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亞洲俱樂部女子排球比賽技術分析之研究的
興大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Vo l. 5, PP. 93 - 100 (200 1.1 0)

第五期，頁 93

- 100 (民 90.10 )

1997 年亞洲俱樂部

女子排球比賽技術分析之研究
王美麗、陳銘鐘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排球運動經過百年的演進與發展，已由原來的休閒活動拓展為競技運動。近年

來，更受到社會環境因素、經濟結構條件的改變及運動科學高度發展之影響，而以快
速、高度、力量、技巧及團隊合作等方式快速推展，競爭亦愈趨激烈。因此，世界各
排球強國莫不處，ci積慮的從事研究謀求對策，以之因應。

從戰略、戰術的開發及系統化、控制化和訊息化的深入運用，的確給排球運動

帶來很大的變革(張木山，民 82) 。隨著規則的幾經修改和技術、戰術水平不斷的提
高，現代排球正向著高、快、準、變、技術全面等方向之發展，比賽中的爭奪愈演愈

烈，其爭奪的焦點集中表現在網上。進攻與攔網在激烈對抗中，既相互制約，文相互
促進，致使網上之爭奪空前緊張激烈，高度成為現代排球對抗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
當兩隊實力旗鼓相當時，戰術與戰略的應用，則成為攻城掠地的良方。日本男#防令

1964 年東京奧運會獲得第三名、 1968 年墨西哥奧運獲得第二名、更於 1972 年慕尼黑

奧運勇奪金牌。然而，在達成這些成就之前，即早已著手進行相闊的研究與分析，其
中之一為「對敵1育資料的搜集與分析判斷」。美國男排亦先?動令 1984 年奧運、 1985

年世界杯、 1986 年世界錦標賽及 1988 年漢城奧運奪冠，據其教練Dr. Douglos Bear
指出，係選派二位專業人員赴比賽地區，實際統計各隊比賽的各項技術資料，輸入電
腦並作分析與統計，同時編輯了一套偵察報告書，以瞭解各隊一切戰略，並以最佳的

陣容與戰術之組合贏得勝仗(張適吉，民 78) 。

目前在國際排壇中，如美國、義大利等國早已使用電腦手段來協助教練員進行
戰術分析。日本男排教練大古誠司曾說: r 現在的年輕選手對數據、圖標等很感興趣」。

所以，使用數據說明之教練，也較真說服力(明軒，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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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寶仁( 1996) 研究 1995 年世界杯女子排球賽及第 26 屆亞特蘭大奧運會
女子排球決賽「大陸~古巴」之戰，結果發現:中、古女排之主要差距在網上
高度，依兩場比賽之統計，大陸隊在扣球成功率皆不如古巴，防起能攻的球也

比古巴隊少，而防守失誤(即防不起的球)卻比古巴隊高。而其因素乃在，古

巴隊的扣球威力大、擊球點高，線直、速度快、力量大，並非大陸隊之進攻及
防守不如古巴隊。基於此一原由，大陸隊勢必加強攔網及後排防守，同時發展
快攻戰衛，並提高快攻戰術的質量與數量，以快制高，同時改變防守觀念(預
先的判斷與取位)。唯有如此勝算才有機會，而上述能力之提昇有賴於身體素
質的加強及攔網默契的配合。

世界女子排球重鎮在亞洲，而亞洲女排三強為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這
幾年的亞洲賽皆糞括前三名，中華隊也幾乎都得第四名，近年來泰國隊的表現

有帽起的現象，並已具有威脅中華隊的實力。於 1997 年第九屆亞洲俱樂部女

子排球錦標賽，曾先後擊敗了國內女子甲組冠軍「臺電隊」及我國大專女子明
星隊。泰國隊之所以有此成就，除了其國家政策的全力支持外，在技術應用及
戰術搭配上，有何突出所在，值得我們作一探討。因此，為坐穩第四、望三並

搶第二之時，我排壇人士及領導單位實應積極的作一全盤規實j 與統整，及早提
出對策與方法，以為因應日漸競爭激烈的亞洲排壇。

基於上述之實例說明與分析，今日排球競技為求得知己知彼已邁進科學
化、資訊化，以作為訓練與戰術搭配之考量，且為探究排球技術、戰術對於比
賽勝負的影響程度，提供日後國內女子球隊整體訓練之參考，此乃本研究的主
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女子排球比賽，不同名次的隊伍在基本
技術層面上之異同，影響成績表現之因素何在及各基本技術之間有何相關?期

盼能找出影響勝、敗之重要因素與關鍵，並為球隊提供資料，以暸解本身及對

手的情況，同時作為日後訓練、指導之參考，具體言之，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

下:
(一)比較各場勝、敗隊基本技術表現之差異;比較勝、敗隊得分技術與失
分技 術表現之差異情形。
(二)比較 各場勝、敗隊攻擊技術表現上之差異情形。

(三)比較 三隊基本技術表現之差異。
(四)勝、 敗隊各基本技術之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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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圖與限制
(一)範圍:

本研究係以 1997 年第九屆亞洲俱樂部女子排球錦標賽 A 組預賽之
三場比賽為範圍。並以排球比賽之歷程，即發球 (Serve) →接發球

(Receive)→扣球 (Attact) →捕網 (Blocking)→救球 (Recover) 等五大技術
項目，作為分析的內容。
(二)限制:

有關排球選手之基本步法、體能、精神意志、個人技術及團隊默
契等，不在本研究之範圈。

貳、相關文獻探討(略)

參、研究方法與步跨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 1997 年第九屆亞洲俱樂部女子排球錦標賽 A 組預賽單循環
(中華畫電、日本電器、泰國航訊)之三場比賽過程為對象，各隊選手之基本

資料如表 3-1 。
表 3-1
隊名

各隊選手之基本資料一覽表

身高

體重

攻擊點

攔網點

日本電器

173.5CM

290.5CM

279.8CM

泰國航訊

173.9CM
17 1. 8CM

64.7KG
60.6KG

278.7CM

273.3CM

63.2KG

285.6CM

280.7CM

中華薑電

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比賽過程資料之取得:

以亭華民國排球協會於比賽期間，現場所拍攝錄製之 錄影帶內容
及現場以曲線記錄內容結合，作為本研究分析之資料。
(二)記錄 表格設計

依 據排球比賽歷程並參考張適吉(民 78 )、林文忠( 民 79 )、張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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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民 82 )等，對於排球比賽競賽資料及基本技術統計方法，製作基
本技術表現內容配點及次數分配表(如表 3-2 )。
(三)比賽過程資料記錄統計

利用 PANASONIC 錄放影機(具有搖控、多段式慢動作放影、可
前進後退一面看一面找的功能) ，並依據現場手記實際比賽資料按各技
術之表現，登錄於預定之表格內，且將此資料轉載於表 3-2 '再將各技
術之效率或得點計算之，其方法如下:

1.攻擊有效率:
(攻擊成功數一攻擊失敗數) ..;-攻擊總數 XIOO% 。
2. 攔網平均得點:
總得分數÷總攔網數，攔網最高得點為 3 分。

3. 發球平均得點:
總得分數÷總發球數，發球最高得點為 5 分。

4. 接發球平均得點:
總得分數÷總接發球數，接發球最高得點為 4 分。

5. 救球平均得點:
總得分數÷總教球數，救球最高得點為 3 分。

6. 攻擊平均得點:
總得分數÷總攻擊數，攻擊最高得點為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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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項基本技術表現內容配點及次數分配表

技

術

表

現

內

合直接得分、接起無人接應、接球犯規
發

球

對方接入本方或接起無法扣球而送回本方
對隊接起之球，只能舉修正球

對方接入攻擊區，可實施單向掩護扣球
發球失誤或犯規

接 接到攻擊區，可實施單向掩護扣球

發 接成修正扣球
球 接入對方或無法扣球而送回對方
接球失敗、沒接到或犯規

術

攔

球
救

種
球
類

廿
~

得點

5
4
3
2

對方接到舉球員位置
接到舉球員位置

技

成功
觸回本方救起

。

4
3
2

。

3
2

觸回對方被救起，未觸球本方救起
失誤失敗、沒接到或犯規
救起可實施掩護扣球

救起可實施修正扣球

。

3
2

接入對方、接起無法扣球而送回對方
失誤、未接到、接起無人接應

。

攻 成功

2

擊 失誤或犯規

。

被救起或被攔回本方高球

A 式快攻

B 式快攻

C 式快攻

攻 A2 攻擊
擊 的攻擊
表

現

C2 攻擊

C3 攻擊
5 號位後排攻擊
式
6 號位後排攻擊
1 號 位 後排攻擊
虛攻 球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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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
將三場比賽所得之資料加以量化統計，各項所得資料以 SAS 套裝軟體系

統加以處理，並以 α=.05 為顯著水準進行統計考驗，茲將本研究主要運用之
統計方法，略述如下:
(一)針對研究目的一:
1.各場勝、敗隊基本技術表現之差異。

2. 勝、敗隊得分技術與失分技術表現之差異情形。
3. 將勝隊與敗隊基本技術;得分技術與失分技術之表現，求出平均得

點及標準差，並以 T-test 之統計方法進行考驗。
(二)針對研究目的二:

1.各場勝、敗隊攻擊技術表現之差異情形。

2. 勝隊與敗隊在攻擊技術表現差異，以百分比表示之。
(三)針對研究目的三:

1.比較三隊基本技術表現之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
2. 如達顯著水準'再進行 Tukey's 事後比較。
(四)針對研究目的四:
1.勝、敗隊各基本技術之相關情形。

2. 各項基本技術之間，以積差相關考驗之統計方法處理之。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經由實際比賽資料登錄於統計表後，依據實際所獲資料統計結果和
分析，並依所探討之問題討論。

有關各隊其在各場比賽中，與比賽隊之基本技術及得失分技術之數值分別

以表羅列，在資料分析時，先就各項基本技術作分析比較後，再作得失分技術
的差異比較。(有關比賽隊之基本技術及得失分技術之數值等表(略))。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支球 隊的培養，除了要有淵博的排球知識及優秀的技術 指 導教練之外，
同時也需要 一些合格的專門人材，以搜集各種資訊，為球隊作 技 術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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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練參考。甚至也應培養專門負責選手培訓追蹤的人材，提供球員的狀況
及改進的情形，而讓教練能更加瞭解全隊的狀況，以便於擬定出對訓練更有利

的計劃。本文乃透過現場比賽錄影拍攝整場比賽過程，經統計整理分析之後，

獲得以下研究發現。
(一)在基本技術表現方面:
1.接發球:日本電器優於泰國航訊及中華臺電，且達拉 .05 的顯著差
異。
2. 救球:日本電器及泰國航訊皆優於中華臺電，其中日本電器與中華
臺電達 P<.05 的顯著差異。

3. 攻擊:日本電器及泰國航訊皆優於中華臺電，並與中華臺電達 P<.05
的顯著差異。

(二)在失分技術表現方面:
日本電器及泰國航訊皆優於中華臺電，並與中華臺電達 P<.05 的
顯著差異。

二、建議
根據以上資料分析結果擬提出下列建議:
(一)排球比賽勝利之道，為有效的掌握得分技術(發球、攔網、攻擊)

,

在技術訓練上應以發球、接發球、攔網等多變化攻擊救球之優先順序
加強可能較為理想。
(二)日後進一步的研究，除了要重複實施研究之外，應朝不同對象及變項
去開發，同時擴大研究樣本，以促使研究結果能更臻於完善，以達更
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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