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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於探討新制三分線增加 50 公分之後，對於籃球選手在不

同三分線距離投射三分球時，不同時間投籃時動作的差異。以專家推薦

之三分球投射能力優秀與動作穩定性高的大專男子籃球聯賽公開一級選

手做為本次研究對象，針對肘、肩、髖、膝與踝關節的角度與角速度進

行分析與研究，結果發現： 一、 不同時間投籃，不同三分線距離投籃手



側各關節角度差異   下蹲時在新三分線投籃，膝關節與踝關節的角度

都顯著大於在舊三分線投籃時的角度。起跳時在新三分線投籃，踝關節

角度顯著大於在舊三分線投籃時的角度。出手時時在新三分線投籃，踝

關節角度顯著大於在舊三分線投籃時的角度。 二、 不同時間投籃，不同

三分線距離投籃手側各關節角速度差異 下蹲時在新三分線投籃，膝關節

的角速度大於在舊三分線投 籃時的角速度。起跳時在新三分線投籃，髖

與踝關節的角速度大於在舊三分線投籃時的角速度。出手時在新三分線

投籃，所有關節角速度沒有顯著的差異。 三、 不同時間投籃，投籃手側

各關節角度相關性 投籃下蹲、起跳、投籃時，身體各關節的角度會因會

投籃動作彼此間的動作協調，造成部分關節間角度會有一定的相關性。 

四、 不同時間投籃，投籃手側各關節角速度相關性 投籃下蹲、起跳、投

籃時，身體各關節的角速度會因會投籃動作彼此間的動作平衡，造成部

分關節間角速度會有一定的相關性。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of basketball players' three-point 

shooting motions when there are 50 cm extender of the three-point line to the 

basket in the new basketball rules. In this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chosen from the 

top players having played in University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nd they were also 

qualified by experts for their outstanding ability of three-point shootings and high 

consistency of completed motions. By focusing and analyzing on the angle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subjects’ elbow, shoulder,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s 

while shooting three-point, this study shows the findings below. 1. During a shot, 

the difference of the angle of the subjects’ elbow, shoulder,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s at different distance from the three-point line to the basket in between the old 

rules and new rules. Compared to the shootings at the distance in old rules, while 

they were bending knees before jump shots, the angles of the subjects’s knee and 

ankle j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and while they were jumping, the angle of 

their ankle joint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and while they were shooting, the angle 

of their ankle joint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2. During a shot, The difference of 

the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subjects’ elbow, shoulder,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s at the distance from three-point line to the basket in between the old rule and 

new rule. Compared to the shootings at the distance in the old rules, while they 

were bending knees before jump shots, the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subjects’s 

knee joints was significantly faster; and while they were jumping, the angular 

accelerations of their hip and ankle j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faster; and while they 

were shooting, the angular accelerations of their elbow, shoulder,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 During a shot, the correlation of the 

angle of elbow, shoulder,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s. Due to subjects’ 

coordination, while they were bending knees, jumping and shooting, the angles of 

each joint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4. During a shot, the correlation of the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elbow, shoulder,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sDue to 

subjects’ coordination, while they were bending knees, jumping and shooting, the 

angular accelerations of each joint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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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3/7/10 

轉檔

日期 
2013/07/16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9046081 2013.7.12 13:48 111.243.107.99 new 01 499046081 2013.7.12 22:22 

111.243.101.222 del 01 499046081 2013.7.12 22:22 111.243.101.222 new 01 

499046081 2013.7.16 12:31 61.230.75.138 del 01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new 01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new 02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del 01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del 02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new 01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new 02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new 03 499046081 2013.7.16 12:32 61.230.75.138 new 04 

499046081 2013.7.16 12:33 61.230.75.138 new 05 499046081 2013.7.16 12:33 



61.230.75.138 new 06 499046081 2013.7.16 12:33 61.230.75.138 new 07 

499046081 2013.7.16 12:33 61.230.75.138 new 08 499046081 2013.7.16 12:33 

61.230.75.138 new 09 499046081 2013.7.16 12:33 61.230.75.138 new 10 

499046081 2013.7.16 12:33 61.230.75.138 new 11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1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2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3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4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5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6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7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8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09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10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del 11 499046081 2013.7.16 12:46 61.230.75.138 

new 01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2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3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4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5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6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7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8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09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10 

499046081 2013.7.16 12:47 61.230.75.138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9046081 Y2013.M7.D10 23:25 111.243.102.237 M 499046081 

Y2013.M7.D10 23:26 111.243.102.237 M 499046081 Y2013.M7.D10 23:28 

111.243.102.237 M 499046081 Y2013.M7.D12 13:49 111.243.107.99 M 

499046081 Y2013.M7.D12 13:50 111.243.107.99 M 499046081 Y2013.M7.D12 

13:50 111.243.107.99 M phed3282 Y2013.M7.D12 13:50 111.243.107.99 M 

499046081 Y2013.M7.D12 22:22 111.243.101.222 M phed3282 Y2013.M7.D15 

17:16 140.136.120.28 M phed3282 Y2013.M7.D15 17:17 140.136.120.28 M 

phed3282 Y2013.M7.D15 17:18 140.136.120.28 M phed3282 Y2013.M7.D15 

17:18 140.136.120.28 M phed3282 Y2013.M7.D15 17:18 140.136.120.28 M 

499046081 Y2013.M7.D16 12:34 61.230.75.138 M 499046081 Y2013.M7.D16 

12:47 61.230.75.138 M phed3282 Y2013.M7.D16 12:52 140.136.120.28 M 

phed3282 Y2013.M7.D16 12:52 140.136.120.28 M 030540 Y2013.M7.D16 13:54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7.D16 13:56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