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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慢速壘球內野守備防守技巧之要領
黃俊傑*、邱睿昶**、魏家廉

僑光技術學院*、朝陽科技大學**、僑光技術學院
摘要

隨著現代化國際競技運動的競爭及水準不斷提昇，因此有志在慢速壘球
球員的舞臺上之球員更應專注於專項的研究與新知的接受，有效提昇技術水
準及國際運動的競爭力，本文的
重點在於敘述內野手守備防守技巧要領之訓練分為：防守技術解析、防守基
本技巧、雙殺守備必要性分析等三個部份。以順應當前國際競賽的需求，以
各種不同訓練計劃的擬定與實施，來符合國際潮流與趨勢灌輸為慢速壘球員
需該具備的知識與常識，進而得到正確的觀念益於
比賽的運動成績表現。慢速壘球運動是以訓練與培養加上豐富的實戰經驗，
並配合相關領域科學理論，方能突破技術的瓶頸。
關鍵詞：慢速壘球、內野手、防守

Shallow talk slowly and soon wild fielding insidethe softball
defends the main theme of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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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exercises ofcompetition

and level continuously promote, so have already slowly and soon had ambition at
the player of the softball player's stage should even be absorbed in particularly the
accepting of research andnew information of item, effectively promote technique
level and international athletic competition ability, textual The training which
particularly lies in describing to defend technique main theme inside the wild
hand fielding is divided into:Defending technique resolution and defending basic
technique, double to kill fielding necessity's analysis' etc. is three parts.With the
need of conformanc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ntest, with the draw-up of various
different training programme and carry out, match international current and trend
to instill for slowly and soon the softball member need knowledge and common
sense that should have and then get a correct idea benefit in The exercise result of
the game expresses.Slowly and soon softball exercise is with the trai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plus abundant true war experience, and match with related realm
science ories, then can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technique.
Key words: Softball slowly and soon, inside wild hand, defend

壹、前言
慢速壘球是由傳、接、打、跑四種基本技巧組成的運動，並由此四種技巧演變成複

雜且充滿高難度、技術性的團體運動，慢速壘球運動在國內、外競爭日趨激烈，球隊為
了更好的成績在技術上更重視基本動作，慢速壘球是由攻擊與防守兩要素所形成團體運
動，「所謂強大的攻擊是最佳防守，完美的防守是最佳攻擊」具體的說明了這個事實，
好的攻擊戰力可使球隊戰勝對方，堅強的防守力卻可以進一步贏得勝利〈黃俊傑、康正
男，2006〉。因此堅強的守備是球隊的基本要求，也是訓練上不可或缺的一環，理想的
強力內野手是強肩準確度好，移動迅速，跑壘速度快，球場上反應及判斷能力又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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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為一位理想內野手基本條件：爆發力、肌力與速度都要具備。另外在慢速壘球素質
上例如好的球感、堅強的心理素質、智慧等缺一不可。在以上條件之下，再配合良好的
訓練，相信必能朝向自己的目標邁向高峰。

貳、慢速壘球內野手基本防守技術解析
一、內野手基本姿勢

一般內野手共同特點，就是能正確的處理滾地球，對於各種來球的處理，基本的姿
勢可分為二種：
(一)、靜止式：以最輕鬆、舒適的姿勢，兩腳與肩稍寬，上身往前傾，重心降於一半而
落在

兩腳掌，左腳稍微往前，雙手自然放在兩膝上方，眼睛注視擊球員。
(二)、移動式：當投手準備投球時，內野手以輕鬆自然的姿勢，向前走幾步，並配合投
手的

投球，當投手將球投向本壘時，重心稍心降低，上身向前，雙手置於胸前，並向
前幾小

步移動（葉志仙，2003）。
二、內野手基本傳接球

防守的架構是由傳球與接球所構成，傳球與接球是防守技術的基礎，幾乎所有的防
守都由傳、接球而開始，傳接球動作便可看出一位選手的防守技術程度如何，由於傳接
球動作是最為簡單，所以常常被教練及選手所疏忽，造成日後難以矯正的缺點，也阻礙
防守技術層面的成長及進步，基本傳球部分要領可區分為傳球、擺臂、跨步、出手、後
續動作。
(一)、傳球：傳球是內野中最基本的條件，往往守備中傳球失誤，而讓攻擊跑壘員可能

再往前一或二個壘包，所以內野的傳球不得不重視。
(二)、擺臂：傳球的動作大致上分為三種，肩上傳球、側肩傳球、低手傳球三種，但是

基礎傳球以肩上傳球最為適合；肩上傳球的擺臂方法：大擺臂 (外野手)、小擺臂 (內
野手)與半圓擺臂 (捕手)三種。由於技術動作與平常體能訓練及重量，目前外野手
的長傳動作有漸漸縮為小幅度擺臂趨勢，而且不論使用任何方式傳球，在擺臂的過
程中握球的手指應保持在球上方，以軸腳為中心，利用軀幹的旋轉帶動上肢擺動，
將身體重量集中在軸心腳上並以肱三頭肌、三角肌、斜方肌、大圓肌等肌肉力量使
手臂向後展開並抬高肘關節，伸展胸大肌、肱二頭肌、橈側屈腕肌、尺橈屈腕肌、
掌長肌等肌群 (小岩利夫，1995）。

(三)、跨步：內野守備員在傳球之時，利用軸心腳對地面之反作用力，自由腳跨向傳球
的目標，動力由軸心腳傳達到自由腳並透過身體的旋轉，將力量傳送到投球的手
臂。在自由腳時腳尖與傳球的方向約 45 度角，避免自由腳而腳尖外張連帶膝關
節、臗關節與肩關節過度外張，減少了軀幹旋轉角度與速度而減低了扭轉的力量。

(四)、出手：出手投球時，力量是由軸心腳之姆趾、踝關節、膝關節、臗關節及上軀幹、
肩關節、肘關節、腕關節來傳達到手指而形成傳球的動作，內野手出手傳球時，
以軀幹的旋轉來配合大胸肌、肱二頭肌與屈腕肌群快速收縮，使手臂擺動力量經
由手指快速的作用於球體上，使球快速的投出，並產生快速的旋轉。

(五)、後續動作：出手接球後，上半身前傾，手臂自然的擺向自由腳之腿部的外側，所
有重 量都置於在自由腳上，驟然的停擺不僅不容易控制球，也很容易造成臂力的
傷害 (楊賢銘，1998）。

三、內野手基本接滾地球
內野手接滾地球，雙腳自然站立，膝關節微屈手套方之腳微微向前，重心微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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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肘、肘關節自然下垂，手套置於胸前，腕關節微微上舉使手套正面對準來球，傳球之
手靠近手套扶住形成雙手接球，眼睛注視來球而進手套。接球時保持下肢靈活快速移
動，使身體接球位置保持在正前方。（葉志仙、李明憲、朱峰亮 ，2003）接滾地球的時
間，非常難以掌握，接者以為在最高點往下落時以及落地後反彈瞬間最為合適，所以內
野手一定要算準這二次的接球時機，不可以在球上升之階段來作處理，因為在這段位置
時，球的速度最快，接球較不容易來判斷，失誤率高。
(一)、正面滾地球：當球擊出時，眼睛注視著擊球的速度來判斷守備，兩腳與肩稍寬，

重心稍 低，手套置於胸前開口朝上，手套位置與雙腳成為三角形，未持手套之手
需在手套正上方。

(二)、右側滾地球：若來得及移動到正面接球時，儘量要移動到正面來接球，倘若來不
及正面接球，以反手接球動作，首先要移動右腳，腳尖轉向右側，身體右轉，手套
一定要反方向放置於地面，眼睛注視球，由下而上的接球方式。

(三)、左側滾地球：與右側接滾地球以為相同，來得及處理接球時，儘量正面接球，動
作的要領，以左腳腳尖轉向左側，再視擊球速度來移動身體到接球位置（吳祥木，
1996）。

(四)、一壘手與三壘手前後緩慢彈跳球之處理：
1.強勁正面滾地球：強勁的正面滾地球對一、三壘手而言，只要反應極快，加上企
圖心擋球，一般處理上都不會有問題。

2.緩慢淺短的正面滾地球：緩慢滾地球在處理上比較棘手，原因之一是緩慢的滾地
球常因接球者前進速度太慢造成內野安打；原因之二是接球後必需迅速出手，常
常造成重心不穩定的狀況下，而產生傳球失誤（葉志仙，1993）。

表一 慢速壘球壘球內野手基本具備的條件表
一壘手 二壘手 三壘手 游擊手
1.身材高大

2.上肢長

3.良好的柔軟性

4 處理前進觸擊球

5.擅接各種傳球

1.速度快

2.敏捷性佳

3.指揮能力強

4.動作迅速

5 移動中跳傳能力

1.快速準確傳接能力
強

2.判斷力優

3.機敏動作

4.腕力強

5.迅速處理前進觸擊
球

1.長傳能力佳

2.守備範圍廣

3.強肩、腳程快

4.腰力、肌力良好

5.良好的守備技巧

教練平常在訓練一、三壘手緩慢正面滾地球，要反覆不斷做出跑、接、投三個連貫
動作，一壘手接到滾地球傳向三壘壘包，而三壘球傳向一壘壘包，等動作熟練之後，教
練可以要求一、三壘手傳向二壘，作封殺及雙殺訓練，再來練習就是隊上腳程快的選手
做突擊性的觸擊，以考驗一、三壘手的處理的成功率如何，以確定是否完美無缺。如未
達成目標再反覆練習，務須達到熟練自如的境界。上述一、三壘手重要性強調游擊是一
壘守備壘包，線內的球有機會成為三壘安打，另外三壘邊線有機會成為二壘安打，所以
形容一、三壘守備有如螃蟹的一雙銳腳強而有力保護二邊線安全的重要性，不亞於中央
線（富田勝監修，1994）。

參、慢速壘球內野手防守基本技巧
一、中繼傳球 (Replay play)：東方人臂力略遜西方選手，因此東方的球隊講求合作接力
的傳球，在球場上二傳球及三傳球都有可能會發生，尤其在守備範圍大的球場，更具備
要有傳球的默契。外野手由遠距離傳回內野，需要由內野手作一次或兩次的接力傳球，
稱之為中繼傳球；因為中繼傳球者，傳球要快、準才能刺殺或阻止場上跑壘者再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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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個壘。所以中繼者傳球距離不宜太遠，例如：當一個內野手要向前去中繼傳球時要
考慮自身及外野手臂力之強弱，若外野手臂力佳，則接球距離可稍遠些、若外野手臂力
差，則接球距離可稍近些〈黃俊傑、康正男，2006〉。且傳球者、中繼傳球者及傳球的
目標須成一直線，中繼傳球者也必須高舉雙手給予傳球者明確目標，而接球剎那自由腳
後退，側身接球同時墊步轉身將球傳至目標。
二、攔接球 (Cut-off play)：目的乃是阻止跑壘員進壘或是改變刺殺對象，所以內野手
必須要能接到外野手的傳球，否則就會失去攔接的意義，攔接者的位置必須在傳球者與
目標接球者同一直線上，距離接球者約 8~12 公尺，同時聽其指示「接」(CUT)如一壘、
二壘、三壘或放 (UP)--做出攔截的假動作，讓場上跑壘員誤以為要攔接而不敢再向前推
進，事實上是將球放過，由目標接球者接球。若球偏離目標，攔接者必須把球攔截下來
阻止場內跑壘者進壘〈黃俊傑、康正男，2006〉。
三、補位 (Cover)及後方助守 (Back up)：補位是守備員進駐壘包做防守動作，而後方
助守則是在守備員捕接球的後方支援防守，協助防守接球的失誤或傳球的暴傳，使防守
失誤的損失減低到最小的限度。
四、夾殺防守 (Run down play)：跑壘者在進壘途中，兩壘包之間防守球員已接到球而
形成圍捕陷入進退兩難的情境，稱之為夾殺或夾擊，成功的夾殺基本原則為速戰速決，
要點如下：

(一)、傳球次數少，夾殺時間短，較不易造成傳接球的失誤，而全速追擊則阻擋其他
佔壘者想向前進的企圖心。

(二)、傳球者高舉傳球手臂，讓接球者可以清楚看見球的位置，並以輕拋方式傳球。
(三)、傳球者應與接球者站在同一邊，避免接球者被跑壘者擋住視線或傳球的路線和

跑壘員交叉，打到跑壘員。
(四)、接球者於跑壘員靠近約三步前大聲喊”丟”，傳球者將球傳出後立刻向旁邊移動

幾步，以免跑壘者回頭跑時變成防礙跑壘。
(五)、接球者與傳球者要有良好的默契 (林敏政，1977）。

肆、慢速壘球內野手雙殺守備必要性分析
我們都知道一支強而有力的隊伍必須具備內野雙劍客，就是二壘手及游擊手的精密
效率搭配，如果隊伍中的二、游組合不流暢，接與傳球動作遲慢而失去雙殺機會，
反而讓對手僥倖上壘增加攻擊機會，假如球隊中有優秀二、游搭檔，而且有投球精
準、快速敏捷，雙殺的企圖心，一來可阻止瓦解對手的攻擊機會，二來給投手更大
的信心及信任感。（曾文誠，1994）在平常的訓練中，有兩隻勇猛巨螯保護著一、
三壘大關，而又有快速敏捷的二、游搭配在中央線上，在內野區佈下天羅地網使得
投手可以大膽的投球，所以在訓練上必須加強基本動作配合才能連貫漂亮演出，二
壘球及游擊手快速行進間要踏上二壘壘包之前，千萬不可大步行進，因為球是圓的
不見得所有傳來的球都是精準的，當有左、右、高、低偏差都要迅速去接住，否則
一旦來不及會造成漏接，即使踩到壘包也無法完成雙殺，因此最重要的一點在接近
壘包時，腳步轉為細步前進，在壘包前配合「接球」、「踩壘」、「轉身」、「出手」動
作流暢〈黃俊傑、康正男，2006〉。場上的危機並不是每一局都會來，但每局的棒
球賽都會有雙殺的機會出現，如果雙殺成功會使整個球隊在比賽中佔到優勢，如果
有雙殺機會卻未能及時掌握的球隊士氣可能會一落千，至會兵敗如山倒 (曾文誠，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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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慢速壘球內野手基本技術防守法
基本技術 防守型式 說明

擊球 滾地球：正面、左右側
飛球：平飛、高飛

捕接
傳球 刺殺及封殺：觸踩式踩壘、劃勾式踩壘

觸殺：點觸式、掃掠式
夾殺
攔接

肩上傳球 併步傳、交叉傳、跳傳
側肩傳球 正向傳球、逆向傳球傳球
低手傳球 正手、反手

伍、結 論
防守的目的是在防守對方的攻擊，而防守戰術是瓦解對方的攻擊戰術而設定的防

線，戰術的運用無所謂的「絕對」，只能依據比賽當時狀況預測戰術施行的成功率而定，
所以平常在練習時教練及選手必須建立良好的默契，將各種可能狀況逐一演練直至熟
練，全隊均能清楚並掌握場上的戰況，場內球員更要利用平日所訓練的技術及默契，將
被動轉換為主動，預想一道固若金湯的防守陣線，以封鎖對方攻擊為最高目標〈黃俊傑、
康正男，2006〉。每一種運動員無論本身資質如何，成功的途徑卻只有一種就是練習、
練習再練習，苦練、苦練再苦練，願與每位運動員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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