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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構一符合國際標準規範之網棒球球體檢測並進行信效度檢驗。方法：首先依據美國國家運

動器材標準執行委員會  (National Operating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Athletic Equipment, 

NOCSAE) 規範，並同步參考國際檢測實驗室美國南方撞擊研究中心 (Southern Impact Research 

Center,SIRC)，建立符合球體之檢測儀器與測試流程。再進行施測者間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

與再測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 的檢測，最後與國際檢測單位 SIRC 的檢測數值比對進行效度檢

測。測試項目包含重量、圓周、壓縮值與恢復係數，統計方法以組內相關係數分析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進行信度與效度的考驗。結果：施測者間信度方面，重量 (ICC=1.000) 及

圓周 (ICC =.933) 達高信度；再測信度方面，重量 (ICC=.996)、圓周 (ICC =.839)、壓縮值 (ICC=.815) 

及恢復係數 (ICC=.825) 達高信度；效標效度方面，重量 (ICC=.999)、圓周 (ICC=.873)、壓縮值 

(ICC=.820) 與恢復係數 (ICC=.899) 具有高效度。結論：本研究建構符合國際標準規範之網棒球球

體檢測，具有高信度和效度，因此網棒球球體應可在國內先進行初步檢測後出口，增加效率與時效

性；另外，與網棒球有相同檢測標準規範的其他球體，可在符合國際標準規範之球體檢測流程下，

進行相同測試項目之球體檢測。 

 

關鍵字：袋棍球、球體表現、壓縮測試、恢復係數 

 

壹、緒論

網棒球(lacrosse或稱袋棍球)目前主要盛行於北美

地區，比賽中每位球員手持一個頂端具有網狀袋子的

球棍，作為帶球、傳球與射球的工具，並將球體射入

對手的球門內，進球較多者為勝利方。防守方可用球

棍來打擊球體與擾亂敵方，也可身體碰撞進行合法的

進攻與防禦等方式阻止對手射門，比賽過程相當激烈，

不亞於美式與英式橄欖球。正因如此，網棒球的保護

裝備不可少，如安全帽、面罩、身體護具、手套等，

用來保護身體避免意外撞擊與棍棒揮擊所帶來的嚴重

傷害，以降低嚴重或致命性傷害的風險，如腦震盪、

骨折、甚至當場死亡等 (Hall et al., 2013; Lincoln, 

Hinton, Almquist, Lager, & Dick, 2007; Maron, Poliac, 

Kaplan, & Mueller, 1995)。 

除身體碰撞之外，網棒球球體也是導致重大傷害

的可能性之一。比賽中網棒球球體飛行速度極快，有

如棒球球體一樣可達 70 mph 以上，加上容許球員利用

身體來阻擋對方傳接與射門，所以被速球擊中而受傷

的機率極高(Diamond & Gale, 2001; Goldenberg & 

Hossler, 1995)，若是在球體過硬或過小等條件下擊中

人體要害，就算球員穿戴護具，也恐穿透而提高致命

性傷害的風險，突顯出球體製作與物理特性規範的重

要性。 

目前網棒球球體主要依據非營利組織 NOCSAE

之規範，其成立目的為訂立運動器材的標準與認證，

以降低運動員受傷與死亡機率的球體物理特性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檢測項目根據 NOCSAE DOC 

049-14m15 (2015) 規範之 6.2 (第 6 項第 2 點)，規定重

量 (weight) 不得少於 5 盎司或重於 5.25 盎司 (141.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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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8g)；ND 049-14m15 規範之 6.3，規定圓周 

(circumference) 不得少於 7.75 吋或大於 8 吋 (19.68 

cm～20.32 cm)，直徑為 2.46~2.54 英吋 (6.266 cm ~ 

6.468 cm)；ND 049-14m15 規範之 6.4，規定下壓球體

直 徑 25 % 公 分 數 的 壓 縮 測 試 值 

(compression-displacement, C-D, at 25 % displacement) 

必須介於180~210磅之間；ND 049-14m15規範之6.5，

規定恢復係數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COR) 必須介

於 0.60~0.70 之間，若以上項目皆通過，可進行合格

標章製作，並清楚印製於後續大量生產之球體表面

上。 

目前網棒球球體檢測主要送往具有國際公信力的

檢測實驗室 SIRC，此實驗室為國際級運動用品檢測服

務的主要實驗室，創立於 1995 年美國田納西州 

(Tennessee)，致力於降低器材造成傷害的研究與檢測，

目 前 已 通 過 美 國 實 驗 室 認 證 協 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A2LA) 的核

可認證，且實驗室檢測流程標準皆符合 ISO 9001:1994

與 ISO 17025 的標準要求，因此，SIRC 可謂是最具

公信力的檢測實驗室。 

臺灣為網棒球球體主要的代工廠，製造後的球體

需符合國際規範，以避免嚴重性傷害的發生，但因國

內尚無標準的檢測規範，相關產品必須送至美國的

SIRC 進行一系列檢測，上述過程不僅費時且不符合經

濟效益。因此，於國內建構符合國際標準的網棒球球

體檢測規範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本研究目的在於構

一符合國際標準之網棒球球體檢測流程。 

 

貳、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如圖一所示實驗流程分為四個階段，包含建構符

合國際標準之球體檢測實驗室，依據 NOCSAE DOC 

049-14m15 (2015) 標準並同步參考國際檢測單位

Southern Impact Research Center (SIRC) 實驗室，再分

別進行施測者間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再測信度 

(test-retest method) 及效標效度檢測。本實驗各階段之

網棒球檢測樣本由台灣健樂有限公司 (Orient Bridge, 

Inc., Taipei, Taiwan) 提供，因此在檢測樣本之數量皆

不相同，詳細球體檢測之儀器與流程內容於球體測試

流程內說明。 

施測者間信度總共以 24 顆網棒球球體做為檢測

樣本，考驗人與人之間之客觀評定信度，檢測項目包

含重量及圓周。實驗流程為全部 24 顆球體先由檢測員

A 檢測，再由檢測員 B 進行檢測，避免檢測員之間互

相干擾，兩名檢測員須同時於 24 小時內完成檢測，並

透過其檢測結果進行一致性與穩定性的檢驗。 

再測信度總共以50顆網棒球球體做為檢測樣本，

考驗網棒球球體測試次與次的再測信度，檢測項目包

含重量、圓周、壓縮值及恢復係數。由同一檢測員於

不同天進行兩次檢測，並透過其檢測結果進行一致性

與穩定性的檢驗。 

效標效度檢測總共以 18 顆網棒球球體為檢測樣

本，進行效標效度檢測法，檢測項目包含重量、圓周、

壓縮值及恢復係數。首先分成 A 組 11 顆與 B 組 7 顆。

檢測流程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兩組球體由 SIRC

實驗室先檢測完成後，再由本實驗室進行檢測，最後

以 SIRC 實驗室檢測值為效標，比對兩實驗室檢測數

值相關性，並透過其檢測結果進行效度的檢驗。 

圖一、實驗流程 

 

二、檢測流程 

根據 NOCSAE DOC 049-14m15 (2015) 規範之 4 規定

球體於測試前須進行溫溼度控制，再依據規範之 5 進

行重量、直徑、圓周、壓縮測試與恢復係數項目的檢

測，檢測流程如圖二所示： 

 

 

圖二、球體測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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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控制規範 

將欲測試之網棒球球體置入溫度 72 ± 4℉，溼度

50 ± 10﹪的恆溫恆溼控制間 24 小時後進行檢測，各

項目規範如後。 

 

（二）重量 

根據規範之規定採用最小靈敏度  (resolution) 

0.005 盎司之電子磅秤  (MS1602S, Mettler Toledo 

International Inc., USA)測量球體重量，每顆球體量測

三次，並將三次量測值平均作為球體重量之數值 (四

捨 五 入 取 至 小 數 點 第 二 位 ) 。 NOCSAE DOC 

049-14m15 (2015) 規範之 6.2規定重量 (weight) 不得

少於 5 盎司或重於 5.25 盎司。 

 

（三）圓周 

根據規範量測球體水平 (標記上)、垂直 (接合線

上) 直徑 (如圖三紅線處)，共需量測兩次，取其平均

值，為此球體直徑，再將直徑乘以圓周率  (π

=3.141592654)，做為此球體圓周長，單位為英吋 

(inch)，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水平 (標記上) 垂直 (接合線上) 

圖三、球體直徑量測 (紅線處為量測位置) 

 

（四）壓縮值 

根據規範之規定，需參照 ASTM F 1888-09 (2009) 

規定之棒壘球壓縮形變標準測試方法，以萬能試驗機

(The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MTS system) 進行測

試，先計算球體直徑 25 %公分數後，將球體放置在兩

片鋼板之間，球體放置方式為接縫線需平行於底下鋼

片，預壓值需少於 0.05 磅，而後再進行垂直加壓至球

體直徑 25 %公分數時停止，使用負荷傳感器

(1020AF-125KN-B, Interface, USA) 記錄當時的壓縮

值，單位以磅 (lbs) 來記錄，四捨五入取小數點第二

位。依據 NOCSAE DOC 049-14m15 (2015) 規範之 6.4，

規定下壓球體直徑 25 %公分數的壓縮測試值必須介

於 180~210 磅之間。 

（五）恢復係數 

根據規範之規定，需參照 ASTM F 1887-09 (2009) 

規定之棒壘球恢復係數標準測試方法。採用揮臂式發

球機(JY-E677-28, Taiwan) 控制測試時之發球速度必

須為60 ± 3% mph；撞擊的高度必須離地面120公分；

本實驗以光閘式速度感應系統 (Model 57 Infrared 

Ballistic Screens, Oehler Research, USA)進行球體出速

度與入射速度的量測，設置規格為撞擊面到第一片測

速光閘 30.48 公分，第一片到第二片測速光閘 30.48

公分；而發球機距離撞擊面為 243.3 公分，使球體可

撞擊於撞擊鋼板中心 15.24 公分的範圍內，並反彈經

過第二片測速光閘中心的 30.48 公分範圍內。每一顆

測試球測 6 次，且每次測試必須間隔 30 秒以上，將每

次的出速度除以入射速度，以 6 次比值平均值作為其

恢復係數  (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三位 )。依據

NOCSAE DOC 049-14m15 (2015) 規範之 6.5，規定恢

復係數必須介於 0.60~0.70 之間。 

 

三、統計方法 

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7.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統計分析，以組內相關係數分析(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進行信度與效度考驗。大於 0.7 為高

度相關，小於 0.4 則為低相關。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5.0 版進行統計分

析，所有數值以平均數±標準差(Mean ± SD)表示，並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組間，各分段於划幅、划頻

及速度之差異。所有顯著水準均訂為 α=0.05。 

 

參、結果 

一、施測者間信度 

如表一所示，施測者間信度檢測在重量(ICC=.999)

及圓周 (ICC =.917) 的檢測結果均達高信度。 

 

表一、施測者間信度 

 檢測員 A 檢測員 B ICC 

重量 (oz.) 5.08 ± 0.09 5.08 ± 0.09 1.000 

圓周 (inch) 7.81 ± 0.07 7.79 ± 0.04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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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測信度 

如表二所示，再測信度檢測在重量 (ICC=.996)、

圓周 (ICC =.839)、壓縮值 (ICC=.815) 及恢復係數 

(ICC=.825) 的檢測結果均達高信度。 

 

表二、再測信度 

 第一次檢測 第二次檢測 ICC 

重量 (oz.) 5.16 ± 0.03 5.14 ± 0.03 .996 

圓周 (inch) 7.77 ± 0.02 7.77 ± 0.03 .839 

壓縮值 (lbs) 196.08 ± 2.70 186.57 ± 2.25 .815 

恢復係數 0.630 ± 0.003 0.614 ± 0.003 .825 

 

三、效標效度檢測 

如表三所示，SIRC 實驗室與本實驗室之間效標效

度檢測在重量 (ICC=.999)、圓周 (ICC=.873)、壓縮值 

(ICC=.820) 與恢復係數 (ICC=.899) 的檢測結果具有

高效度。 

 

表三、效標效度結果 

 SIRC 實驗室 本實驗室 ICC 

重量 (oz.) 5.14 ± 0.07 5.12 ± 0.07 .999 

圓周 (inch) 7.80 ± 0.03 7.81 ± 0.05 .873 

壓縮值 (lbs) 200.37 ± 5.33 206.18 ± 8.88 .820 

恢復係數 0.638 ± 0.020 0.633 ± 0.011 .899 

 

肆、討論 

從 ICC 顯示重量、圓周、壓縮值與恢復係數的檢

測，在施測者間信度、再測信度及校標效度上有良好

的信度與效度。施測者間信度檢測達高信度，重量與

圓周之兩組數據差異極小，因球體在壓縮值與恢復係

數檢測時，需承受破壞性極高的壓縮與撞擊，若沒有

適當的恢復時間，球體壓縮值與恢復係數會有不同之

結果，因此施測者間在 24 小時完成的限制下，沒有進

行壓縮值與恢復係數之信度考驗。再測信度與效標效

度檢測皆達高信度與效度，其中重量、圓周及恢復係

數之兩組數據相當接近，唯獨壓縮值部分約有

5%(|(186.57-196.08)/196.08|) 及 3%(|(206.18-200.37)/ 

200.37|) 的差值。此壓縮值差異有可能為不同測試儀

器或環境濕度造成的影響，因過去研究曾比較濕度控

制於 30%與 55%的軟式棒球的物理特性差異，發現其

恢復係數差不到 1%，但壓縮值卻有 21%的差距(Duris 

& Smith, 2004)，可看出濕度對於球體壓縮值有較大的

影響力，而本研究差異最多為 5%和過去研究 21%相

比之下，應仍在可接受範圍內。在標準規範中溼度控

制為 50 ± 10﹪，濕度最大差距可達 20%，仍須注意

濕度對於壓縮值量測的影響，可藉由記錄樣本控制之

溫濕度讀值，做為日後判斷依據。 

由於檢測時除了環境控制的影響因素外，還有人

員操作與儀器穩定等因素，都有可能影響檢測結果，

所以檢測實驗室的結果需進行評估；本實驗室檢測之

網棒球球體主要外銷至美國地區，因此實驗室認證標

準是以美國的安全器材協會  (Safety Equipment 

Institute, SEI) 為主，本實驗室已通過安全器材協會的

稽核。由此可見，本實驗室具有相當的檢測網棒球能

力，球體應可在國內先進行初步檢測後出口，減少不

合格球體往返美國檢測浪費的時間與金錢，增加效率

與時效性。 

除了網棒球運動，棒球、壘球等等運動的球體，

也都是造成嚴重性傷害的風險之一(Crisco, Hendee, & 

Greenwald,1997; Fleisig et al., 2006; Heald & Pass, 

1994; Nicholls, Miller, & Elliott, 2005; Viano, McCleary, 

Andrzejak, & Janda, 1993; Vinger, Duma, & Crandall, 

1999)。球體重量與選手受傷機率有關；根據 Fleisig et 

al(2006)研究發現，棒球球體重量與投手投擲時的肩肘

關節力矩有關，投擲較輕的球體會產生較小的肩、肘

關節力矩，可預防投手因重複性投擲於肩、肘關節累

積的傷害。過去研究亦曾發現投擲重量介於 100g 至

175g 之間棒球不會改變原有的投球動作或投球時序

性，且 100g 至 125g 棒球可做為增加球速之投球訓練

重量，而 175g 棒球則可做為增加肌力之彈震式訓練的

投球重量(江昆達、劉  強、高英傑，2010)，以訓練

角度而言，可以選擇 100g 的重量球體做為增加球速的

球體訓練重量(劉  強，2009）。由於運動器材是近代

影響競技運動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陳全壽，2014)；

因此球體重量等各項規格需定期進行測量。 

球體的大小被認為是有助於心臟震盪發生的因素

之一(Maron& Estes III, 2010)；壓縮值則與球體撞擊人

體後的傷害程度有關，過去研究曾以模擬方式得知，

若將棒球球體改良成相對傳統棒球較輕且軟的球體特

性，可降低與球體碰撞後所造成傷害程度 (Crisco et 

al., 1997)，也可降低致命性心律失常的發生頻率 (Link 

et al., 1998; Link et al., 2002)；恢復係數代表球體在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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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後的回擊球速度；恢復係數為球體回擊球速度，

Heald 與 Pass (1994) 和 Viano et al. (1993) 利用屍體

的實驗結果顯示人體頭骨在回擊球速度 26.2m.s-1 的

情況下就會發生骨折；Goldenberg 與 Hossler (1995) 

提及網棒球運動於長傳時可能導致頭部與臉部的傷害，

原因除了運動員較差的判斷力，也可能因球棒緊繃的

網袋造成球反彈而擊中球員臉部。 

NOCSAE 對於球體之重量、圓周、壓縮值與恢復

係數都有嚴格的規範其標準範圍，棒球、壘球所包含

的檢測項目與網棒球相同  (NOCSAE DOC 027- 

12m15, 2015)，均依據 ASTM F 1888-09 (2009) 規定之

棒壘球壓縮形變標準測試方法，以及 ASTM F 1887-09 

(2009) 規定之棒球恢復係數標準測試方法等進行，因

此可在符合國際標準規範之球體檢測流程下，進行相

同測試項目之球體檢測。 

 

伍、結論 

檢測目的為確認球體符合國際標準規範之規定，

並提供國內立即且具有高信效度之檢測，也確認球體

於運動時具有公平性與安全性，綜合以上結果，由本

實驗室建置之檢測人員、儀器及流程，應可將網棒球

球體在國內先進行初步檢測後出口，減少不合格球體

往返美國檢測浪費的時間與金錢，增加效率與時效性；

同時本實驗室已通過美國的安全器材協會(SEI)稽核。

除此之外，也可避免球體不符合標準之因素所產生的

運動傷害，提供運動員於競賽中安心使用。建議本研

究建構之檢測實驗室亦可針對與網棒球有相同檢測標

準規範的其他球體，在符合國際標準規範之球體檢測

流程下，進行相同測試項目之球體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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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Construction of the lacrosse ball test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urther 

conduct the examin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First, according to standard of 

National Operating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Athletic Equipment and the testing procedure of 

Southern Impact Research Center (SIRC), to construct testing instruments and test procedures 

compliance with lacrosse ball.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ere conducted. 

Final, to identify the testing validity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esting authority SIRC. The 

testing item contained weight, circumference, compression-displacement, and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Results: 

In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eight (ICC=1.000) and circumference (0.933) reached high reliability. In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eight (ICC=0.996), circumference (ICC=0.839), compression-displacement 

(ICC=0.815) and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ICC=0.815) reached high reliability. In criterion validity, 

weight (ICC=0.999), circumference (ICC=0.873), compression-displacement (ICC=0.820) and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ICC=0.899) reached high validity. Conclusions: Lacrosse ball test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as constructed, and had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us, 

lacrosse ball should be tested preliminarily in the domestic at first and then export. Avoiding 

lacrosse ball of unqualified roundtrip the United States to test,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and 

timeliness. Recommend revising according the different test method of ball, and should help the 

same test items for testing after ident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Key words: ball performance, compression-displacement,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