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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之動態轉動慣量網球拍對揮拍速度與主觀感受之立即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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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正拍擊球為現代網球主流，揮拍速度是正拍擊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目的為利用動
態轉動慣量之概念，設計創新的揮拍速度訓練用網球拍 (以下稱 : DMOI 球拍) ，驗證 (一) 使用
DMOI 球拍進行揮拍訓練後對揮拍速度之立即影響； (二) 使用 DMOI 球拍之主觀感受。方法 : 本
研究徵召共 26 名大專層級的甲組球員與乙組球員，分別進行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之揮拍，在使
用前後進行加速初期速度、加速後期速度、以及揮拍主觀感受等測試。使用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依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相關參數。結果 : 當前研究發現 (一) 甲組與乙組使用 DMOI 球拍
揮拍訓練後，於加速初期與加速後期均顯著增加立即揮拍速度； (二) 甲組揮擊 DMOI 球拍主觀
感受於流暢滿意度項目滿意度顯著低於一般球拍，乙組揮擊 DMOI 球拍主觀感受於加速初期省力
度顯著高於一般球拍。結論 : 在經過 DMOI 球拍訓練後，相較一般球拍訓練，甲組與乙組選手均
更能有效增加揮拍速度。因此，建議 DMOI 球拍可做為提升大專網球球員揮拍速度的訓練器材之
一。
關鍵詞：揮擊運動、訓練器材、動作分期
壹、 緒論
網球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全球共計
超過七千五百萬人參與此運動 (Pluim et al., 2007) ，
隨著科技進步，球風從傳統的發球上網與底線強力
抽球，球員身體素質與球拍的優化使網球的競技素
質大幅進步，演化至今，現代網球以強調擊球能力
為主的強力網球為主流 (Power Tennis) (連玉輝、
2004；黃僅喻、張凱隆、劉錦璋、吳忠芳，2014) 。
正拍擊球為比賽中使用最頻繁，且最有利的得分方
式，正拍不只用來穿越網前的對手，也可用以得分
或是結束球局，是現代網球時代的關鍵技能之一
(Johnson & McHugh, 2006；江中皓，2003) 其中，
擁有出色擊球能力最重要的一項因素是揮拍速度
(Landlinger, Lindinger, Stöggl, Wagner, & Müller,
2010) 。根據先前研究，更加快速的揮拍可以使比
賽中的對手增加壓力，迫使對手需於更短的時間內
調整步伐，使對手更容易產生反應、移位與揮拍不
及，最終造成對手失誤或失分 (Landlinger et al.,
2010) 。過去研究更指出，對比青少年組網球選手，
菁英組的網球選手往往能產生更高的揮拍速度
(Iino & Kojima, 2001) ，因此增加球拍的揮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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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球運動訓練中一直是一項重要的議題。
過去對於如何增加揮拍速度的研究發現，在使
用阻力扇作為網球揮拍訓練器材時，儘管與訓練動
作的揮拍動作相似，更可以依使用者能力而自動調
節阻力，揮拍速度越快阻力就越大，然而初學者使
用效果顯著，不過專業球員經訓練後，卻呈現反效
果 (Ringo, Scheeler, Kidston, Isosaari, & Cosio-Lima,
2010) 。亦可選擇使用藥球作為網球的阻力訓練來
源，雖訓練動作較接近揮拍動作，但最終在提升揮
拍速度的同時，卻使擊球準確率下降，其因為過多
的力量輸出，導致肌肉協調性的不準確，最終，該
研究建議將藥球歸類為特殊阻力訓練，並建議另外
安排其他技巧性訓練做為阻力訓練的輔助
(Genevois, Frican, Creveaux, Hautier, & Rogowski,
2013) 。
Cross 與 Bower (2006) 的研究結果指出，在壘
球、高爾夫球與網球等揮擊運動中，相同質量下的
揮拍速度會隨著球拍或球棒質量的減小而增加，因
球員揮動球拍或球棒的最大速度會因為轉動慣量
(Moment of Inertia) 的增加而有所下降 (Allen et al.,
2018; Liu et al., 2011; Mitchell, Jones, & Ki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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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rah, Choppin, & James, 2015) ，故根據上述可得
知重量及轉動慣量特性是提高揮拍速度的重要因素
之一。運用轉動慣量之概念，先前研究進一步使用
動態轉動慣量 (Dynamic Moment of Inertia；以下簡
稱 DMOI) 輔助訓練棒球揮棒練習，結果顯示 DMOI
球棒能比一般球棒揮動得更快且更省力 (Liu et al.,
2011; 林國華，2007)，並顯著提升 6.20%揮撃速度
(Liu et al., 2011) ，其理論基礎為 DMOI 概念及生物
力學，設計概念為啟動時滑動質量靠內側，轉換滑
動質量小，利於啟動，並在動作過程中，轉換滑動
質量靠向外側，使動作後期提升動量。
在講求運科與專項訓練的年代，應當正確的安
排訓練規劃，縮短球員成績停滯不前的情況 (吳忠
芳、陳麗玉、何正斌、黃僅喻、陳志榮，2015) 。
然而據作者所知，先前 DMOI 概念僅應用於棒球運
動中。因此，本研究針對網球運動所設計 DMOI 網
球球拍，欲提升網球運動競技表現。本研究目的為
使用具提升揮拍速度及外觀相似的 DMOI 球拍，並
驗證本研究使用之 DMOI 網球球拍對訓練後立即
效果及主觀感受之影響。本研究假設 DMOI 網球球

DMOI 球拍 (圖 1) 與一般球拍 (圖 2) 由同一
款網球拍製作 (空拍重量：340g；球拍平衡點：30.5
cm；穿線規格：16 x 19) ，其長度和質量一致，但
揮拍質量則有不同。依據先前研究動態轉動慣量球
棒的比例設計製作球拍，動態轉動慣量球棒的滑動
質量佔總重 16％ 。自行設計動態轉動慣量球拍總
重 369 公克，滑動質量 65 公克佔總重 17.62%；經
球 拍 轉 動 慣 量 檢 測 機 (MOI measurement, Victor
Corp, Taiwan) 測試後，DMOI 球拍的滑動質量於最
近端時揮拍質量為 321kg*cm2，滑動質量於末端時
揮拍質量為 385kg*cm2，於近端時揮拍質量為 321
kg*cm2；一般球拍的揮拍質量則是 324kg*cm2。
本研究 DMOI 球拍概念，利用球拍啟動初期滑
動質量靠握把，因此於啟動初期擁有較低的揮拍質
量，能以較少的肌肉單位揮動球拍，並在揮過程中，
滑動質量因離心力靠向球拍末端移動，質量滑動使
後期保有加速作用。依據轉動慣量理論，質量分佈
與旋轉軸心之間的距離會影響轉動慣量的差異。換
而言之，當球拍質量較小或球拍重心接近旋轉軸心，
轉動慣量較低，使揮動過程可以更容易揮動與控
制。

拍能利用質量轉移而提高揮拍速度。
貳、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徵召 12 名 (身高：174.50 ± 5.81 cm；體
重：67.58 ± 7.25 kg；年齡：20.75 ± 2.49 years；球
齡：10.17 ± 3.49 years) 大專男子甲組網球運動員
(以下簡稱：甲組球員) 與 14 名 (身高：172.43 ± 7.15
cm；體重：66.21 ± 12.20 kg；年齡：25.57 ± 4.69 years；
球齡：8.50 ± 5.67 years) 大專男子乙組網球運動員
(以下簡稱：乙組球員) 為受試者。甲組球員需從事
網球運動七年以上，每週訓練次數至少四次，每次
訓練二小時以上；乙組球員須從事網球運動三年以
上，每週訓練二次，每次訓練一小時以上，所有受
試者於實驗前六個月無任何骨骼與肌肉受傷紀錄。
本研究為確保受試者權益，實驗測試全程依據赫爾
辛基宣言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進行。
二、DMOI 球拍設計
本研究參照劉強 (2002)與林國華 (2007) 開發
設計 DMOI 球棒之概念，使用市售比賽用之網球球
拍 (Pro Staff RF97, Wilson, USA) 修改而成 DMOI
網球球拍，球拍外觀設計與一般網球球拍相似，於
球拍中央放置一支中桿，使滑動質量在揮拍時能夠
由內而外的滑動，藉此提升揮拍啟動速度即加速初
期，滑動質量向末端滑動進而增加動量並提升球速
即加速後期。控制組球拍使用與 DMOI 球拍相同型
號之球拍 (未經 DMOI 修改之球拍) 。

圖 1. 動態轉動慣量 (DMOI) 球拍滑動質量於遠端
處。

圖2. 一般球拍。
三、測試流程
本研究依平衡次序法分別進行 DMOI球拍組與
一般球拍組測試。測試前，對受試者詳細說明實驗
流程、實驗安全性與實驗目的，並填寫個人基本資
料與實驗同意書。實驗說明完成後請受試者進行統
一熱身程序，內容包含：慢跑 5分鐘、最大努力 20
公尺衝刺 4組、以及使用彈力帶進行前臂、單手肩
推、手腕等身體部位動態熱身，使用一般球拍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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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 10分鐘，並熟悉 DMOI球拍與一般球拍之操
作。
正式實驗所有受試者於正規網球球場底線，使
用閉鎖式站姿 (square stance) 雙腳與肩同寬，要求
手握球拍位置需與正式比賽時相同，並由原隊教練
於實驗期間監督動作正確性。過程中，分別於受試
者前足與後足正面各架設揮拍速度測試系統
(swing velocity detection system，UK-01，優特運動
科技有限公司，台灣) ，擷取頻率設為 1000Hz，於
受試者每次揮拍，擷取網球拍面中心分別經過前足
(加速前期) 與後足 (加速後期) 時，單一時間點之
揮拍速度。受試者先採平衡次序進行DMOI球拍組與
一般球拍組測試，測試完成後，受試者填寫揮拍
DMOI球拍與一般球拍主觀感受問卷。所有受試者實
驗進行順序為：(一) 揮拍速度之立即影響測試；(二)
主觀感受問卷測試。
(一)揮拍速度之立即影響測試
本研究擷取揮拍動作模擬正式比賽中的攻擊球
揮拍速度 (無擊球，僅模擬揮拍動作) ，研究人員將
於實驗中指示受試者揮拍速度以個人最大速度進行。
實驗採平衡次序進行 DMOI球拍組與一般球拍組測
試 ，DMOI球拍組依序為前測、DMOI球拍揮拍
練習介入及後測；一般球拍組依序為前測、一般球
拍揮拍練習介入及後測。揮拍訓練介入與前、後測
內容為：一般球拍揮擊3次 (前測) ；DMOI球拍/一
般球拍揮擊5次 (揮拍訓練) ；一般球拍揮擊3次 (後
測)，揮拍速度之立即影響測試流程如圖3。
前測與後測使用之測驗球拍均為一般球拍，並
要求受試者以為最大努力揮擊。每次揮擊後休息 30
秒，前測結束後休息 1分鐘，各球拍訓練組間休息 3
分鐘。訓練結束立即進行後測，完成第一項球拍組
測試 (DMOI球拍組或一般球拍組) 後，結束皆休息
5分鐘再進行第二組測試。待受試者完成測試後進行
問卷填寫。

(二)主觀感受問卷測試
揮拍速度立之立即影響測試完成後，受試者填
寫揮拍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主觀感受問卷。此問
卷修改自過去應用在評估運動器材的主觀問卷 (陳
韋翰、林駿佑、楊雯雯、劉 強、相子元、蔡邦和，
2014)，內容可分為：速度感 (球拍揮擊時的速度程
度) 、省力感 (球拍揮擊時的省立程度)、滿意度 (球
拍操控、流暢與設計滿意度) 與意願性 (是否願意使
用此球拍作為訓練器材意願度)。問卷內容如表 1 所
示。
表 1. 受試者主觀問卷內容
類別
內容
速度感
加速初期揮動加速程度？
加速後期揮拍速度感受？
整體揮拍速度感受？
省力感
加速初期揮動省力程度？
加速後期揮拍省力感受？
整體揮拍過程省力感受？
滿意度
揮拍的操控性滿意度？
揮拍的流暢性滿意度？
球拍設計的滿意度？
意願性
使用此球拍訓練意願程度？
註：評分方式為 1-10分，1代表最差，10代表最好。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參考並先前研究閉鎖式正拍揮拍動作分
期定義 (Ryu, McCormick, Jobe, Moynes, & Antonelli,
1988)，並針對本研究修改與定義為：揮拍準備期 (圖
4-1) ；加速前期 (圖 4-2) ；加速後後期 (圖 4-3)；
加速跟隨期 (圖 4-4) 。針對加速前期與加速後期進
行分析，定義圖 4-1~2 為加速期前期 (球拍頭從開
始揮擊至球員後支撐腳) ； 圖 4-2~3 為加速後期
(球拍頭超過後支撐腳至前支撐腳)。透過揮拍速度測
試系統，擷取揮拍速度之立即影響測試中，前測與
後測各 3 次揮拍平均值，作為比較 DMOI 球拍組與
一般球拍之參數。計算前測與後測之差值，用以評
估經揮拍訓練後所產生的效果，公式：後測 − 前測
= 差值。受試者主觀問卷內容以各題得分平均值為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比較之參數。

圖 3. 揮拍速度之立即影響測試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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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正拍揮拍動作分期。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0.0套裝軟體進行分析 (IBM
Corp, Inc) 。針對DMOI球拍與一般球拍之揮拍速度
前測與後測差值，進行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two-way ANOVA with repeated measures) (2 甲乙組
× 2 DMOI球拍與一般球拍)；甲組球員與乙組球員分
別以相依樣本t檢定進行考驗，比較 DMOI球拍與一
般球拍對加速初期與加速後期速度的立即性影響、
主觀感受之差異。所有顯著水準皆訂為 α = .05。
参、結果
一、揮拍速度之立即影響測試
經重複量數二因子檢定後，觀察到 DMOI 球
拍與一般球拍於加速初期之間的差值達顯著差異
(DMOI 球拍: 10.92 ± 1.42；一般球拍: -3.00 ± 0.73；
F = 82.051；p = 0.000)，球拍 x 組別與所有受試者均
無觀察到顯著差異 (表 2)；所有受試者使用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於加速後期之間的差值達顯著差
異 (DMOI 球拍: 7.62 ± 1.32；一般球拍: -3.71 ±
1.22；F = 31.851；p = 0.000) (圖 5)，球拍 x 組別與
受試者間均無觀察到顯著差異 (表 3)。
表 2. 重複量數二因子檢定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
於加速前期之差值
SS
參數
球拍
2504.358
球拍x組別 17.867
組別
受試者間
0.575
誤差 842.048

df
MS
1 2504.358
1
17.867
1
24

0.575
35.085

F
p值
82.051 0.000*
0.585 0.452

圖 5. 重複量數二因子檢定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
於加速前期與加速後期之差異。

表 3. 重複量數二因子檢定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
於加速後期之差值
SS
參數
球拍
1657.405
球拍x組別 103.330
組別
受試者間
0.050
誤差 842.048

df
MS
1 1657.405
1
103.330
1
24

0.050
35.085

F
p值
31.851 0.000*
1.986 0.172
0.002 0.969

註：SS=平方和；df=自由度；MS=均方；* p≦0.05。
經相依樣本 t 檢定後，結果顯示 12 位甲組球
員進行 DMOI 球拍揮拍練習的加速初期 (Pre：
88.33 ± 10.66km/h；Post：99.73 ± 11.80km/h；p = .000)
與加速後期 (Pre：91.29 ± 18.11；Post：100.35 ± 23.04
km/h；p = 0.000) 速度均達顯著進步。進行一般球
拍揮拍練習的加速初期 (Pre：94.89 ± 13.15；Post：
91.19 ± 13.65km/h；p = 0.001) 與加速後期 (Pre：
95.86 ± 17.17；Post：90.77 ± 18.33km/h；p = 0.013) 速
度均顯著退步，如圖 6 所示。

0.016 0.899

註：SS=平方和；df=自由度；MS=均方；*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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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乙組球員經過揮拍訓練後的加速初期(上)與加
圖6. 甲組球員經過揮拍訓練後的加速初期(上)與加
速後期(下)之差異。
經相依樣本 t 檢定後，結果顯示 14 位乙組球
員進行 DMOI 球拍揮拍練習的加速初期 (Pre：
86.50 ± 23.27km/h；Post：96.93 ± 20.15km/h；p =
0.000) 與加速後期 (Pre：74.31 ± 14.75km/h；Post：
80.49 ± 15.88km/h；p = 0.008 ) 速度均顯著提升。然
而進行一般球拍揮拍練習的加速初期 (Pre：88.86 ±
20.34km/h；Post：86.55 ± 20.74km/h；p = 0.061) 與
加速後期 Pre：78.64 ± 15.58km/h；Post：76.32 ±
15.01 km/h；p = 0.201) 速度皆無達顯著差異，如圖
7 所示。

速後期(下)之差異。
一、使用 DMOI 球拍之主觀感受
經相依樣本 t 檢定後，結果顯示 12 位甲組球
員揮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的主觀感受上，甲組球
員對 DMOI 球拍於流暢性的滿意度較低 (DMOI 球
拍: 6.08 ± 1.88；一般球拍: 7.83 ± 1.34；p = 0.035) ，
如表 4 所示。
表 4. 甲組球員主觀感受之結果
DMOI 球
參數
一般球拍 t 值
p值
拍
速度感
加速初期 5.33±1.97 6.50±1.38 1.521 0.156
加速後期 6.83±1.59 6.83±1.40 0.000 1.000
整體揮拍 6.00±1.86 7.00±1.35 1.149 0.275
省力度
加速初期 5.50±1.98 5.50±1.98 0.000 1.000
加速後期 6.42±1.83 6.25±2.42 0.169 0.869
整體揮拍 5.33±1.72 6.33±2.23 1.239 0.241
滿意度
操控性
5.92±1.88 7.50±1.62 1.848 0.092
流暢性
6.08±1.88 7.83±1.34 2.399 0.035*
球拍設計 7.25±1.42 7.50±0.80 0.522 0.612
意願性
訓練用
6.92±2.23 6.83±1.34 0.094 0.927
註：* p≦0.05 兩種球拍主觀感受達顯著差異。評分
方式：1-10 分，1 代表最差，10 代表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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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相依樣本 t 檢定後，結果顯示 14 位乙組球
員揮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的主觀感受上，發現乙
組球員對 DMOI 球拍於加速初期的速度感得分較
低 (DMOI 球拍: 5.43 ± 2.41；一般球拍: 7.21 ± 1.67；
p = 0.026) ；省力度有較高的主觀感受得分 (DMOI
球拍: 7.43 ± 1.74；一般球拍: 6.21 ± 2.04；p = 0.029)，
如表 5 所示。
表 5. 乙組球員主觀感受之結果
參數
DMOI 球拍 一般球拍 t 值
p值
速度感
加速初期
5.43±2.41
7.21±1.67 2.507 0.026*
加速後期
7.07±2.56
6.57±1.02 0.663 0.519
整體揮拍
7.21±2.39
6.79±1.53 0.586 0.568
省力度
加速初期
7.43±1.74
6.21±2.04 2.460 0.029*
加速後期
7.21±2.36
6.71±1.73 0.612 0.551
整體揮拍
7.57±1.91
6.86±1.35 1.145 0.273
滿意度
操控性
6.43±2.50
7.64±1.34 1.851 0.087
流暢性
6.57±2.28
7.86±1.41 2.320 0.063
球拍設計
6.64±2.92
7.71±1.59 1.916 0.078
意願性
訓練用
6.64±2.41
6.86±2.11 0.345 0.736
註：* p≦0.05 兩種球拍主觀感受達顯著差異。評分
方式：1-10 分，1 代表最差，10 代表最好。
肆、討論
(一) 訓練後立即效果探討
經過 DMOI 球拍揮擊訓練後，發現所有受試者
於加速初期與加速後期，DMOI 球拍組均展現出提
升較多於一般球拍組的揮拍速度 (圖 5) 。當個別檢
視甲組球員與乙組球員時，經訓練後 DMOI 球拍組
的揮拍速度均顯著快於一般球拍組，經過 DMOI 球
拍訓練後，能顯著提升甲組球員的揮拍速度 (加速
初期：12.91%；加速後期：9.92%) 及乙組球員的揮
拍速度 (加速初期：12.06%；加速後期：8.32%) 。
經過比較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進行揮拍練習後
的立即影響發現，甲組球員進行 DMOI 球拍與一般
球拍揮拍練習的前後測均達顯著差異 (圖 6)，乙組
球員則是唯獨使用 DMOI 球拍前後測達顯著差異
(圖 7)，而使用一般球拍則無觀察到顯著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比較所有受試者使用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時，DMOI 球拍均呈現提升
較高的揮拍速度 (圖 5) ，顯示經 DMOI 球拍訓練後，
能夠有效地提升揮拍速度。當單獨檢視甲組球員經
由一般球拍揮拍練習時，加速初期與後期的揮拍速
度均顯著退步，其因可推測為，使用揮拍訓練的過
程當中，易造成上肢胸大肌和橈側曲腕肌的最大自

主收縮下降，進而影響揮拍速度 (鄭智修等人，
2016) 。相較之下，DMOI 球拍啟動初期滑動質量
較靠近端，於加速初期的揮拍質量較小，因此於啟
動初期擁有較快的揮拍速度。在快速的高負荷運動
之後，刺激電位傳導 (excitation potential) 導致徵召
的肌群單位量增加 (林國華，2007；劉強，2002；
Güllich & Schmidtbleicher, 1996) ，快速運動還會使
人體優先徵召較多的快縮肌，使人體肌肉收縮加快
(Pereira & Gomes, 2003; Liu et al, 2013)。過去研究指
出，透過高強度運動，使肌肉進行快速收縮，有助
於提高徵召的肌群單位，隨後亦可增加爆發力的運
動表現 (楊佳琇、徐煒杰、鄭景峰、2014) 。換言之，
使用 DMOI 球拍進行短期訓練，達到增召的肌群單
位 增 加 ， 便 是 活 化 後 增 益 作 用 (post-activation
potentiation, PAP) 。
相較一般球拍，DMOI 揮拍訓練組的加速初期
與加速後期揮拍速度顯著提升，其因為，相同的揮
拍質量，能以較少的肌肉單位揮動球拍，如同過去
研究結果顯示，降低 10%的揮拍質量，亦能顯著增
加揮拍速度約 12% (Mitchell et al., 2000) 。研究建
議，需對於網球揮擊主要使用之肌群進行強化訓練
(江勁政，2018)，透過 DMOI 球拍球拍啟動初期較
小的揮拍質量的情況之下，使用較少的運動單元進
行較快的揮擊動作訓練，進而對相對肌群產生足夠
的刺激 (Liu et al., 2011) ，因此使用 DMOI 球拍所
產生的揮拍速度更快，反之，揮擊重量越重的球拍
需要徵召較多的運動單元 (劉強，2002；林國華，
2007)。針對甲組球員經一般球拍訓練後，加速初期
與加速後期的揮拍速度顯著下降之情形 (圖 6) ，對
比 DMOI 球拍對比之下，造成比 DMOI 球拍揮拍
速度較慢的主因，可推測為使用一般球拍揮拍練習
時，反覆使用固定質量之轉動慣量球拍累積的疲勞
所導致。
(二) 主觀感受影響探討
根據甲組與乙組球員比較使用 DMOI 與一般
球拍的主觀感受結果顯示，甲組球員認為 DMOI 球
拍的揮拍流暢性顯著低於一般球拍，乙組球員於比
較 DMOI 球拍與一般球拍主觀感受上，於加速初期
的速度感 (DMOI 球拍：5.43 ± 2.41；一般球拍：
7.21 ± 1.67) 與省力度 (DMOI 球拍：7.43 ± 1.74；
一般球拍：6.21 ± 2.04) 上呈現了矛盾。可以解釋
為 DMOI 球拍有著滑動質量的移動，使已習慣網球
競技的甲組球員感到不適，而高級網球運動員往往
對於球拍有著更高的敏感度，得以辨別球拍細微的
變化，相對的，乙組球員在過去文獻中，被描述為
到對於球拍細節的變化並不敏銳 (Bower & Cross,
2003)。甲組與乙組球員對於 DMOI 主觀感受上的
矛盾，建議在使用 DMOI 球拍進行訓練時，仍需密
切留意網球球員的主觀反饋，並做出適當的訓練處
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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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研究結果顯示，對比一般球拍，經 DMOI
球拍短期訓練後，甲組與乙組球員各於加速初期或
加速後期，有較快的揮拍速度表現，亦有助於肌力
不足，無法在加速期產生較快揮拍速度的初學者或
非優秀球員，無法在加速期產生較快的揮拍速度。
本研究雖然沒有探討長期訓練的效果，但由於網球
揮拍與棒球打擊同屬揮擊運動 (Swing Sports)，仍可
就過去相關研究結果說明。過去研究顯示，使用
DMOI 球棒經過長期訓練之後，能夠有效增加揮擊
速度及擊球距離，顯示 DMOI 概念於揮擊運動中的
正面效果 (Liu et al., 2011)。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甲組球員對 DMOI 球拍
的流暢性滿意度較低，可能為揮動 DMOI 球拍時所
造成的質量滑動所導致，其中的變化可能造成流暢
度感受較一般球拍得分低的原因；對於乙組球員對
DMOI 球拍的加速初期滿意度較高，此結果與經過
揮拍訓練後的揮拍速度測驗結果相互呼應，可以推
論為 DMOI 球拍於加速初期所帶來的揮拍質量較
小，利於肌力普遍較差的乙組球員，於啟動球拍的
加速初期有較好的反饋。由於 DMOI 球拍僅能使用
在訓練場上，儘管甲組球員對 DMOI 球拍的流暢性
滿意度較低，但仍可在訓練時使用，並加強留意球
員主觀狀態反饋，使訓練員的訓練處方更加安全與
多元。
本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DMOI 球拍訓練可增加
正拍揮拍速度，進而提升網球球員的運動表現。然
而現代網球球員於局點時偏好使用正拍擊球
(Johnson & McHugh, 2006)；國內研究也發現我國青
少年女子球員，擁有高排名的球員與正拍擊球速度
呈正相關 (王怡靜、蔡忠昌、江勁彥，2016) ，對高
階的網球球員而言，會更加要求較高的揮拍速度，
以產生較佳的球速與旋轉 (詹建人，2012) ，以上文
獻更可以進一步解釋球員需要提升揮拍速度的重要
性。所以，擁有優異且快速的正拍擊球能力，可以
增加攻擊得分機會。
五、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代表專業運動員的甲
組球員或代表休閒運動員的乙組球員，皆因 DMOI
球拍質量滑動特性，促使揮拍速度加快 (於加速初
期與加速後期)，並經 DMOI 球拍訓練後能夠立即
增加揮拍速度，但甲組球員對於揮拍流暢性之主觀
感受滿意度較低，因此仍須注意使用 DMOI 球拍訓
練之球員身體感受狀態。因此，本研究建議使用
DMOI 球拍為有效提升揮拍速度的一種訓練用球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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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te effects of innovational design- dmoi tennis racket on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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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Forehand strike is the main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enhance the forehand strike
must to shorten the swing speeds, therefor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sign and construct
the novel Dynamic Moment of Inertia (DMOI) racquet, as well as to investigate (1) The acute
effects of DMOI racquet on swing velocity. (2) Subjective perceived by using the DMOI racquet.
Methods: 26 college tennis players in Division I (D1) and in Division II (D2) tennis players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swung the DMOI and normal racquets respectively in balance order.
Two photocell time gate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swing velocities at first acceleration phase and
second acceleration phase. The subjective perceived scale was tested after velocity test. Results: D1
and D2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ependent t-test respectively, (1) both college tennis players
in D1 and D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swing velocities after using DMOI racquet. (2) the college
tennis players in D2 Group has higher subjective perceived score on swing with saving effort at
early acceleration phase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normal racquet. Conclusion: In swing aspect, the
DMOI racquet after training programed have faster swing velocity and has positive acute effect on
swing velocitie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normal racquet. Therefore, the DMOI racquet could be a
useful training equipment for improving swing velocity.
Keywords: Swing sports, Training equipment, Action st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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