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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本研究旨在對排球運動員選材進行探討，主要分析選材相關文獻和

選材評價指標內容，及運動技能及基礎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以期能幫助教練

用簡單、方便的方式進行選材。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本文採文獻分析及內容分析對相關文獻

進行研究。結果結果結果結果：一、根據不同位置、特點體能具體要求，全面瞭解發展潛力，

為選材工作準備。二、輔以相應的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發掘具潛力的優秀運

動員予以培訓，加強專項體能與運動技術訓練，再依選材、育才、訓練循環方

式強化選材，藉此整體提升運動素質水準。三、針對各不同守備位置運動員選

材特點，提高選材的成功成材率。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選材選材選材選材、、、、評價評價評價評價、、、、測驗測驗測驗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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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Volleyball sport skills and Foundation 
selec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 Chin-Chih Chiu,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volleyball athlete selection, the 

mai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sports skills and Foundation selection test content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help the coach with a simple, convenient way to carry out 

selection. Method: This research uses the Document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study relevant literature. Results: 1.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specific requirement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to prepare for the selection of work. 2. supplemented 

with the appropriate selection of test content and methods to explore potential elite 

athletes to be training, to enhance the special physical and training to strengthen 

selectio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ner of selection, training, cycle, thereby 

enhancing the overall standard of athletic ability. 3. Selection of features for 

different fielding position athletes, improve the selection of the success and 

finished product rate 

 
Key Words：：：：Selection, Evalu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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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背景動機背景動機背景動機背景動機    

1895年排球運動萌芽至今百餘年，運動技術不斷地改進與精進；但不變的

是排球運動員在比賽中反覆運用發、墊、傳、扣、攔等各種技術動作，表現出

上下肢力量、動作反應、速度和協調性等身體素質（趙文娟，2011），這都是

展現運動員天生具備的優異天賦素質能力，同時也涉及到運動員選材的基本原

則與方法。運動員科學選材由過去集中在身體形態和運動素質指標的測定，逐

步轉為採用生化基能指標檢定方式來評價運動員的潛能（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

編，2007）。由此可見，排球運動員透過一定程序的選材方是與過程是必須的；

尤其是在奧運會競技場上，運動員需要展現高度的競技運動能力吸引觀眾的目

光，讓運動比賽在緊張的節奏中觀賞一場令人激賞的運動競賽，這些都需要運

動員各種的綜合素質能力與長期的運動訓練成果的具體表現，方能在一場比賽

中充分展現出優異的表現。 

 

1960 年排球列入奧運會競賽節目，標示著正式跨入高競技運動競賽最高層

次的比賽場合，此時期也搭上科學研究成果運用到運動競賽上的重要階段，科

學選材就是其中要項之一。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編（2010）指出，1960年代以

後，各國對競技運動的高度重視和現代科技手段的介入，使得競技水平得到前

所未有的發展；其中，德國透過多年系統科學選材和訓練，建構出選材和育才

相結合的訓練體制，成為振興競技運動的重要手段。既然，運動員科學選材伴

隨著近代競技運動的迅速發展，和運動訓練的科學化過程之需，有越來越多的

問題引發體育工作者重視。排球運動又是各級學校中較普及的體育課程項目之

一，對提昇與普及排球運動有直接的影響；眾多的研究顯示，學校是培養體育

人才的重鎮，因此如何從學校紮根，做好運動員基礎選材工作是普及運動的第

一步，因為選材是發掘運動員最直接、最迅速的方法，如再加上科學化運動訓

練，相信對排球運動技術水準提昇有直接的幫助。因此，建立一套系統的專項

運動項目科學化選材系統是必須的。 

 

眾所周知，排球運動是一項屬於團隊運動項目，球員的體格高對比賽結果

是有絕對的影響性，因此教練在選材時，不宜以身材矮小做為選材之依據，而

是以身材較高大的選手作為選材前提（黃明義、梁伊潔、黃宏裕、倪雅華，

2007），張遠濤（2005）排球屬於技能類集體對抗群中的隔網對抗性項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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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攻擊得分方式是排球比賽的主要手段，尤其是扣球是排球比賽進攻和得分中

最積極有效的武器，扣球是排球運動員的基本運動技術，同時牽涉到運動員的

身高、各項運動機能能力，影響著運動員的發展這些和遺傳有密切關係；從遺

傳的角度來看，運動員幾項重要指標都涉及遺傳，這對科學選材有著重要的意

義，從表1的各項遺傳度指標即可知悉。 

 

表 1  各項指標的遺傳度 

 指標 遺傳度% 

形態特徵 身   高 75 

生理指標 神經系統 90 

最大心跳率 85.9 

運動素質 絕對力量 35 

相對力量 64 

個性特徵 情    緒 75 

意志品質 83 

資料來源：張遠濤（2005）。排球主攻手的科學選材初探。漯河職業技術學院

學報（綜合版），4（2），82-83。 

 

筆者自排球運動員退休後在排協服務，有機會投入教育繼續從事運動訓

練，深感排球運動技術快速轉變和規則修訂，這和身教練發掘運動員後需從事

的訓練及配套措施有關，尤其是專項運動員選材更是運動訓練的重要關鍵因

素；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排球運動員基礎選材的評價指標與內容，以及基

礎選材內容測試進一步瞭解，尤其專項運動選材的各種素質能力的有效應用，

對教練將來從事運動訓練工作有直接的幫助，同時也可降低運動員淘汰率和人

才浪費，且對運動技術水準大幅度提昇更有所幫助，進而為國爭光。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背景動機，本研究有下列幾點目的。 

（一）排球運動員選材文獻分析。 

（二）探討排球運動員選材評價指標內容。 

（三）探討排球運動員運動技能與基礎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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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及內容分析法針對所蒐集得到的相關運動員選

材文獻進行分析，及排球運動員選材各項指標內容歸納整理，提出排球運動

運動技能選材和選材基礎測驗內容與方法更臻完備。 

 

四四四四、、、、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一）專項運動素質：是指各種運動競賽中，不同的運動競賽項目有不

同的素質要求。排球運動員的專項素質，基本強調彈性佳、移動速度快、手

指手腕力量大、場上冷靜能靈活應變能力等特質。 

（二）遺傳：是指父母與子女間在特徵和特性上都相似的現象，而變異

是指他們之間的差異。 

（三）科學選材：就是採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和手段，測定選拔對象符合

排球運動各位置所需要的有關數據，根據選材的定量指標，進行綜合分析、

預測其發展前途，提高選材的成功率。 

 

貳貳貳貳、、、、排球運動員選材文獻排球運動員選材文獻排球運動員選材文獻排球運動員選材文獻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國內對選材研究文獻日漸增多，針對排球運動員選材一樣逐漸增加，最早

的是鄭國平（1990）的《排球運動員選材之研究》和莊清泉（1991）《青少年

排球運動員科學選材之研究》，專論部分有蔡崇濱（1992）撰述《少年排球運

動員選材之探討》，都針對排球運動員專項選材進行深入探討，有關排球運動

員選材的相關文獻筆者茲將蒐集所得資料依時間先後順序臚列如下： 

 

鄭國平（1990）指出，排球運動員選材應與科學選材和經驗選材相結合，

選材的方法應以比較簡單的、容易使用的為參酌，以調查法、測量法、測驗法、

觀察法、訪問法、比較法等六種較為方便，同時建議建立科學化、系統化訓練

體系，以提昇實力及水準。蔡崇濱（1992）認為，排球運動員選材可從身體形

態、生理機能、運動素質、心理素質及運動技術等五要素的有機結合進行選材

研究工作，並利用因素分析中逐步回歸分析法，選出關係密切影響顯著的指

標，以建立起預測的回歸方程式，作為科學選材的數學模式，研究者以國小為

例制定一個簡易可行的測試項目，具體的方法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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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排球運動員選材測試指標 

要素 測試指標 

身體形態 身高、體重、指極、身手高、跟腱長、小腿長、腳掌長 

生理機能 安靜時心跳率、安靜實血壓、哈佛登階測驗 

運動素質 30 公尺、垂直跳、立定跳遠、9 公尺來回跑×3、400公尺、握力、

背力、仰臥起坐、體前彎、羽球擲遠、握棒轉肩、連續彈跳、觀

察球感 

心理素質 簡單反應、時間知覺、空間知覺、肌肉用力感覺、操作思維、神

經類型 

資料來源：蔡崇濱（1992）。少年排球運動員選材之探討。學校體育，2（3），

18-25。 

 

謝亞龍、王汝英（1992）指出，現代競技運動已達到毫厘之差可決勝負的

時代，競爭的激烈性成為無窮的動力。以排球競技運動水準而言，已非是技術

的發展，是整體的水準表現，其影響技術發展因素有：1.受控於項目的致勝規

律；2.受控於有機體可塑性的大小；3.受控制於所處的技術環境。未來排球技

術發展應朝向全面化、科學化、個體化、多元化趨勢。運動員選材的發展趨勢，

應有嚴密的層次性，對不同層次運動員的選材標準也不相同。未來選材趨勢：

1.科學檢測與選材經驗結合；2.多指標綜合評定；3.關於專項敏感指標；4.關於

專項預測能力等方面。 

 

張麗等人（1996）指出，排球運動具有高度的技巧性、激烈的對抗性、技

術的全面性，是一項攻防迅速、靈活多變的運動。它要求運動員全面掌握各項

技術、技巧，以適應場上瞬息萬變的情況。良好的身體素質是全面熟練掌握各

種技戰術，提高競技能力的基礎，是決定訓練成效的關鍵因素。研究結果將身

體素質評價等級標準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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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身體素質測試項目表 

評價標準 標準 理論% 

優秀 X＋1.28以上 10 

良好 X＋0.25S—X＋1.28S 20 

中等 X－0.25S—X＋0.25S 40 

及格 X－1.28S—X－0.25S 20 

差 X－1.28以下 10 

資料來源：張麗等人（1996）。對制定我國重點女排身體素質評價標準的研究。

西安體育學院學報，13（1），16-21。 

 

楊勁蒼（1996）指出，排球比賽不僅僅依靠技術和戰術，良好的身體素質

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運動員身體素質訓練。結合各國的測

定項目歸類後具體有爆發力、耐力、敏捷性、肌力、柔軟性、協調性與平衡性

等專項身體素質的測定如表 4。 

 

表 4 排球選材的身體素質測試指標 

要素 測試指標 

爆發力 下肢：跑：20 碼、20 公尺、30 公尺、60 公尺 100公尺；垂

直跳：垂直、攔網、扣球、助跑、單足、跳箱下再跳；幅跳：

立定跳遠、立定三級跳、立定三級蛙跳、立定蛙跳 

上肢和全身：羽球、網球、排球、手球、實心球、跳投實心

球、鉛球 

耐力 上肢：拉：引體向上；撐：俯臥撐；腰腹：上體起：平板仰

臥起坐、斜板仰臥起坐；下肢：跑：220碼、500公尺、440

碼、二次跑、連續跳：10 次、30 秒、90 秒、橫向、跑平地：

全身（心肺）：800 公尺、1500 公尺 1 英里、12 分鐘、20

公尺折返跑；跑台階：哈佛登階測驗 

敏捷性 側移動：側滑步、左右移動、摸三公尺線、6 公尺 16 次移

動；折返跑：6 公尺 2 次往返、36 公尺移動、9 公尺 3 次往

返、5 公尺 6 次往返；復合運動：3 公尺 5 次移動攔網、多

樣復合敏捷性測驗、屋形敏捷測定、交叉線敏捷測定 

肌力 上肢：握力、推舉槓鈴；軀幹：背肌力；下肢：蹲槓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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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立位體前屈 

柔軟度 軀幹：坐姿體前灣、俯臥弓身；肩：肩可動範圍 

協調性與平衡 軀幹：坐姿體前灣、俯臥弓身；肩：肩可動範圍 

資料來源：楊競蒼（1996）。排球運動員身體素質測定的研究。瀋陽體育學院

學報，2，51-55。 

 

馬金鳳（2002）。針對中國女排、青年女排、1997-2000年中國排球聯賽上

海、江蘇、八一、遼寧、浙江、北京、南京、天津、四川、福建、山東等省44

名女性運動員進行調查發現：B型血的運動員適合擔當二傳手，A型血的運動

員具有成為全面型舉球員的潛力；適合二傳手的氣質指標依次是：粘液質（安

靜型）56.8%、膽汗質（興奮型）25%、多血質（活潑型）18.2%；對外界不良

刺激反應平緩、沉著、冷靜，情緒穩定的隊員適合當二傳手。 

 

孫苑梅（2003）的研究指出，國小排球教練對於科學選材意識與訓練理念

之專業知識來源，多數來自求學時期；科學選材意識趨向：一、從體育課中觀

察，然後鼓勵學生參加訓練。二、科學選材屬於生理方面的專業知能，以身體

型態為主要考量因素（p<.01）。屬於心理方面的專業知能，以意志力為主要考

量因素（p<.01）。三、最需增強的專業為屬於生理領域的身體機能方面；心理

領域：情緒操控能力（p<.01）。基層選手的具體理念：一、對基層選手訓練重

點偏在基本技術與體能，比例為6:4（p<.01）。二、基層選手在體能訓練的重點

偏在肌力、協調能力的培養（p<.01）。 

 

鄭子敬（2005）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國只有5.6%排球教練會運用科學方式

進行選材；陳永祥、胡林煥、楊總成（2006）選手的身高條件，自然而然的成

為排球運動教練們為球隊選材的首要重點。黃明義等（2007）的研究認為，運

動科學選材正是我國邁向未來世界排球競技強國重要關鍵之一，如國內排球教

練能提高對運動科學選材的重視，再加上教練多年的訓練積累豐富的經驗，將

會使選材更具有全面性和實用性，如此才能發覺更多排球優秀舉球員。楊振

興、黃幸玲（2007）認為，自由防守球員的選材，生理上應選擇身材上不宜太

高，並具備較好的爆發力、速度和柔軟度；心理上也應具備情緒穩定、意志力

堅強、自信心以及低運動焦慮等特質，希望國內教練及訓練員能藉由科學選材

之方式，選擇具有發展潛能的自由防守球員加以訓練，相信必能收事半功倍之

效，使國內排球之戰、技術發展更臻完備。段明宏、江勁彥（2007）指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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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運動的特性有網高限制、固定移動範圍、移動範圍大、反應時間短、運動時

間長、消耗體力大以及注重團隊協調合作等，因此，選手素質可歸納如身材高

大、四肢勻稱且長，彈跳高且耐久，爆發力強，速度佳、空間時間感覺好、行

動敏捷協調性佳、沉著冷靜、果敢頑強、合作性高等。選材的指標可從：身體

型態、生理機能、生理素質、心理素質及特殊位置選材部份。 

 

毛永革（2010）則認為，選材的指標由定量和定性兩部分組成，量化指標

是體育運動科學選材的重要依據，在排球舉球員選材中，定性的經驗選材是不

可或缺的，只有將定量與定性這兩種運動科學選材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

才能較為科學、理想地選出高校排球舉球員。陳孟君（2010）認為，排球運動

屬於隔網對抗及集體性較強的項目，依其運動特性專項需求，自有其特殊性的

選材指標。近年來，更由於規則的修訂，促使排球運動朝著「高、快、全、變」

的方向發展。因此，排球比賽已成為雙方在身高、素質、技術、戰術、意志等

層面的爭奪，無形中也增加了在選材上的變數。國內選材仍停留在教練主觀判

斷階段，如果可以有系統的完整規劃選材與訓練計畫，建立常模選材方式，應

可大大提昇我國排球水準，避免失去許多培植國際頂尖選手的機會；建議應積

極建立、規劃一套完整的科學選材與訓練計畫，並往下扎根從基層做起，教育

基層教練選材的正確觀念，挖掘有潛力的排球運動員。 

 

綜前所述；建立運動員科學選材系統是成為運動強國必經之路，同時需與

科學化系統訓練建立體系，組成綿密的運動訓練網絡，如此才能加深運動員科

學選材的具體性意義。選材的目的就是利用不同的方法或步驟，直接或間接地

將具潛力的優秀運動員選拔出來，並根據現有測定結果分析預測其未來的競技

能力。 

 

運動科學選材是一門由運動和科學組合而成的科學（許樹淵，1997），根

據各國的調查結果顯示要成為世界級或奧運級的優秀運動員，必須經過8-10年

的時間的訓練或培養，排球運動員最佳的選材年齡應在13（女）-15（男）歲，

初選年齡最好在13歲以前，複選的年齡女子約在11-13歲，男子13-14歲，精選

年齡則為15（女）-17（男）（李誠志主編，1992）。排球運動員的身體素質以

爆發力、肌力、耐力、柔軟度、敏捷性、協調與平衡等能力為主要測試項目，

運動員選材常用的方法有：調查法、測量法、測驗法、觀察法、訪問法、比較

法等較為各國使用可供參考，藉以提昇運動實力水準。因此，針對排球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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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選材的指標與內容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即早發現具潛能的優秀排球

運動員加以培訓，對提升整體排球競技運動素質水準有直接的幫助。 

 

參參參參、、、、排球運動員選材評價指標內容排球運動員選材評價指標內容排球運動員選材評價指標內容排球運動員選材評價指標內容 

現代排球運動比賽，運動員不僅在身高上不斷提升，而且比賽速度越打越

快，變化越來越多，比賽的複雜程度大大的提高（黃輔周、黃健，1981）。因

此，一位優秀的排球運動員，必須具備高度的技術、團隊默契、臨場冷靜的判

斷能力之外，並擁有立即克服困難的能力及奮鬥到底的毅力。而這些優異的條

件，則有賴於優越的體能（陳克宗，1976）。 

 

曾凡輝（1992）的研究指出，運動員選材一般包括身體型態、生理機能、

體能情況、心理品質、智力水準及基本技術等方面內容。排球運動專項體能乃

在尋求彈跳、速度、爆發力、反應敏捷及速耐力之全面發展，並以時間和距離

（空間）作為標準來進行衡量，在測驗中較具客觀性也較能掌握。測驗項目之

擬定，除了依排球運動專項特性需求之外，大都透過文獻分析與研究，且經專

家認可（問卷調查）項目而選取之（張木山，1996）。對於排球運動員選材評

價指標與內容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排球運動員各種專項體能力評價指標與內容，依文獻研究包含：彈跳、速

度、爆發力、反應敏捷及速耐力等（蔡崇濱，1992；張木山，1996）。張木山

（1996）針對排球運動員專項體能的研究發現，預測排球運動專項體能簡單有

效之測驗項目依序為：1.壘球擲遠、2.立定跳遠、3.6公尺四次橫移動、助跑起

跳摸高、屈膝仰臥起坐等可做為運動員選材的評價指標內容，同時根據諸多研

究結果整理出排球專項選材的測驗項目為：彈力跳（垂直跳、立定三次跳、二

步助跑雙腳起跳單手摸高）、速度（羽球擲遠）、敏捷性（3V字形移位跑）、肌

力（30公尺跑）、柔軟度（坐姿體前彎）、速耐力（800公尺跑）等八項。 

 

曹蘭菊、曹慶雷（2008）的研究指出，放眼當今世界各排球強隊，都非常

重視排球運動員身體素質的訓練，高攔網、高起跳、大力量和快速靈活的移動

等排球比賽場上的優異表現，無不體現出運動員優良的身體素質；因此，加強

身體素質訓練，全面提高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水準顯得尤為重要；在個位置方

面：主攻手在發展專項身體素質時，主要發展彈跳力、腰腹力量、上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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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的揮擊速度和揮擊力量等素質；副攻守在發展專項身體素質時，主要發展

快速起跳的能力、連續起跳能力和上肢的揮擊速度等素質基礎；舉球員在發展

專項身體素質時應注意發展應變能力、觀察能力、心理穩定能力、彈跳力、腰

腹力量和手指手腕力量等；接應舉球員在發展專項身體素質時要注意全面發展

彈跳力、腰腹力量、上肢力量、快速和連續起跳能力、協調性和靈敏性等素質；

自由球員在專項身體素質訓練方面應主耍抓其下肢力量訓練和移動速度練

習，以及反應速度等方面的訓練。 

 

李寧（2005）針對中國青年男排運動員進行，助跑摸高（彈性）、6×16

公尺移動（移步換位及敏捷性）、一跳二迴旋（起跳速度及耐久力）、三級蛙

跳（爆發力）、100公尺（快速移位能力）、800公尺（有氧耐力）等6項專項

體能指標測驗結果如表5，並提供今後的選材工作提供可靠的比較資料；依據

體能等級的綜合評價（表6），可以為教練根據排球比賽不同位置運動員體能

的具體要求，不同特點，全面瞭解其發展潛力，從而為更有效地做好選材工作

提供重要的參考。 

 

表 5  青年男子排球不同位置運動員 6 項專項體能一覽表（x±s） 

位置 人

數 

助跑摸

高（m） 

6×16m

移動（s） 

一跳二迴

旋（次） 

三級蛙

跳（m） 

100m

（s） 

800m

（s） 

二傳手 13 3.34 ± 0.06 24.32 ± 

1.33 

64.4 ± 

27.97 

8.90 ± 0.46 13.03 ± 

0.36 

153.22 ± 

7.83 

接應二傳

手 

10 3.39 ± 0.05 25.11 ± 

1.22 

65.2 ± 

5.123 

8.66 ± 0.34 12.72 ± 

0.65 

157.25 ± 

6.39 

副攻手 19 3.41 ± 0.07 25.63 ± 

1.65 

63.0 ± 

16.68 

9.01 ± 0.58 12.91 ± 

0.91 

156.18 ± 

13.20 

主攻手 24 3.30 ± 0.28 25.47 ± 

1.72 

47.2 ± 

24.77 

8.74 ± 0.82 13.16 ± 

0.83 

159.56 ± 

12.56 

自由球員 9 3.20 ± 0.10 24.04 ± 

1.69 

62.2 ± 

14.24 

8.76 ± 0.54 12.90 ± 

0.74 

155.75 ± 

11.55 

Σ 75 3.34 ± 0.84 25.62 ± 

1.42 

55.0 ± 

25.36 

8.95 ± 0.62 13.24 ± 

0.78 

2.39 ± 0.19 

資料來源：李寧（2005）。我國青年男排運動員體能現狀的評價研究。浙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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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院學報，4，19-22。 

 

表 6  不同位置體能評價結果一覽表 

位置 人數 優等 中等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二傳手 13 1 5 6 1 0 

接應二傳手 10 1 4 5 0 0 

副攻手 19 2 6 6 4 1 

主攻手 24 4 4 5 6 5 

自由球員 9 0 2 6 1 0 

Σ 75 8 21 28 12 6 

資料來源：李寧（2005）。我國青年男排運動員體能現狀的評價研究。浙江教

育學院學報，4，19-22。 

 

由此顯示，排球運動員選材在專項運動素質方面很重要，因此，必須透過

相應的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發掘具潛力的優秀運動員予以培訓，進而加強專項

體能與運動技術訓練，以期能提升整體排球運動素質水準。 

 

肆肆肆肆、、、、排球運動員排球運動員排球運動員排球運動員基礎基礎基礎基礎選材選材選材選材測驗內容與測驗內容與測驗內容與測驗內容與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經由前述對排球運動員選材評價指標內容探討可以知道，除基因影響的因

素無法改變外，針對排球運動員專項運動素質能力進行更深入的選材是必須的

重要步驟，尤其是運動技能的選材。因此，筆者認為可以透過運動技能的測驗

內容與方法，和基礎選材測試內容進行，可以提高排球運動員的成材率，與降

低教練在選材時的浪費。 

 

一一一一、、、、排球運動員排球運動員排球運動員排球運動員運動運動運動運動技能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技能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技能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技能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    

眾人皆知，排球運動技術是由發球、墊球、傳球、扣球和攔網等基本技術

所組成，比賽的特點就是要求每個球員必須能掌握全面的攻、防技術；所以要

進行排球運動員運動技術選材時，可以透過以下幾個簡單的排球運動專項技能

進行了解；因此，根據王金燦主編（2005）的研究指出，排球運動員運動技能

的測驗項目內容與方法，做為排球運動員運動技能選材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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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動速度測驗（單位：秒） 

採計時方式，對受試者進行36公尺移動速度測驗，受試者須在攻擊線出發

至中線做往返動作；前進時必須雙手摸到中線，後退制攻擊線什雙腳須退至進

攻線，前後兩個來回。接著改為側身滑步或交叉移動方式，置中線兩個來回，

用單手摸線，然後鑽過網跑至對方攻擊線；折返終點時手摸出發線，始完成測

驗（如圖1）。 

 

 

       起點： 

 

 

 

 

 

       終點： 

 

   

圖 1  36公尺移動速度測驗意示圖 

資料來源：王金燦主編（2005）。運動選材原理與方法。北京市：人民體育

出版社。 

 

（二）發球 

發球是排球比賽中最直接的進攻手段之一，發球技術主要從拋球、擊球動

作和擊球點三方面進行運動技術測驗評分。測驗方法：任選一種發球姿勢，在

發球區連續發球至測驗人員發出停止為止。評分方法：最高為100分；依據發

球技術要領，此項測驗給分和扣分內容如表7。 

 

表 7  攻擊性發球給分和扣分表 

技術要領 評定內容 扣分 得分 

拋球 

（10 分） 

拋球有屈腕動作 

拋球位置左右、前後、高低不穩定 

拋球高度不適當 

1-2 

2-4 

1-2 

減扣分

×3.5 

擊球動作 不能運用腰腹發力，揮臂動作不協調 1-2 減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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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揮臂軌跡：飄球不走直線，扣發球擺弧太小 

擊球手法：飄球有屈腕動作，產生旋球，扣發

球無推壓動作或推壓動作不明顯，球不上旋或

上旋不夠 

擊球部位不準 

1-2 

 

 

1-2 

1-2 

×4 

擊球點 

（10 分） 

擊球點左右、前後、高低不穩定 

擊球點不適當 

1-4 

1-4 

減扣分

×2.5 

資料來源：王金燦主編（2005）。運動選材原理與方法。北京市：人民體育

出版社。 

 

（三）傳球 

排球最基本的傳球就是正面雙手上手傳球，傳球技術的評定主要從擊球

點、手形和傳球動作三方面進行評分。測驗方法：由教練或指定一名隊員，在

網邊與受試者相距6公尺，做順網上手對傳高球至測驗人員發出停止為止。評

分方法：最高為100分；依據發球技術要領，此項測驗給分和扣分內容如表8。 

 

表 8  正面傳球給分和扣分表 

技術要領 評定內容 扣分 得分 

傳球點

（10 分） 

上下或前後偏離正確擊球點 

上下或前後偏離正確擊球點 10 公分以上 

上下或前後偏離正確擊球點 20 公分以上 

左右偏離正確擊球點 10 公分以上 

1-2 

3-4 

5-8 

5-8 

減扣分

×3 

手形 

（10 分） 

拇指朝前 

手指不彎曲 

掌心朝前 

兩手之間的距離或手指間的距離過小或過大 

兩手高低、前後不齊 

1-2 

1 

1-2 

1-2 

1 

減扣分

×3.5 

傳球動作 

（10 分） 

伸臂伴送傳的動作不明顯，不充分 

手指、手腕緩衝控制的動作過小 

兩手用力方向不一致 

不蹬地或蹬地不及時，身體無伸展動作配合 

傳球的同時，身體有後仰動作 

1-2 

1-2 

1 

1 

1-2 

減扣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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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金燦主編（2005）。運動選材原理與方法。北京市：人民體育

出版社。 

 

（四）墊球 

墊球的技術動作多種多樣，但最基本的是正面雙手墊球，主要是從身體姿

勢、手臂姿勢和擊球動作進行評分。測驗方法：由教練或指定球員從對方中長

進攻線後輕發球，受試者在本區6號位置正面墊球至插上位置，至測驗人員發

出停止為止。評分方法：最高為100分；依據發球技術要領，此項測驗給分和

扣分內容如表9。 

 

表 9  正面墊球給分和扣分表 

技術要領 評定內容 扣分 得分 

墊球時身

體姿勢 

（10 分） 

身體後坐或後仰 

腿大直、重心高 

兩腳平行站立，不分前後 

1-3 

1-3 

1-2 

減扣分

×3 

墊球時手

臂姿勢 

（10 分） 

兩臂未伸直 

兩臂未靠近 

不壓腕，前臂部外旋 

兩手抱不攏，兩臂高低不一致 

1-2 

1-2 

1-2 

1-2 

減扣分

×3.5 

擊球動作 

（10 分） 

不主動抬送前臂迎擊球 

不蹬腿或抬臂與蹬腿動作不協調 

手臂觸球部位不準，不能經常保持用前臂部墊

球 

擊球點不能保持下腹前 

肌肉過於緊張，動作僵硬 

1-2 

1-2 

1-2 

1 

1 

減扣分

×3.5 

資料來源：王金燦主編（2005）。運動選材原理與方法。北京市：人民體育

出版社。 

 

（五）扣球 

扣球動作比較複雜，但在測試中只扣正面一般近網球（13歲以下免測），

主要從助跑起跳、擊球動作和擊球手法進行評分。測驗方法：受試者在4號位

置正面扣一般近網高球，至測驗人員發出停止為止。受試者可以自選舉球員。

評分方法：最高為100分；依據發球技術要領，此項測驗給分和扣分內容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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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表 10  正面扣球一般進網高球給分和扣分表 

技術要領 評定內容 扣分 得分 

助跑起跳

（10 分） 

拋球有屈腕動作 

拋球位置左右、前後、高低不穩定 

拋球高度不適當 

1-2 

2-4 

1-2 

減扣分

×3 

擊球動作 

（10 分） 

不能運用腰腹發力，揮臂動作不協調 

揮臂軌跡：飄球不走直線，扣發球擺弧太小 

擊球手法：飄球有屈腕動作，產生旋球，扣發球

無推壓動作或推壓動作不明顯，球不上旋或上旋

不夠 

擊球部位不準 

1-2 

1-2 

 

 

1-2 

1-2 

減扣分

×3.5 

擊球手法 

（10 分） 

擊球點左右、前後、高低不穩定 

擊球點不適當 

1-4 

1-4 

減扣分

×3.5 

資料來源：王金燦主編（2005）。運動選材原理與方法。北京市：人民體育

出版社。 

 

（六）教練評定 

運動員運動技能選材的最後步驟，仍然需要透過教練的評定階段；因為教

練是長期與運動員從選拔、培養、訓練甚至生活都有接觸，為避免進行選材時

有所疏漏，或對運動員運動能力及其潛能評估產生失誤，才能做出較客觀的結

論。王金燦主編（2005）則認為評定的內容為：1.對發育程度的鑑別；2.技術

動作的協調和掌握動作的能力，如運動員球感、身體控制能力、節奏感及各種

適應性等；3.訓練和比賽作風，如意志品質、吃苦耐勞、拼鬥精神、自信心、

敢於和善於比賽、能與同伴合作的集體主義精神。 

 

二二二二、、、、排球運動員選材排球運動員選材排球運動員選材排球運動員選材基礎基礎基礎基礎測試內容測試內容測試內容測試內容    

除前述的排球運動員運動技能測驗內容與方法外，另外可以再對排球運動

員選材中幾項基礎測試內容進行測試（如表11），以強化排球運動員選材的成

功率。而且可以幫助教練從事基礎排球運動員選材時比較容易發掘具潛力的人

才，同時減少訓練時的不必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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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排球運動員基礎選材測試內容 

分類 指標 實測值 分類 指標 實測值 

型態 
身高（公分）  

一般

素質 

60 公尺跑（秒）  

手足距離（公分）  助跑

摸高 

雙腳起跳  

功能 

心

功 

安靜心跳率  單腳起跳  

運動後心跳率  36 公尺移動（秒）  

指

數 

恢復心跳率  

專項

技術 

傳球（分數）  

指數  墊球（分數）  

性徵 

乳房  扣球（分數）（13 歲以

上測） 

 

陰毛  

睪丸  心理

素質 

神經類型（二傳手測）  

初潮（年、月）  被動反應時間（秒）  

資料來源：余竹生、沈勛章、朱學雷（2006）。運動員科學選材。上海市：上

海中國醫藥大學出版社。 

 

表11得知，教練很容易就由此表篩選出所需要的排球運動員，不僅可以簡

化不少選材流程外，亦可透過圖1和表7-10的各項排球運動員運動技能測驗加

以驗證所選出的人才是否符合條件；然後，再施一個階段的排球運動專項訓練

與體能訓練後，再針對防守與攻擊位置的專項排球運動員選材，最後再施以各

類專項訓練，使其成為一名優異的排球運動員。經此過程，所有排球運動員再

進而演練各種排球運動比賽的技戰術與團隊攻防能力的整體訓練。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排球運動員選材在國內是最早被注意的運動，並有許多相關研究進行探

討，隨著國人身體素質不斷的提升，身高條件仍是基礎運動員選材的主要指

標，教練可依此原則進行選材；筆者提出本文主要透過簡單的幾個方法、步驟

與測驗即可幫助教練從事選材時能夠容易著手進行，減少不必要的時程浪費以

及流失具潛能的人才。因此，教練可根據排球比賽不同位置運動員體能的具體

要求，不同特點，全面瞭解其發展潛力，從而更有效地做好選材工作。輔以相

應的選材測驗內容與方法，發掘具潛力的優秀運動員予以培訓，加強專項體能

與運動技術訓練，並以循環的方式隨時進行選材、育才、訓練的工作，藉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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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提升運動素質水準。 

 

本文僅提供簡略的方法，如果要進一步針對各不同守備位置，如攻擊手、

副攻手、二傳手、自由球員…等專項位置的排球運動員選材，此步驟必不可免

之外，應該增加個專項攻擊、守備位置的排球運動員選材特點，使得選材工作

更精緻、專業，提高選材的成功率與成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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