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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各項得分技術與效

果，與其他參賽隊伍是否有差異性。以中華男子排球隊參加 2007 年亞洲男子四

強挑戰賽嘉義站，共計 6 場 22 局之比賽資料。研究結果為：中華隊在攻擊

47.98%、攔網 1.30、發球 0.10、接發球 65.66%、防守 1.60 以及舉球 9.60 的能

力表現，其中，攻擊、攔網、舉球是與參賽各隊表現中最不理想之技術，這也

說明了中華隊伍在攻擊、攔網、發球以及舉球的能力表現技術皆未達到各項技

術總平均值 。本研究建議，高打點、強力穩定的攻擊技術以及提升有速度的發

球及移動迅速嚴密得攔網，將是中華隊在往後比賽獲取勝利的關鍵。中華隊在

接發球穩定性上雖有不錯表現，但在舉球能力上卻無法加以配合，在現行男子

排球選手高度的提升之下攔網滯空能力提升下，若無穩定及到位的舉球能力，

將是無法採取有效攻擊，取得勝利的要素之一。因此筆者建議舉球到位能力以

及選手高度的提升，是爾後加強之重點。 

 

關鍵字：亞洲挑戰賽、各項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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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根據國際排球總會(F.I.V.B)公布 2001 年世界男子排球排名中，亞洲四強以

韓國隊第 11 名、中國隊的第 13 名、日本隊的第 15 名以及中華隊的第 27 名。

而且自 1998 年之後，世界排名成績就未能有有所進步。國際排球總會，為了因

應世界競技運動發展趨勢，促進排球比賽攻守平衡，增加比賽的可看性，於 1998

年修訂公布排球新規則，其中增加了專責防守的自由球員(Libero)，其目的在提

升接發球到位成功率及提升後排防守的能力（林竹茂，1999；陳儷勻，1998）。

而我國男子排球代表隊自 1970 年第六屆亞洲運動會中華男子排球隊獲得一面

銅牌後，再度於 1998 年曼谷亞洲運動會榮獲另一面銅牌，最難能可貴的是擊敗

排球強國日本隊（陳浚良，2002）。 

隨著 2005 年第十三屆亞洲盃男子排球錦標賽，比賽結束，我中華隊在本次

賽會僅得 13 名次，讓熱愛排球運動的同好們深感訝異。有於失敗的事實讓我們

對亞洲男子排球的生態也有了更深層的了解與認知，也對於技、戰術之運用方

向也產生了變革。近年來排球運動競技以走向高大，快速、多變以及全面化之

趨勢，針對我中華隊在第 12 屆亞洲男子排球賽實力分析，中華隊扣球得分率

50.76%，攔網得分率 29.41%，發球得分率 10.05%（陳柏作，2004）。在排球比

賽得分結構的差異性探討，其結果發現，在排球比賽得分的四要素（扣球、攔

網、發球、對方失誤）所組成的得分結構裡，以扣球攻擊得分為主要方式、其

次為對方失誤、最後才是攔網及發球（李涵潔，2001）。在現代的排球比賽中，

必須具備堅強的攻擊能力，其中主要是以扣球攻擊為主(Forthomme, Croisier, 

Ciccarone, Crielaard, & Cloes, 2005)。Fred Sturm(2003)指出，較優秀的隊伍在反

擊的過程中，明顯比較弱的隊伍可以從高技巧的舉球、扣球與攔網中看出，而

失誤較少的隊伍通常較能贏得比賽的勝利。在新規則下排球比賽得失分過程探

析一文中，指出在新規則實施後，得分機會發生了變化，其中發球得分約佔總

得分的 3%左右，依靠對方失誤而得分約 18%左右，防守反攻系統的扣球及攔

網的得分約佔 40%左右，攻擊得分約 37%左右（林啟東，2000）。針對我國籍

日、韓男子排球隊進行分析發現此三支隊伍的得分成效皆以扣球得分為主、攔

網次之、發球得分第三。另外，我國的扣球得分成效及攔網得分成效，皆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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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本隊、韓國隊兩隊，尤其是扣球得分成效（林柏化，2000）。 

基於上述源由，探討中華男子排球隊參加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得分

結構與效果之研究，以了解本屆比賽失利原因，為一相當重要的課題。本文擬

以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為研究課題，希望透過資料整理與探討，以求得

相關得分結構與參數，以供國內相關人士在訓練工作上提供參考。 

 
二、研究目的 

（一）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中華男子排球隊參加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

賽，各項得分結構與效果之與其他參賽隊伍是否有差異性？ 

（二）本研究旨在探討中華隊各項技術分析，因此屬於排球選手運動生理、

心理、精神要素、意志力以及體能狀況皆非本研究範圍。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參加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之六場比賽為研究對

象。 

 

二、資料分析與處理 

比賽過程資料之取得以中華男子排球隊參加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

嘉義站，共計 6 場 22 局之比賽資料，係以大會所提供之 V. I. S 做為統計研究資

料。 

參、結果與討論 
一、參賽隊伍基本資料與成績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為研究對象。參賽隊伍有：中國隊、韓國隊、

日本隊、中華隊等四隊，其平均年齡、身高、體重、攻擊點之基本統計資料

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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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參賽隊伍基本資料 

       項目 
隊伍 

年齡

（歲）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攻擊點 
（公分）

雙手攔網點

（公分） 
中國隊 24.9 195 81.83 350 339 
韓國隊 21.3 193 79.91 315 309 
日本隊 22.6 188 80.52 336 319 
中華隊 21.6 189 77.58 324 314 

 

表二  比賽各隊成績表 

場數 局數 分數 
名次 隊伍 

應賽 勝 敗 得分 勝 負 勝率 勝 負 勝率 
1 中國隊 3 2 1 5 7 3 2.33 236 211 1.12 
2 韓國隊 3 2 1 5 6 5 1.20 257 243 1.06 
3 日本隊 3 2 1 5 8 5 1.60 302 298 1.01 
4 中華隊 3 0 3 3 1 9 0.11 208 251 0.83 

 
二、中華隊各項技術表現與參賽各隊技術表現之比較 

表三  中華隊與參賽隊伍攻擊技術表現之比較 

 中國 韓國 日本 中華 總和 
Pts 229 269 338 248 1084 
P 127 150 197 119 593 
F 30 35 63 38 166 

攻

擊 
% 55.46 55.76 58.28 47.98 54.70 
 

依據表三攻擊資料得知，中華隊在本次比賽利用攻擊直接得分的表現平均

為 47.98，是與賽各隊中表現最不理想的隊伍，並且是與賽各隊中唯一低於總

平均數之隊伍。由此可知中華隊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攻擊得分能力表

現不及與賽隊伍。 

 
表四 中華隊與參賽隊伍攔網技術表現之比較 

 中國 韓國 日本 中華 總和 

Pts 111 142 152 112 517 
P 21 23 26 13 83 
F 39 47 48 46 180 

攔

網 

Avg .by set 2.10 2.09 2.00 1.30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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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四攔網資料得知，中華隊在本次比賽利用攔網直接得分的表現平均

每局為 1.30，在與賽各隊中敬陪末座，並且是與賽各隊中唯一低於總平均數之

隊伍。由此可知中華隊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攔網得分能力表現不及與

賽隊伍。 

表五  中華隊與參賽隊伍發球技術表現之比較 

 中國 韓國 日本 中華 總和 
Pts 234 256 301 212 1003 
P 15 8 10 1 34 
F 38 38 51 31 158 

發

球 
Avg .by set 1.50 0.73 0.77 0.10 0.77 
 

依據表五發球資料得知，中華隊在本次比賽利用發球直接得分的表現平均

每局為 0.10，在與賽各隊中敬陪末座，並且與韓國隊的 0.73 在本次比賽中唯一

低於總平均數之隊伍。由此可知中華隊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發球得分

能力表現不及與賽隊伍。 

 
表六  中華隊與參賽隊伍接發球技術表現之比較 

 中國 韓國 日本 中華 總和 
Pts 177 204 260 198 839 
P 96 105 129 140 470 
F 5 16 11 10 42 

接

發

球 
% 51.41 43.63 45.38 65.66 51.01 
 

依據表六接發球資料得知，中華隊在本次比賽利用接發球到位能力的表現

平均為 65.66，在與賽各隊中表現最為理想，並且是與賽各隊中唯一與中國隊高

於總平均數之隊伍。由此可知中華隊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接發球能力

表現是與賽隊伍中表現最穩定的隊伍。 

 
表七  中華隊與參賽隊伍防守技術表現之比較 

 中國 韓國 日本 中華 總和 
Pts 190 225 257 229 901 
P 20 15 27 16 78 
F 97 103 121 125 446 

防

守 
Avg .by set 2.00 1.36 2.08 1.60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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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七防守資料得知，中華隊在本次比賽利用防守能力的表現每局平均

為 1.60，在與賽各隊僅落後於中國隊 2.00 以及日本隊 2.08，但未高於總平均數

之 1.77。由此可知中華隊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防守能力的表現，僅高

於第二名韓國隊的 1.36。 

表八  中華隊與參賽隊伍舉球技術表現之比較 

 中國 韓國 日本 中華 總和 
Pts 220 266 335 233 1054 
P 111 141 164 96 512 
F 2 3 4 1 10 

舉

球 
Avg .by set 11.10 12.82 12.62 9.60 11.64 
 

依據表八舉球資料得知，中華隊在本次比賽舉球到位的表現平均每局為 

9.60，在與賽各隊中敬陪末座，並且是與賽各隊中唯一與中國隊低於總平均數

之隊伍。由此可知中華隊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舉球到位的表現能力，

不及與賽的韓國隊 12.82 以及日本隊的 12.62。 

由表三、四、五、八各項技術表現的資料分析結果得知，在攻擊 47.98%、

攔網 1.30、發球 0.10 以及舉球 9.60 的能力表現，皆是本次比賽表現最不理想的

技術。因此中華隊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的比賽，在攻擊、攔網、

發球這三項直接得分之技術，表現皆不盡理想。若無法加以把握改善直接得分

能力，將是致使中華隊陷於輸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的比賽，參賽各隊的勝負，不單只是

在直接得分技術層面的加強，在於舉球到位能力與穩定性也仍須加強。因為本

次比賽中，中華隊在接發球能力上的表現是與賽隊伍中表現最為理想的隊伍。

而中華隊在舉球到位能力每局平均卻僅有 9.60。若無法加以把握改善舉球到位

能力，將是致使中華隊陷於攻擊能力無法提升之主要原因之一。 

也基於此，除了直接得分能力以及舉球到位能力仍須加以改善外，在生、

心理層面上及選手抗壓能力上，皆需要被注重及相當程度重視的環節之一。所

以在男子排球的發展上，無論是在技術或是精神層面上，相信是最能表現出選

手整體技術水平的一項排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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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的比賽，中華隊在攻擊 47.98%、攔

網 1.30、發球 0.10 以及舉球 9.60 的能力表現，是與參賽各隊表現最不理想之技

術，這也說明了中華隊在攻擊、攔網、發球以及舉球的能力表現技術皆未達到

總平均值 。在資料分析比較結果後發現：屬於得分四大要素之：攻擊、發球、

攔網技術是球隊主動得分中不可缺少之重要得分因素。若在現行得球得分賽制

中，無法保持與對隊相互抗衡之能力，必定會致使本隊處於無法贏球的關鍵因

素。若能確實提昇攻擊、攔網、發球得分能力，再加強舉球以及防守的到位與

成功能力，才是整場比賽取得勝利的重要關鍵。因此深入的認識 2007 年亞洲男

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的比賽，本身技術的取向外，同時把握技、戰術訓練之重

點，必將有效提升更高的競技效益。也因此，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

義站的比賽，在比賽時攻擊、攔網、發球技術表現之穩定性，將是影響球隊勝

負之關鍵。 

 

二、建議 

根據資料分析比較結果筆者建議： 

（一）由以上資料得知，攻擊、發球、攔網技術的加強，是在 2007 年亞洲男子

四強挑戰賽嘉義站的比賽，與對隊抗衡不可獲缺的要素。因此高打點、

強力穩定的攻擊技術以及提升有速度的發球及移動迅速嚴密得攔網，將

是中華隊在往後比賽獲取勝利的關鍵。 

（二）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的比賽，中華隊在接發球穩定性上

雖有不錯表現，但在舉球能力上卻無法加以配合，在現行男子排球選手

高度的提升之下攔網滯空能力提升下，若無穩定及到位的舉球能力，將

是無法採取有效攻擊，取得勝利的要素之一。因此筆者建議舉球到位能

力以及選手高度的提升，是爾後加強之重點。 

（三）在 2007 年亞洲男子四強挑戰賽嘉義站的比賽，各項技術在與賽各隊中，

中華隊僅有在接發球能力上取得優勢外，其於技術皆須再加強。至此；

球員的臨場心理素質以及求勝的意志、抗壓能力等等的表現將是左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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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勝負關鍵之一。 

（四）選手對國家民族意識的認同。在現今的生活物質環境的改變，以造成選

手心態上認知的不同，因此如何提升選手對國家的認同以及任務的執行

將是協會、教練、選手必須在努力協調以溝通的要務之一，是否如此仍

待爾後各位學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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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for the purpose of discussing the Asian man four strong 

challenge tournament Chiayi station, each score technology and effect, with other 

participative troop whether has the difference. Participates in 2007 by the Chinese 

man volleyball team the Asian man four strong challenge tournament Chiayi station, 

total 6 22 games of competition materials. The findings are: The Chinese team in 

attacks 47.98%, blocks 1.30, serves 0.10, meets serves 65.66%, defends 1.60 as well 

as lifts the ball 9.60 ability performance, among, the attack, blocks, lifts the ball is 

with participates various teams to display not technology of the ideal, this also 

explained the Chinese troop in the attack, blocks, serves as well as lifts the ball 

ability performance technology all not to achieve each technical populat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ion, high arranges, the force stable attack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has speed serving and the migration is rapidly strict blocks, will be the 

Chinese team is competing in the future gains the victory key. Although the Chinese 

team in meets serves in the stability to have good displays, but in lifts in the ball 

ability to be unable to coordinate actually, blocks under the present male volleyball 

contestant’s high promotion stays in the air under ability promotion, if not stable and 

the arriving lifts the ball ability, will be is unable to adopt the effective attack, 

obtains one of victory essential factors. Therefore the author suggested lifts the ball 

arriving ability as well as contestant’s high promotion, will be in future key point of 

the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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