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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排球運動選手
選材之鹿鼎
陳永祥

蔚陽技帝!可學院

古只非本煥

曼灣太學

楊總成

三次江文學

壹、序論
隨著運動風氣的鼎盛，加上學校、社

東方人種，先天身材高度發展不如西

會大力推廣運動的好處，排球在全灣已是

方人種，因此在球場上兩軍對陣時，身材

一項普遍性的運動，尤其是近年我國男、

上的劣勢，往往形成一大的阻礙。一般而

女排球代表隊先後在重大國際賽事中，屢

言，從開始訓練到達國際水準約需

創佳繞，先後有 1998 年曼谷亞運的男子排

年的時間，也就是兒童少年就需要選拔具

球銅牌，再有 2005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

有潛能的運動員並加以訓練，方能確保成

排球金牌，帶動國內排球風氣蓬勃發展，

績表現，乃所謂的 r 三年成型，五年成材、

在各大專院校中更是蔚為風氣。同時在

八年成器』的高度競技訓練模式(鄭國平，

2004 年排球協會更是開辦了首屆的排球企

1990)

業聯賽，一舉將國內排球發展帶入了嶄新

排球人材，創造優異成績的先決條件，更

的局面，提供一個舞台讓圈內排球選手，

是走向高峰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8--10

，因此有效的發掘出基層資賦優異的

得以接受比賽的歷練與成長。
綜觀近年我國能夠得以有此佳績，當

貳、排球選手選材特性

屬在基層選手的探索、培養與訓練十分成

隨著比賽沿革的變化，強力 ll]t 發、強

功，不斷發掘出許多優異的選手，籍由選

攻、攔網、網上爭奪，使選材工作產生了

手技術的成長與相互的切磋，才得以有此

重大的變化，高大身材的排球運動員成了

佳績。但國際排壇伴隨著排球規則的不斷

球隊登上世界顛峰的必備條件。根據近幾

修改與技術的精進，及身材條件不斷的提

屆奧運會統計，參加奧運會的男排選手平

升，各國的實力更在伯仲之間，競爭更日

均身高在 195 公分以上，女排選手平均身

趨緊張與激烈，很難再有傳統強隊的誕

高在 181 公分以上，且近 30% 的隊員在 185

生，勝負的輸贏，往往決定在於那關鍵的

公分以上，並有逐年向上提升的趨勢(石

一兩分。早期男排實力在我國之下的中東

丹青、李玉箏，

國家巴林、卡達、沙烏地阿拉伯等，不斷

奧運奪冠的中國女排為例，全隊平均身高

透過吸收外籍教練與選手的方式，促使該

超過 184 公分，其中更有三位的球員超過

國排球實力大偏精進， 2005 年所舉辦的亞

190 公分，而且主將越蕊蕊身高更高達 196

洲排球錦標賽，我國更是首次慘敗給巴

公分，身高的提升使中國女排有足夠奪下

林，此次的失敗對於我國目前的排球發展

世界冠軍寶座的本錢。

敲響一大警訊。

2003) ，以在 2004 年雅典

國內外許多學者(鄭國平，

1990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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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潰，

1992

:秦鳳;水， 2000 :陳耀華， 2002

劉 廣欣、周明華、王勇，

2000

:

:石單青、

用極大，攔網時能獲得更高的空間‘防守

時能控制更大的範園 。 男排的德斯怕伊內

) 所提出的研究結果大致相

身高為 195 公分，而臂長加身高卻達到 259

符 ， 皆認為在以有效益的垮養優秀排球選

公分，大大增加了空中雙手張開攔網峙的

手的選材前提下，排球運動員的理想身體

面積，更是形成對方攻擊時的難題 。 排球

型態是;體型均稱、皮下脂肪層薄，肌肉

選手較理想的手臂長是指距減身高差越大

線條清楚，頭尖脖長、肩寬背閥、四肢修

越好，一般不能低於 50

長:骨盆較小、臀肌向上緊縮;手掌較大

1997: 蒜、誠、張治因， 2003 ;鄭子敬 ，

手能充分張開、跟隨清晰而長;小腿較長、

因此綜合上述的論點可以簡單歸納出，從

膝關節細、 Z果關節小、足可較高、腳掌較

外觀上希望找尋的人才為，身材高瘦、擁

長 。

有絕佳彈跳力以及上肢較長之排球選手 。

李玉華，

2003

公分(張木山-

2005 ) ,

排球選手在身體型態選材上主要表現
在身高、體重、四肢的長度以及身體各部

EÐ

參、基層單位司實施的選材方式

分的比例，其中最主要的是身高。中華民

目前國內基層教練對於基層球員還材

國排球協會強化委員會曾多次召開"還材

大都傾向運用身高、體能檢測方式，相對

座淡會刊明確指出，在選拔少年兒童排球運

得一些較為資深的教練，貝 11 常會較相信自

動員時，必須把 r 身高』放在首位。中國

己的經驗而使用經驗選材。根據統計(鄭

大陸體育院校通用教材 (2000 )中亦明確

子敬， 2005)

指示排球運動中排球運動員其有網上爭奪

段身高體能還材有

57.7% '以教練經驗選

的特點，當前世界排球運動員也都向"大型

材有 36.6% '只有

5 . 6% 的教練會運用遺

化刊發展"高度"成為排球運動員的首要要

傳、家族調查方式進行選材。而世界上排

求。由於排球是隔網的運動，享有網上高

球先進國家所使用的骨齡、科學選材方式

度的優勢，就擁有獲勝的機會，從排球比

在國內目前是沒有基層教練使用的，而對

賽的發展趨勢看來，高大身材的運動員成

岸中國大陸對於運動選手的選材則是全面

為了運動還材的第一個要件，當對陣峙的

採用骨齡科學還材。

國內基層教練著重於國小階

兩邊球員，在身高相當時，如果該運動員

國內基層運動環境，普通面臨經費不

擁有絕佳的彈跳能力峙，貝 11 更是大幅增加

足之問題，政府無法把注大量經費進行全

其在於網上競爭時更有利的條件，更能提

面化的運動科學還材，因此基層的教練無

高扣球的高度與範園，在於攔網時更能擴

法採用類似國外先進的骨路分析，或是每

大有致的攔網區域，也因此高彈跳力的運

位選手都進行翔實的身體素質調查及分

動員當為排球還材第二個主要因素 。

析，找出每一位可能潛藏於人群之中的侵

一般來說排球運動員身材高大而修

異選手，泰半也只能碰碰運氣，等待天才

長，上肢明顯長，這樣的條件較有利於排

選手的出現。因此本文乃以探討圍內基層

球運動技街的發揮。另外排球比賽是運動

教練在發掘排球這動選手時，可以進行運

員手和臂在網上空問進行爭奪，與排球各

用選材的方法，能利用校內現有資源，以

項技術密切關遠 ， 尤其是在進攻時，為了

最省時、省力、省錢的方法，進行人材的

充分發揮手臂揮擊峙的最大線速度，所以

發掘方法討論之，且因為之前許多前輩、

需要較長的手臂。手臂在樹綱和防守時作

專家先進亦討論相當多的選材方法，涵蓋

H111J.旦發#"

範圍之廣，本文不再逐一探討，乃鎖定以

的預測方面則有將近 12 公分的差距(蔡崇

身高、彈跳力、敏捷性及遺傳等項，進行

演 181 公分、胡毅 169 公分) ，對於此一現

討論，試找出一些可用方法，以供基層教

象當為樣本取樣不同而有預測身高上的差

練運用實行，找出千里，馬。

距產生，但兩位專家學者所提之公式仍可

運用試算之。
一\身高選材
身高是排球運動還材的首要重點，身

材的高大，將爭取到網上爭奪時的優勢，

二\彈跳力選材
彈跳力是排球運動員佔據空中優勢的

和大幅提昇擊球點和攔網的高度，國內一

另一重要因素。它可彌補身材不高的缺

般學校基層的選材，大都集中在小學五、

陷，一般我們從彈跳力作為指標進行選材

六年級階段，因此除了要找出高個子的選

時，可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一為雙腳之

手外，更要找出將來生長高度能夠 r 節節

足芳，二為實地進行各種蹲跳之測驗以找

高昇』的選手，才能確保在未來的競爭上

出符合培訓|之選手。謝燕群(

一樣具有高度的優勢。社會中常見小接或

究足哥型態與運動能力相關中指出，足司

小學生的腳掌大，貝 1J 大多推論出，其將來

高矮與跑跳能力有極大相闕，足考高的

身高發展必也十分可觀，將會是屬於高個

人，其跑跳能力亦強，故當基層教練在發

1990 )研

掘選手時可考慮挑選足哥較高之選手，當

子一族。中國大陸學者謝燕群(

究認為根據腳掌長度亦可以推算出成年時
的身高，並提出一套簡易公式可供運算:

成年峙的身高 =13 歲時的腳掌長度 x7 土 3

1990 )在研

為享有較優異之彈跳力。
除運用上述之足司還材，教練亦可利

用軟性皮尺，籃板或牆壁，進行高度標示，

對於身高的預測，除了觀察幼童的四

利用選手手抹有顏色之粉末或顏料，實地

月支與腳掌，進行推估外，亦可經由測量父

進行之測驗得到數據，以確實掌握選手之

母的身高，進行對其子女將來身高發展的

彈 JÎ~~ 力。一般進行彈跳力之測驗可分為:

推估。國內知名排球學者蔡奈演(

1992)

提出一套預測身高簡易公式，根才;t父母親
的身高，也可推算出兒子、女兒的身高，

公式如下:

1.原地縱跳 2. 助跑摸高 3. 立定跳遠 4 連續
跳摸一定高度，或在一定時間跳一定次數。

目前世界優秀男子排球運動員的扣球

高度為 360 公分，攔網高度為 350 公分:

根據父母身高推算兒子、女兒身高

優秀女子排球運動員的扣球高度為 328 公

x 0.545 ::f:: 3
女兒身高= (父高 x 1.068 +母高) x 0 .5土 3
大陸學者胡毅( 1999 )也提出預測兒

分，攔網高度為 320 公分，因此採用彈 JÎ~~

女和父母的身高公式:

女選手應達到 49-53 公分以上，才符合其優

兒子身高=

(父高十母高)

x 1.08/2
(父身高 xO.928+母身高) /2

力指標進行基層排球選手還材時，可要求

11-12 歲的男選手應達到 5 午58 公分以上，

兒子身高= (父身高+母身高)

異彈跳能力還材排訓之標準(孫誠、張治

女兒身高=

圓 t 2003) 。

上述兩位學者的公式，分別以父親 180
公分身高，母親 170 公分身高帶入運算，
可發現預測兒子的身高部分十分接近(蔡

崇演 190 公分、胡毅 189 公分) t 對於女兒

三、敏捷性選材
敏捷性是由力量、反應能力、速度、
爆發力、和協調性幾種素質綜合而成的。

hIJt~.~# 歹也》

在排球比賽中迅速敢動，快速變化方向，

速度較慢。

各種複雜的動作的交替、組合以及各種技

上海體院對上海業餘體校排球隊圓的

戰術的運動，都需要高度的敏捷性，而敏

家庭調查結果來看，雙親的身高與其子女

捷性的高低，常常決定一個運動員的技術

的預測身高問存在若非常顯著的關條 3 其

水準'當敏捷性越佳時，往往在學習技術

中，母親與女兒的關條要比父親與女兒的

方面能有較大幅度之進步。基層教練在挑

關伶、大一些，而母親與兒子間的關條尤為

選選手時，需測驗各種不同姿勢的起跑和

明顯。另外根據格萊貝(德)和蓋達 ( 意 )

變換方向的跑，觀察反應速度、協調性等，

的研究，著名運動員的後代有一半以上的

擇優錄取 。

人有突出的運動才能(陳耀箏， 2002 ) 。

進行敏捷性還材時，教練僅需準備數

以海峽兩岸知名籃球運動員玉立彬為

個三角椎及計時碼表，利用操場跑道或空

例，玉立彬身高 202 公分，其妻亦為籃球

地，即可進行相關的檢測，立主可採用各種

運動員的徐如身高 189 公分，其女兒 13 歲

障礙跑式變向折返跑進行評定，如 3 公尺、

時身高 ~r 高達

6 公尺、 9 公尺折返跑，米字型移動、 8 字

正常其女國中時就可能以 200

型移動，各種看手勢或聽信號的站立跑、

球界;而我國職棒圈中近年陸續有著身為

下蹲跑、背向跑、轉身跑、坐地跑、俯臥

紅葉少棒第二代血脈的職棒選手加入，其

地等進行測試，當受測者:貝11 得速度快、需

表現更是不遑多讓，在在說明運動行為以

峙短者為佳，當為一位值得垮養之選手。

及運動成就皆表現出明顯的家族特性 。

( 孫誠、張治圓，

2003

:鄒愛君，

1995)

195 公分，專家評估如一切

公分進軍籃

因此，基層教練在還材峙，除了進行
身高、彈 .ìlj~ 力、敏捷性等，身體能力各項

四、遺傳選材

指標的施測，也更應該擴大範園，進入其

遺傳是人的體質發展變化的先天條

家庭深入調查被選材之運動員，其父母親

件，對體質的強弱又有重要的影響 。 因而，

或家族的生理、運動相關資言孔，如身材高

在還材除了應暸解運動員本人的身高、體

矮、是否曾經接受過專業運動訓練、有無

重、愛好、體能等因素外，一定要暸解其

家族遺傳性疾病、能否提供選手未來接受

父母的身高、體重、職業、運動史、體能

訓練時適當之輔助、、、等，如此才能配

等情況，尤其要重視其父母的身高和體能

合，上述相關檢測時得到的相關數據，進

(石丹青、李玉箏，

2003 )。中國大陸學者

行精確評估與訓練，並能夠對於運動員之

秦鳳;水 (2000 )認為在預測少年運動員某

將來發展性進行預測，以期發揮最大效益 。

一時期身高的發育速度時，可以參考運動
員父母的身高。前蘇聯專家研究指出;如

果少年排球運動員的身高超過同年齡的平

•

肆、結論
排球運動是屬於隔網對抗及集體性較

均高度，而且他的家長(特別是父母)具

強的項目，依其運動特性及專項需求，自

有較高的身材，那麼在今後的成長過程中

有其特殊性的選材指標，但在基層運動發

還會保持身高超群的優勢，而且是以中等

展的環境中，能從兒童少年就選拔出具有

速度成熟。有些少年運動員雖然超過同年

潛能的運動員，並施以訓練，方能確保成

齡少年身高，而且家長身材不高的話，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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