籃角

度的平均值為 39.3 度，出手速度為 4.25 公尺/秒 (換

算成出手時間為 1.0 秒)，均未落在原廠建議值之間。

身高、離籃框距離、個人投籃習慣姿勢都會對入籃角

度有所影響，而原廠建議值並未註明測量參數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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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間的關係。但是，本研究已驗證 94FIFTY 智慧

感應籃球有良好的再測信度，可幫助罰球訓練時給予

入籃角度的立即回饋以調整動作。要注意的是，最佳

的入籃角度會因人、因地而異，若要使用 94FIFTY 智

慧感應籃球，給予罰球訓練時入籃角度的立即回饋，

需先找出多次進球後的平均入籃角度，並以此角度作

為個人化的最佳入籃角度，並學習身體平衡與肌肉協

調，將入籃角度控制在最佳角度的附近，將可提升投

籃命中率。 

 

伍、結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固定投籃距離的罰球動作，

較大的入籃角度 (本研究為 39.3 度) 可以增加罰球進

球的機會。在進行投籃訓練時，可利用具良好信度的

智慧感應籃球，給予入籃角度的即時回饋，修正投籃

細部動作。最佳的入籃角度會因人、因地而異，因此

需先找出多次進球後的平均入籃角度，並以此角度作

為個人化的最佳入籃角度，並學習身體平衡與肌肉協

調，將入籃角度控制在最佳角度的附近，將可提升投

籃命中率。優秀籃球員會有投籃前的例行動作，因此

出手速度不會造成命中率的改變。未來可根據電子感

應軟硬體技術的進步，配合良好的演算法，同時提供

更多與投籃有關的重要運動學參數，例如入籃角度、

出手速度、旋轉速度、左右偏移量等，並增加其準確

度。相信智慧感應籃球必可做作投籃有效的訓練輔助

器材，讓使用者更能夠清楚了解每次出手姿勢的變化，

經過長期訓練後定能增加投籃的運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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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compare the shooting arc and release speed of misses versus swishes of free throws 

with smart sensor basketball, and whether the optimal mode of free throws could be found and the 

smart sensor basketball could be applied practically. Methods: Fifteen elite basketball players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to perform free throws for 30 times. A smart sensor basketball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shooting arc and release speed, and the misses or swishes of free throws were recorded 

as well. Dependent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isses or swishes. Results: 

The shooting arc of swishes of free throw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isses (39.3° ± 5.7 versus 

35.0° ± 5.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release speed. Conclusions: In the fixed 

shooting distance, the higher shooting arc could increase the percentage of goal. A smart sensor 

basketball could be applied practically for a real-time feedback of shooting arc in order to adjust the 

fine shot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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