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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將針對青少年網球選手慣用手、非慣用手的握力表現與網球拍重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

方法：本研究對象為曾接受專業訓練的青少年網球選手共 25 位，研究人員使用 Ert 300 球線測磅

器測量受試者球拍直線與橫線的磅數，並且記錄球拍的重量，再以 Jamar 握力器紀錄慣用手與非慣

用手各三次握力的平均測量值。結果：本研究結果發現球拍重與身高、體重、年齡、慣用手握力、

非慣用手握力、兩手總和握力有相關性 (p <. 05)，與球線磅數無相關性。再經由逐步迴歸統計分析

後，篩選出「非慣用手握力」，最後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只有「非慣用手握力」一項 (p <. 05)。

結論：本研究結論發現，網球選手的身體型態、年齡、握力表現與網球拍的重量呈高度相關，但非

慣用手的握力表現才是主要預測網球拍重量的項目，此結果建議網球選手、教練或相關訓練人員可

運用非慣用手握力表現選擇適當網球拍重量給予青少年網球選手使用。 

 

關鍵字：握力、網球、球拍 

 

壹、緒論

由於網球運動訓練的方法不斷創新，使得職業網

球選手的比賽強度日益提高，擊球的強度與角度已非

20 世紀的職業網球選手所能比擬，劉佳哲與張碧峰 

(2011) 指出職業網壇越來越往高對抗、快節奏、高耗

能的趨勢發展，選手在技術、戰術上的風格更偏向主

動出擊以主導比賽節奏，提升整體技戰術水準為主。

邱豐傑與何國龍 (2015) 於世界職業女子網球選手在

不同場地的攻守研究中提到，現今職業網球選手的擊

球型態與技巧也跟以往的選手不盡相同，目前的職業

網球競賽不管在球速、腳步移位判斷及節奏等各方面

階較過去的職業網球選手更為迅速、精準。依此可得

知，要於現今競爭激烈的職業網壇中佔有一席之地，

選手無非要在各項專項能力加以精進，適當的改善選

手的擊球球速、球質，才能有助於成績的提升。 

運動器材與相關輔助器材的功能、創新與使用將

成為影響運動表現與預防運動傷害的重要因素 (江勁

彥、江勁政、陳帝佑，2004)。例如，諸多文獻指出，

網球拍的重量是影響擊球速度的關鍵之一，詹一民、

廖本民與林秀真 (2007) 亦指出網球拍的拍框上加重

會增加球拍的慣性，以降低擊球時所產生的轉動現象，

轉動慣量較大的球拍雖然可以揮擊出較快的速度，相

對的也需要選手運用較大的力量來揮拍。Cross 與

Bower (2006) 在球拍重量、揮拍速度對於擊球威力影

響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網球選手於相同的揮拍速度下，

使用重的網球拍擊球將會帶來較大的威力。Allen、

Haake 與 Goodwill (2011) 針對網球拍特性的研究中提

及，重的網球拍能多提供 37%的回擊速度，另外，在

回擊上旋球的情況下，重的球拍能夠多提供 23%的回

擊速度。依此可得知，網球拍重量的變化，對於選手

在擊球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重的網球拍將

可能帶來強大的擊球威力。 

網球選手如使用不合適的裝備，將會大幅增加運

動傷害的可能性，例如，球員若使用過重的網球拍，

會造成擊球時產生振動效應，容易造成網球肘或其他

相關的運動傷害 (詹一民、廖本民，2007)。Cross (2001) 

即指出頂尖優秀網球選手經常透過增加球拍的重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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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球拍的性能，並且改善其平衡，進而精進選手擊

球的感覺。而握力是主要反應網球運動員前臂和手部

肌肉的主要元素，同時也是評定選手肌肉整體力量的

標的之一 (柯勇，2013)，黃剛強 (2006) 也以具有代

表性的優秀青少年網球運動員為研究對象，得知握力

為評定優秀網球運動員身體素質的重要指標之一。綜

合上述文獻可得知，強化網球選手的握力將是成為頂

尖選手的要件，並且可避免不必要的運動傷害。另外，

多篇研究發現網球選手的握力表現優劣，顯著影響其

網球技術的發展，例如，Elliott (2006) 提到網球選手

必須有優異的握力，才能維持擊球瞬間球拍的穩定性，

並且透過身體旋轉與作用關節動力鍊順序，將速度與

力量傳送至球拍進行擊球，才能擁有速度與穩定性兼

具的底線抽球；羅國城、林槐庭、蘇芳慶與王苓華 

(2009) 於針對青少年網球選手上肢運動機能與發球

速度之相關研究中發現，網球選手慣用手握力顯著影

響其發球速度。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青少年網球

選手的握力與網球拍重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以期本

研究結果能提供臺灣青少年網球選手及教練平時訓練

時參考之用。 

 

貳、研究方法 

一、 受試者 

本研究對象為曾接受專業訓練的青少年網球選手

共 25 位，受試者皆擁有該歲級之全國排名，且最佳

成績為高中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金牌。受試者平均

球齡為 5.12 年，球齡最長的網球選手為 8 年，球齡最

短的網球選手則為 3 年。在實驗開始前，告知受試者

本研究目的、實驗方式及測試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危險，

依照赫爾辛基宣言，並於受試者須知簽名及請受試者

填寫基本資料，受試者皆為自願參與本研究。受試者

之相關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所有實驗的對象在測試

前一年前未曾有過醫師認定的上肢與下肢的運動傷害。 

 

二、 儀器設備與施測流程 

本研究使用 Ert 300 球線測磅器測量每位受試者

球拍直線與橫線的磅數 (如圖 1 所示)，再以磅秤量測

每位受試者所使用的網球拍重量。受試者的球拍線磅

數與球拍重量量測完成後，研究人員將利用 Jamar 握

力器 (如圖 2 所示) 量測受試者慣用手及非慣用手的

握力表現，進行握力測驗時，將先請受試者保持測驗

姿勢，並將握力器按下歸零鍵後，請受試者盡最大努

力並固定姿勢，直到握力器蒐集完成相關數據，方能

回復姿勢 (如圖 3 所示)。本研究將使用握力器紀錄慣

用手與非慣用手各三次握力的平均測量值。 

 

    

      圖 1 Ert 300 球線測磅器       圖 2 Jamar 握力器 

 

 

圖 3 握力測驗姿勢示意圖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 用 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12.0 版統計軟體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分析

球線磅數、球拍重量與身高、體重、年齡、慣用手握

力、非慣用手握力、兩手總和握力是否有相關性，再

以逐步迴歸統計分析本研究測量變項預測球拍重量。 

 

參、結果 

本研究結果及敘述性統計資料如表 1 至表 3 及圖

2，表 2 為經過 Pearson 積差相關，結果發現球拍重

與身高、體重、年齡、慣用手握力、非慣用手握力、

兩手總和握力有相關性 (p <. 05)，與球線磅數無相關

性。再經由逐步迴歸統計分析後，篩選出「非慣用手

握力」，最後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只有「非慣

用手握力」一項 (p <. 05)，其多元相關係數為.747，

聯合解釋變異量為.559 (表 3)，可見「非慣用手握

力」預測「球拍重」的變異量為 55.9%，其迴歸方程

式如下： 

Y=0.936X+264.999 

Y: 球拍重；X: 非慣用手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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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試者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N=25) 平均數 標準差 

身高 (公分) 166.70 11.56 

體重 (公斤) 53.95 11.89 

年齡 (歲) 14.32 1.57 

慣用手握力 (磅) 35.44 7.88 

非慣用手握力 (磅) 37.48 11.17 

兩手總和握力 (磅) 72.92 18.10 

球拍重 (公克) 300.08 13.99 

球線磅數-橫線 (磅) 50.92 2.83 

球線磅數-直線 (磅) 51.04 3.36 

 

表 2 受試者球拍重量、身高、年齡與握力及球線數之 Pearson 積差相關摘要表 

 球拍重 身高 體重 年齡 
慣用手握

力 

非慣用手

握力 

兩手總和

握力 

球線磅數

-橫線 

球線磅數

-直線 

球拍重          

身高 .523*         

體重 .616* .863*        

年齡 .489* .649* .829*       

慣用手握力 .521* .653* .783* .747*      

非慣用手握力 .747* .597* .745* .710* .799*     

兩手總和握力 .688* .652* .801* .764* .928* .965*    

球線磅數-橫線 -.203 .169 .064 .053 .307 -.082 .083   

球線磅數-直線 -.310 .133 -.004 -.081 .240 -.233 -.039 .873*  

p<.05 

 

表 3 預測變項預測球拍重量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多元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R2改變量 F 值 

非慣用手握力 .747 .559 .559 29.109* 

 

 

圖 2. 青少年網球選手握力表現與球拍重量相關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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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身體型態、生理指標與運動場上的表現是息息相

關的，各種不同的運動都有其相對的體型與生理指標 

(林正常，2005)。本研究結果中指出，青少年網球選手

身高、體重、年齡與網球拍重量呈顯著相關，許樹淵、

張思敏、張清泉與田文政 (2000) 提到網球拍的重量

將影響揮動的順暢度，球拍重，揮拍的力量需要比較

大，此種球拍需要較大的臂力，但由於大的動量擊在

網球拍上，其給予動量大，球飛行的距離加長，反彈

或改變的方向也較大。依此可得知，網球選手於選擇

網球拍時，會依據本身的體能狀態與肌力強度作為衡

量的標準。然而，黎俊彥與黃新作 (1997) 以九對健康

單卵雙胞胎 (monozygotic twins) 為研究對象，探討後

天環境對健康體適能測試的影響，該研究結果亦顯示

身高、體重與最大肌力間有顯著關係。由此顯示，網

球拍的重量與選手的肌力強度有直接的關連性，而身

高、體重亦與最大肌力有高度相關，因此，本研究結

果與上述研究之結論相同。另外，本研究的另一項研

究指標網球的選手的年齡與網球拍重量呈顯著相關，

這與羅國城等人 (2009) 的研究結果是相同的，其研

究中提到網球選手的年齡、身高、體重越高，會提升

選手的球速，且肌肉力量也越強韌，尤其是年齡的影

響程度最明顯，在相同的體重之下，年齡每增加一歲，

平均球速大約會增加 2.1 公里/小時。而在本研究結果

中，造成青少年網球選手的年齡與網球拍重量呈高度

相關，研究者推測本研究的受試者年齡平均為 14 歲，

這是青少年選手的肌力成長期，因此，年齡每增加一

歲，選手的力量提升更為明顯，意即更能夠讓選手使

用重量較重的球拍。 

握力是本研究中另一項與網球拍重量呈顯著相關

的因子，握力在網球運動項目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多位學者將握力能力的表現列為網球選手體能測驗重

要的項目，作為評估網球選手基本運動能力一環 (李

元宏，2011；謝順風，2010；詹淑月，2003)。再者，

網球的擊球動作多半是利用下肢蹬地產生反作用力，

接著運用軀幹的旋轉將重心順暢轉移，銜接上手臂及

手腕的甩動，進而把力量傳達到球拍頭，整個擊球過

程中選手的握力表現，影響著選手擊球動作是否能順

利產生球速，Davey、Thorpe 與 Williams (2002) 的研

究即發現網球選手的握力表現對於控制球拍頭與擊球

時球拍的角度非常重要，而選手能否維持良好的擊球

拍面將影響底線抽球、發球的擊球準確性。翁錫全、

徐國琴、孫世明、林文弢、夏衛智 (2004) 亦提到男子

網球選手的握力明顯優於女子網球選手，但對於慣用

手與非慣用手來說，男子選手慣用手的握力優於非慣

用手。由此可得知，上述研究結果皆顯示網球選手持

拍手 (慣用手) 的握力表現影響著其擊球的效能，但

這與本研究結果不相符，本研究結果指出，網球選手

非慣用手的握力表現能夠預測影響選手的球拍重量，

一般而言，網球選手使用較重的球拍較能增加擊球威

力，有鑑於此，選手通常會優先以提升慣用手的力量

為主，會造成本研究結果之原因，研究者推測，翁錫

全等 (2004) 的研究對象為 2003 年大陸優秀青少年網

球選手 30 位，當時的職業網壇仍然有高比例的網球選

手使用單手反拍，故慣用手的握力表現在其研究中顯

現高度重要性。由於目前的職業網球型態，大多數的

網球選手皆使用雙手反拍，並且非常注重擊球的旋轉

度，因此，可能是多數選手專注於加強慣用手的力量

表現，使得網球選手慣用手的握力表現相去不遠，非

慣用手的握力表現顯得更為關鍵。再者，王思婷、湯

文慈、王思宜與黃長福 (2004) 針對網球選手雙手反

拍肌肉協調型態的研究中指出，非慣用手在進行雙手

反拍擊球時扮演向前加速之作用，若要擁有強而有力

的雙手反拍，提升非慣用手的表現是非常重要的。另

外，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指出，青少年網球選手非慣用

手握力值介於 26-49 磅之間，建議青少年網球選手應

選擇總重量於 287-314 克之間的網球拍。 

本研究結果中，網球線的磅數與網球拍重量呈現

顯著不相關，但過去的網球相關文獻皆提到網球線磅

數的鬆緊程度，將會帶給選手不同的感受，並且也各

有利弊，例如，楊忠祥 (1991) 指出穿線磅數越緊時，

其網球線變形量小，擊球的力道也就減弱，相對地，

高磅數的網球線也提供更穩定的控球效能；網球線磅

數較鬆時，則能讓球在網球線上有較長的停留時間，

而儲存更多的能量，增加擊球的威力，但也因球停留

在球線上時間過長，造成控制能力大幅降低。詹一民

與林秀真 (2005) 認為大部分的網球專業選手傾向使

用 60-65 磅數的球線，但網球線會因時間產生磅數衰

退的狀況，而影響擊球時的穩定性與敏感度。依此可

得知，職業網球選手對於網球線磅數的要求是非常細

緻的，些微的磅數差異都會提供選手不同的擊球手感。

另外，網球線的磅數之選擇是受到網球拍面積所影響，

連玉輝、郭繼華、康正男與王傑賢 (2008) 的研究顯示，

傳統型的球拍面積較小，控球能力優異但彈性最差，

穿線的磅數通常會低一點，建議使用較細的網球線以

增加擊球威力及手感；中拍面的球拍面積較大，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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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磅數通常會較高；大拍面的球拍面積相當大，穿線

的磅數也相當高，所以建議使用耐高磅數張力的網線。

然而，高磅數的網球線雖可增加擊球穩定性，但擊球

時所產生的劇烈振動卻是造成網球選手運動傷害的重

要原因，王鶴森 (2002) 則建議將網球線磅數穿的稍

微鬆一點，因為較鬆的網球線能吸收擊球時所產生的

振動，同時彈性也較好，可以產生較快的球速，並且

對於網球選手肘關節的負擔也較小。 

另外，本研究蒐集數據的過程中，僅針對受試者

網球線磅數進行探討，並未對受試者的網球線種類、

粗細加以討論，這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另一項研究

限制為本研究只針對受試者網球拍重量進行分析，對

於網球拍的重心、平衡點並未納入本研究。未來可將

不同種類的網球線及不同平衡點之網球拍進行分析，

以深入了解網球器材對於網球選手的影響。 

 

伍、結論 

本研究結論發現，網球選手的身體型態 (身高、

體重)、年齡、握力表現與網球拍的重量呈高度相關，

但非慣用手的握力表現才是主要預測網球拍重量的項

目。然而，現今職業網壇中，無論是男子或女子選手，

皆要求強力且具有高度旋轉擊球。因此，雙手反拍已

是目前頂尖職業網球選手的主要擊球型態，故非慣用

手握力表現對於網球選手是非常重要地，此結果建議

網球選手、教練或相關訓練人員應針對非慣用手的握

力特別加強，以提升網球選手的擊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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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ip force and weight of tennis 

racket for junior tennis players. Method: Twenty-five junior tennis players were voluntarily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taked the Ert300 tennis computer to measure the netters strength of the 

racket when recording the racket weigh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ip force was taken measurement 

with Jamar Dynamometer for three times, and the same time to record both hands force. Results: The 

result found that the racket weight was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height, weights, age, grip force of 

dominant and non- dominant hands, and sum of both hand grip force. But it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string strength of racket. Then, by the step- 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nly grip force of non- dominant 

hands was be select into significantly variable parameter. Conclusion: The study was revealed the 

tennis players' body type, age, and grip force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racket weight. The grip 

force of non-dominant hands was mainly estimated racket weight. We suggests that the coaches, 

players or trainers needed considerate the grip force of non-dominant hands to select appropriate 

weight of the racket for junior tennis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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