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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肩肘腕等上肢的關節動作肌力對於棒球投擲的速度和動作有明顯影響，本研究將採用簡單且

方便的手攜型等長測力儀，評估青少棒選手的上肢各關節動作等長肌力對於坐立投擲表現的影響，期望

能增加對於棒球投擲學理上的了解。方法：研究對象為 20 位彰化藝術高中國中棒球隊員，採坐姿投擲方

式測得球速。上肢各關節動作等長肌力利用手攜型測力器測得，並以 Pearson 相關統計法分析兩者相關性。

結果：20 位選手坐姿投擲的平均球速為 63.42±6.99 km/hr，在上肢 16 個關節動作等長肌力數據中，與坐

姿投擲球速較具相關性的肌力有 2，即肩外轉肌力和肘關節旋後肌力，相關係數分別為為 0.585 和 0.562(p
＜.01)。另外有 7 個關節動作等長肌力和投擲球速顯著相關(p＜.05)，分別為肩關節屈曲、外轉與內轉以及

水平內收，以及腕關節伸展、屈曲、橈側偏移與尺側偏移。其它 7 個關節動作等長肌力和投擲球速無關，

分別是肩關節外展、內收、水平外展、伸展，以及肘關節伸展、肘屈、旋前等。結論：坐立投擲時和球

速較相關的部位有肩關節外轉、屈曲、與腕關節伸展等三個動作，均作用於揮臂準備期，顯示較為完整

的準備動作對於球速的影響頗為重要。至於在用力加速期間，肩關節內轉、水平內收，以及肘關節旋後

和腕關節屈曲對於球速有明顯的影響。

壹、緒論

　　投擲動作是相當常見的一種身體動作，其活動的特性在於運用上肢肢體的末段活動將物體投射出，

其投射力量是藉由身體各個肢段力量而產生，舉凡日常生活中的拋、投、傳、丟、擲、射等動作皆可以

歸為投擲動作（劉于詮、陳五洲、黃泰源，2005）。運動項目如棒球、手球等的練習與比賽中，投擲的比

重頗大，快速的投擲表現，常常可以使得攻擊或防守者佔據優勢。因此，這些項目的教練或教師在訓練

及指導技巧過程中，皆會強調投擲速度，以期選手能達到良好的投擲表現。

　　棒球投擲動作是結合全身性的肌肉運作的結果，投擲並不能以單一肢段來完成（陳建銘、湯文慈，

2004）。投擲運動的主要作用肌群為胸大肌、擴背肌、肩關節的旋轉肌群以及肘與腕關節屈肌與伸肌等。

其中，投擲所常提及的肩部旋轉肌群包含了棘上肌、棘下肌、小圓肌和肩胛下肌等。一般認為，增加身

體與投擲相關動作的肌力是達到更快投擲速度必要的訓練。陳九州、蘇雄飛、林敏政、高英傑（1993）
認為決定球速的關鍵在於運動員的技巧外，肌力是決定球速的關鍵。

　　相較於其他田徑的投擲項目，如鉛球、鐵餅與標槍，棒球的動力鏈模式並不完全相同。在運動學的

研究中，可以將棒球投擲動作分成以下幾個時期：揮臂準備期(wind-up phase)、揮臂用力期(arm cocking
phase)、加速期(acceleration phase)、減速期(deceleration phase)及後隨動作期(follow-through phase)。以棒

球投手投球的動作來看，其投球的力量施展是由下肢牽動軀幹、牽動肩關節到手腕與手指，再將力量釋

放到球而出手，而從腳踏著地到球離手，不過接近 0.15 秒的時間，快速球的球速卻動輒時速 140-150 公

里以上。要在短時間產生如此大的力量，是需要全身肌力與動作協調性才得以完成(Escamilla, Fleisig,
Barrentine, Zheng, & Andrews, 1998)。身體各部位的肌肉中，上肢肌力是影響棒球選手投擲表現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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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陳建銘、湯文慈，2004）。van den Tillaar and Ettema(2007)的研究指出投球時上肢角速度是影響球速

的主要因素，尤其是肩關節的最大內旋角速度與出球速度有高度相關。由這兩篇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上肢

肌力對球速的顯著影響。

　　探討肌力與球速的研究顯示棒球選手的肩關節外展、內收、伸展與內轉肌力，與肘、腕關節伸肌肌

力與球速有顯著正相關(Clements, Ginn, & Henley, 2001)。這些研究中，多半採用等速測力儀(isokinetic
dynamometer)的來做肌力檢測，而這類的等速測力儀現以被廣泛地用於醫療復健與運動科學中。臨床診斷

上，可以透過等速測力儀分析肌肉力量以得知病患者的肌力優劣(Bohannon, 1990; Leggin, Neuman, Iannotti,
Williams, & Thompson, 1996)。雖然等速測力儀有測量與判讀精確的優點，使用上具有相當信度與效度

(Bohannon, 1990; Leggin et al., 1996)，不過儀器本身的體積過大，操作上需要專業人員協助，應用上較受

限制(Leggin et al., 1996)。近來，在一般運動及健身調查上，手攜型等長測力儀(hand-held dynamometer)的
使用逐漸受到注意。

　　MacDermid, Ramos, Drosdowech, Faber, and Patterson(2004)在針對肩關節不穩定患者的肌力調查研究

中，指出肩關節向心等速肌力與等長肌力有高度相關與信度，在兩組內的相關係數(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為 0.78-0.94，而離心等速肌力關係上便沒有明顯的相關呈現，研究並指出肩關節不穩定與肩關

節外轉等長肌力也具有中度的相關(r=.56)。在等速肌力與等長肌力測試上，另有 Bohannon(1990)所做靜態

腿後肌屈曲肌力測試中，採用等速測力儀 (Cybex ΙΙ isokinetic dynamometer)與手攜型測力儀 (Ametek
Accuforce ΙΙ hand-held dynamometer)所做的信度比較，結果發現兩者所做出最大靜態肌力沒有顯著的差異，

兩者測驗之結果皆具有高度信度。

　　由於上肢肌力對於投擲速度的影響頗大，本研究將嘗試探討青少棒球員上肢各關節動作肌力對於投

球速度的影響。研究結果除了可以增加對於投擲動作的了解，獲取上肢各關節動作肌力影響投擲速度的

數據，相信有助於棒球教練或教師棒球選手選才與訓練的進行。

貳、方法

　　本研究 20 位彰化藝術高中國中組棒球隊員作為研究對象，計有 4 名投手、13 名內野手與 3 名外野手，

研究對象皆為無神經肌肉疾病的男性。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料 (n=20)
身高（公尺） 體重（公斤） 年齡（歲） 球齡（年）

平均值 167.03 62.1 14.8 2.25
標準差 7.98 13.03 0.66 0.44

(一)AMETEK 500 LBF 等長手攜型測力儀。

(二)測速槍(Bushnell Model#:10-1900)
(三)業餘比賽正式棒球(KY-500)。

　　探討青少棒球員上肢肌力與棒球投擲速度之相關情形，以坐立投擲（如圖一），並採用測速槍測量投

擲速度速度。上肢各關節動作等長肌力值係利用手攜型測力儀測得，在正式測驗時前一週，讓受試者能

熟悉各項測量所需方法。投擲實驗前，受試者先進行包括上肢動靜態伸展與六次的投擲練習共 5 分鐘熱

身。接著進行坐立投擲，測速槍距受試者 6 公尺，每名受試者進行 15 次投擲。

　　以下為 16 項上肢關節動作等長肌力測試方法：(1)至(10)項的測試採坐姿，如圖二肩外展肌力測試姿

勢所示：

(一)肩外展肌力(shoulder abduction)：前臂與軀幹成垂直，測力器置於上臂遠端，靠近肘關節的外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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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試者做一外展的動作抵抗，由測力器讀出肌力。

(二)肩內收肌力測試(shoulder adduction)：同(1)，但受試者做一內收的動作抵抗。

(三)肩水平外展肌力測試(shoulder horizontal abduction)：手臂伸直與軀幹垂直，測力器置於前臂遠端靠近

腕關節的尺側平面，令受試者做一水平外展的動作抵抗，由測力器讀出肌力。

(四)肩水平內收肌力測試(shoulder horizontal adduction)：同(3)，但測力器置於前臂遠端靠近腕關節橈側平

面，受試者做一水平內收的動作抵抗。

(五)肩屈曲肌力測試(shoulder flexion)：手臂伸直與軀幹垂直，測力器置於前臂遠端靠近腕關節外側平面，

令受試者做一肩屈曲的動作抵抗，由測力器讀出肌力值。

(六)肩伸展肌力測試(shoulder extension)：同(5)，但測力器置於靠近腕關節的內側平面，受試者做一肩伸

展的動作抵抗。

(七)肩外轉肌力測試(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同(5)，令受試者前臂做一向身體外側轉的動作抵抗。

(八)肩內轉肌力測試(shoulder internal rotation)：同(6)，令受試者前臂做一向身體內側轉的動作抵抗。

(九)肘伸展肌力測試(elbow flexion)：上臂需固定於體側，測力器置於前臂遠端靠近腕關節的外側平面，令

受試者做一伸展的動作抵抗，由測力器讀出伸展肌力。

(十)肘屈曲肌力測試(elbow extension)：同(9)，但測力器放置前臂遠端靠近腕關節的內側平面，令受試者

做一屈曲的動作抵抗。

(十一)至(16)測試採坐姿，前臂須擺放置於平面，如圖三肘旋後肌力測試姿勢所示。

(十二)肘旋後肌力測試(elbow supination)：測力器置於靠近腕關節外側平面，前臂做一向身體外側旋轉動

作抵抗，由測力器測出肘部旋後肌力。

(十三)肘旋前肌力測試(elbow pronation)：測力器置於靠近腕關節內側平面，前臂做一向身體內側旋轉動作

抵抗。

(十四)腕伸展肌力測試(wrist extension)：手掌採虛握拳姿勢，將測力器放置於手掌掌骨的平面上，手腕做

一向上伸展的動作抵抗。

(十五)腕屈曲肌力測試(wrist flexion)：同(13)，手腕做一向下屈曲的動作抵抗。

(十六)腕橈側偏移肌力(wrist radial deviation)：手掌採虛握拳姿勢且拳眼朝上，將測力器置於拳眼上，僅以

腕部做一向上橈側偏移的動作。

(十七)腕尺側偏移肌力(wrist ulnar deviation)：手掌採虛握拳姿勢且拳眼朝上，將測力器置於小魚際肌上，

僅以腕部做一向下尺側偏移的動作，由測力器測出肌力值。

          圖一　坐立投擲示意圖              圖二　肩外展肌力測試            圖三　肘旋後肌力測試

　　青少棒員上肢等長肌力與投擲速度之測量，將所測得之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統計套裝軟體

來進行統計分析，以描述性統計（平均數、標準差）表示受試者之各項測驗結果，並採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求出上肢等長肌力與投擲速度間相關係數，顯著水準並定為 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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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果

　　本次實驗共計有 20 名受試者，實驗所測得知球速為受試者所盡力投擲出的最佳球速，投擲時採坐立

上手投擲 15 次，將所有 15 投擲球速記錄下，投擲平均球速為 63.42±6.99 km/hr，投手球速為 66.46±7.65
km/hr，內野手 62.51±7.18 km/hr，外野手 63.31±6.55 km/hr，如表二所示。

表二　不同守備位置球員坐立投擲速度(n=20) （單位：km/hr）
所有選手(n=20) (n=20)

(n=20) 投手(n=4) 內野手(n=13) 外野手(n=3)

平均球速 63.42 66.46 62.51 63.31
標準差 6.99 7.65 7.18 6.55

　　測量受試者上肢各部位等長肌力，共計量測部位有肩關節、肘關節與腕關節各部位動作之等長肌力，

而 20 名受試者的球速與上肢各部位等長肌力兩項實驗結果，將兩項實驗數據採皮爾遜積差相關來分析兩

者的相關，結果發現投擲球速與肩關節屈曲、內轉、外轉與水平內收肌力有顯著相關(p＜.05)，而投擲球

速與肘關節旋後肌力、腕關節的伸展肌力、屈曲肌力、橈側偏移肌力與尺側偏移肌力有顯著相關(p＜.05)，
肌力平均數與準差及球速與肌力兩者的相關製作圖表，如表三所示。

表三　上肢等長肌力與投擲球速之相關表（肌力單位：kgw）

平均數 標準差 R p value
肩外展肌力 19.29 4.06 .395 .085
肩內收肌力 22.65 3.16 .158 .507

肩水平外展肌力 10.77 1.60 .209 .378
肩水平內收肌力 11.67 1.81 .480 * .032

肩伸展肌力 21.86 2.03 .258 .273
肩屈曲肌力 11.17 4.70 .499 * .025
肩外轉肌力 11.93 2.01 .585 ** .007
肩內轉肌力 15.05 2.37 .509 * .022
肘伸展肌力 19.88 3.64 .263 .262
肘屈曲肌力 22.55 5.51 .384 .095
肘旋前肌力  9.11 1.30 .068 .775
肘旋後肌力  8.02 2.42 .562 ** .010
腕伸展肌力 15.32 2.57 .474 * .035
腕屈曲肌力 10.77 2.37 .445 * .049

腕橈側偏移肌力 17.17 2.44 .507 * .023
腕尺側偏移肌力 11.50 2.21 .491 * .028

         **p＜.01 *p＜.05

肆、討論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 20 位青少棒選手上肢 16 個關節動作等長肌力中，與坐立投擲球速較具相關性的

肌力有 2，分別為肩外轉肌力和肘關節旋後肌力，相關係數分別為為 0.585 和 0.562(p＜.01)。另外有 7 個

關節動作等長肌力和投擲球速顯著相關(p＜.05)，分別為肩關節屈曲、外轉與內轉以及水平內收，以及腕

關節伸展、屈曲、橈側偏移與尺側偏移。其它 7 個關節動作等長肌力和投擲球速無關，分別是肩關節外

展、內收、水平外展、伸展，以及肘關節伸展、肘屈、旋前等。

　　從投球動作過程來看，與坐立投擲球速較相關的肩關節外轉與屈曲，以及相關的腕關節伸展等三個

動作，均作用於揮臂準備期，顯示較為完整的準備動作對於球速的影響頗為重要。至於在用力加速期間，

肩關節內轉、水平內收，以及肘關節旋後和腕關節屈曲對於球速有明顯的影響。

　　以下分別就肩關節、肘關節以及腕關節動作對於坐立投擲球速的影響作進一步探討。

　　在投擲最受關注的肩關節旋轉肌群上，在本研究發現投擲球速與肩關節內轉與外轉等長肌力有顯著

相關(p＜.05)。其他研究結果也認為外轉與內轉等速肌力與球速有顯著關係（陳九州等，1993；陳建銘、

湯文慈，2004；Clements et al., 2001; Pawlowski & Perrin, 1989）。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肩關節各動作的

等長肌力中，外轉肌力小於內轉肌力，其比例為 0.79；外展肌力小於內收肌力，其比例為 0.85；屈曲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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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小於伸展肌力，其比例為 0.51，這些比例也與上述的研究相符。其他肩關節動作方面，莊林貴、蔡一

鳴、曾慶裕、王秀銀（2002）、Bartlett, Storey, and Simons(1989)、Clements et al.(2001)研究發現肩關節的

外展、內收、伸展與屈曲等速肌力與球速有關，而本研究僅發現屈曲與水平內收與球速有顯著相關(p
＜.05)。莊林貴等（2002）指出認為棒球員在投球加速期時的身體重心轉換，需藉由軀幹旋轉及腹肌收縮

來帶動投球手臂，接著，肩關節內收來增加投球前臂的加速，本研究採坐立投擲限制軀幹轉動與傳遞，

使得肩關節無法如站立投擲的正常揮臂收縮，僅單藉由胸大肌與前三角肌作出上臂往前往內的揮臂動作，

這可能是結果顯示肩關節的水平內收等長肌力與球速有顯著相關的因素之一。

　　在肘關節四個動作中，只有旋後等長肌力與球速有顯著相關(p＜.05)，相關係數為.562 的中度相關。

Bartlett et al.(1989)、Sisto, Jobe, Mynes, and Antonelli(1987)的研究指出肘關節伸肌群與伸肌群的等速肌力

與球速無顯著關係，與本研究結果相似。根據投擲動作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坐立投擲只強調上肢的肌力

與投擲動作，因而在加速期時的腕關節做屈曲並結合前臂有旋後動作將球投出，因此較大旋後力量能使

前臂作出更有利的投擲旋轉力矩而增加球速。其它研究指出，揮臂用力期肘關節做被動的伸展，此伸展

動作為擺臂時慣性使然，因此肘關節伸展的功能是將軀幹及肩關節的力量傳遞至球體(Sisto et al., 1987)。
陳九州等（1993）的研究中指出肘關節的曲肌等速肌力與球速有顯著的關係，不過，作者認為是受試者

重量訓練與離心收縮的結果所致。

　　本研究結果發現腕關節的伸展肌力、屈曲肌力、橈側偏移肌力與尺側偏移肌力與球速有顯著相關(p
＜.05)，相關係數為.445-.507中度相關，比起肩關節的外轉肌力及肘關節的旋後肌力與球速的顯著性(p＜.01)
略低。腕關節的各種動作力量產生來自於前臂的肌群，包含有橈側和尺側的屈腕及伸腕肌群等，Pedegana,
Elsner, and Robert(1982)研究指出腕關節的伸展肌力與球速有顯著相關。Jegede, Watts, Stitt, and Hore(2005)
在有關棒球投擲的研究中，指出全身肌肉的收縮力量由下肢、髖關節、傳至上肢，最後轉換至腕關節，

腕關節不但決定投擲的方向，其更重要的意義是傳遞全身的力量。不過，陳九州等（1993）的研究顯示

腕關節伸肌與曲肌的肌力對球速沒有直接的影響，和本研究有關腕關節的結果不同，這可能是因為本研

究採取坐立投擲，主要以上肢肌力將球投擲出，相較之下，腕關節不僅止於力量之傳遞，同時也具體地

影響投擲的球速。

　　本研究顯示以坐立姿勢投擲時，肩、肘與腕關節的 16 個關節動作中，和球速相關性較高的肌力有二，

分別為肩外轉肌力和肘關節旋後肌力。這兩個力量主要作用於揮臂準備期，顯示完整的準備動作對於球

速的影響頗大。此外，尚有其他 7 個關節動作的肌力和球速中度相關，顯示在完整的投擲動作中，這些

肌肉的力量對於球速均有相當程度的影響。因此在棒球的投擲訓練中，除了強調投擲動作的協調性之外，

也需要注重各部位肌肉力量的配合。

　　本研究提供了青少棒球員上肢肌力與球速相關的數據，顯示特定關節動作的等長肌力對於棒球投擲

球速的影響頗大。青少棒球專項訓練中，大多強調投擲訓練，反覆的投擲訓練固然可以建立投擲動作的

精熟程度與動作整合，但是成長中的青少棒球員肌肉骨骼系統尚未發育健全，過多高強度反覆的投擲訓

練之下，反而容易導致肌力衰退，造成肌肉及軟組織的傷害。本研究結果有助於球員和教練建立投擲動

作過程中肌肉的使用，並在訓練上提供上肢特定關節動作的肌力訓練，以達到更優秀的投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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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relation Study on Isometric Strength of 16 Upper Arm’S Movements and Baseball-
Throwing Speed

Chien-fa Wang & Jong-chang Tsai
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s and Health,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Object: Strength of movements exerted by the shoulder, elbow, and wrist of the upper arm are critical in
attaining better baseball-throwing speed. This study aimed to measure the isometric strength of 16 upper arm’s
movements of 20 junior baseball players,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sometric strengths and
throwing speed.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invited from Chunghua Arts Junior High School to attend this study.
Baseball-throwing velocity was measured with subjects in sitting posture. Isometric strength of 16 upper arm’s
movement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a hand-held dynamometer.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Person’s correlation
method. Results: Average throwing speed with sitting posture is 63.42±6.99 km/hr. Among 16 isometric strengths
recorded,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and elbow supination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throwing speed, the
factors are 0.585 and 0.562 (P＜.01), respectively. 7 movements are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hrowing
speed (p<.05), namely, shoulder flexion,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shoulder internal rotation, shoulder horizontal
adduction, wrist extension, wrist flexion, wrist radial deviation, and wrist ulnar deviation. The other movements,
namely, shoulder abduction, shoulder adduction, shoulder horizontal abduction, shoulder extension, elbow flexion,
elbow extension, and elbow pronation a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throwing speed. Conclusion:
Among the movements that affect throwing speed, 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shoulder flexion and wrist flexion
are exerted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hase of throw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a more complete action of arm rising is
critical for attaining better throwing speed. During acceleration phase, shoulder internal rotation, shoulder
horizontal adduction, elbow supination and wrist flexion are relatively important.

Key words: hand-held dynamome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