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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打法概念
籃球運動中防守的壓迫概念在現今是越來越進步，壓迫的概念融入了區域與釘人防守
的原理之後，使防守的移動變得更快速且更有效率；過去被認為是賭博式的防守，經過一
些試煉調整以後，這個看法要有所改變了。這個防守打法用了很多的包夾技術，因此對控
制球能力較差及速度較慢的對手特別有效，因此很多球隊甚至將此種打法列為隊的基本防
守打法之一，面對這樣的發展情勢，對抗壓迫防守的打法幾乎就成了每一個球隊必備的進
攻打法。
要設計實際而有效的壓迫進攻打法，首先必須對「壓迫防守」的特性有一定程度的了
解；一般而言，壓迫防守大致分為釘人的壓迫防守與區域的壓迫防守，其基本的防守概念
是對球的傳輸實施壓迫，也就是對傳球者(即持球者)與接球者(即無球者)進行壓迫，對持
球者做二對一的防守包夾，使他在很困難的狀況下發生球傳不出去的狀況而造成違例，或
者傳出速度慢或位置不準確的球，使防守無球者的隊友得以抄截。而這兩種壓迫防守基本
上也是遵照釘人與區域的原理來進行防守的，因此各有不同的特性，當進攻者不懂破解之
道，或無法分辨狀況，就常常會陷入防守者預設的陷阱之中而屢屢失誤，而讓對方取得優
勢。
除此之外，以防守發起線而言，又有分是全（4/4）場、3/4 場及 1/2 場的壓迫防守，
4/4 場的意思是進攻者在發球時就實施壓迫，如果壓迫位置選擇正確而順利取得剛球發進
場的球，可立即轉變成進攻，相當節省比賽的時間，此種方法常用在比賽後期，落後的球
隊想一舉反攻之時；此種打法成功的關鍵在於迅速的佈陣，否則稍有遲疑將反而會被對手
輕鬆的破解；3/4 場的壓迫發起線是在前場的罰球圈頂到兩邊邊線的一條假設線，這種壓
迫的方式是對手發球進場後才實施壓迫的，可分為兩種狀況，一是在壓迫發球失敗後立即
在對手發球進場後重新再組織的壓迫防守；或是在發球進場時等對手運球(下球)時壓迫他
收球，後造成他處理失當，這兩種防守利用到規則中限定進攻一方必須在 8 秒鐘以內過半
場的壓力來施以壓迫的戰術。1/2 場的壓迫防守防守的壓迫的發起線是在中線，一般而言
箭頭的位置是會在中線之前，戰略重點除利用對手必須在 8 秒鐘以內通過半場的限制外，
還有回場違例的壓力。
在了解壓迫防守的原理及做法後，對壓迫防守的進攻就可以有較為明確的破解之道，
欲破解壓迫防守的進攻打法可分為「控制型打法」及「快攻型打法」兩種，控制型就是控
制進攻的節奏而並不急於得分，先把球安全的送到前場再組織進攻；快攻型則是清楚的抓
住對手打法的弱點，以快速得分來嚇阻對手，使他改變防守打法。然而不論是控制型及快
攻型的對付壓迫防守的進攻打法，基本位置的佈陣及分配責任都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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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基本位置的佈陣及責任分配，來因應兩種壓迫性的防守，但必須決定在領先時用控制
型打法銷磨對手的士氣及拖掉比賽時間，或用快攻型趁勝追擊徹底的擊潰對手，當然你也
可以用不同的基本位置的佈陣及責任分配，不管如何，都必須和你使用的戰術及籃球哲學
做配合。

貳、進攻全場壓迫區域防守
全場的壓迫區域防守即在前半場對持
球者用包夾，因此在進攻全場的壓迫區域防
守時，後場必須放置與防守隊同數的進攻球
員，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佈陣概念，因為無
論對手如何實施包夾，都將會在包夾時漏掉
一個進攻者而無法進行有效的壓迫，所以在
後場「放置與防守隊同數的進攻球員」就是
進攻全場的壓迫區域防守的最高指導原
則，至於這些球員應該在什麼位置？各個位
置應該具備什麼能力？才能使打法發揮最
大的效益，以下是打法一的介紹。

一、佈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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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小前鋒)來負責發球，因為身高上比#1、#2 高，能
有較好的視野；由#1(控球員)來擔任第一發球目標，因為他是
場上控球的能力最好的球員，其接應位置設定在球邊；#5 為
有具有策應能力的中鋒，當#3 無法將其順利傳給#1 時，由高
大的球員來擔任第二個發球的目標，其接應位置設定在罰球
線附近；#2 為第三發球目標，在第一、二發球目標無法製造
出空擋接球時上移接球；#4 為牽制防守及形成快攻時的得分
手，基本布陣情形如圖一。#3 在對手中籃之後上前拿球準備
發球，他可以選擇在籃的右邊或者左邊發球，#1 及#5 有責任
很快的製造出空擋讓#3 把球發進來(如圖一)。

圖一 基本位置

一般而言，#1 是往發球點位置方向移動並努力做到成為發球第一個選擇，#2 移動到
中線場中央的位置（中圈附近），#2 如果需要接應#3 發球（#1、#5 製造空擋來接球很困
難）可以往回移動。#4 的責任只有在球已經送到中線位置時來接應，#4 及#5 是的位置及
任務可依當時的狀況及個人的表現略作調整。以上是基本的佈陣位置及責任分配，接下來
就來談如何因應比賽的各種狀況發生而設立打法的佈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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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罰球後的就位

圖三 對手得分後的就位

圖四 暫停後對手得分的就位

第一種最常見的狀況是對手在罰球進球後馬上進行壓迫，因此必須在罰球的時候從搶
籃板球的位置推進到各自的進攻位置，圖二說明了對手在罰進最後一次的罰球後，如何到
位準備進攻。通常在對方罰球時我方的#4、#5 應在最接近底線的位置，而#3 站在可以進
入禁區搶球的位置，他可以選擇任一邊佔立，#1、#2 必須在三分線外，所以可以決定把#2
放置在接近進攻籃之處，以發揮有效的快攻，#1 則在三分線接近罰球線的位置，準備撿沒
罰進且被撥出來的球，在對手罰進後#3 去拿球準備發球進場，但是在發球時必須注意先看
清楚防守的佈陣，不要急著發球，因為不管對方是用什麼防守打法我們都有準備，而且也
給隊友充分的時間就各自的位置。
第二種常見的狀況，是對手在得分進球後馬上進行壓迫，接近籃下的#4 或#5 取得投
進的球而步出底線發球，則由#3 去取代後場罰球圈的位置，由#4 或#5 中非發球者到前場
底線，其他人依原來配置的位置就位即可(如圖三)。通常這種情況發生時高大球員大多立
即將球發進場內，而忽略了先看防守方式再發球的原則，此時必須切記勿亂了陣腳，即使
對手的包夾已經產生，其他隊友仍然要到設定的位置去接應，這樣被包夾的持球者才能找
到傳球的目標，否則誤傳將難以避免。
第三種常見的狀況是在對手得分進球後而我方請求暫停，此時的壓迫將更加嚴謹，這
種情形下因為一、二接球目標較不易順利接球，產生 5 秒違例的機會將大增，建議採用圖
四的接球就位設置，這個設置是在罰球線偏發球位置的一端，#4 及#5 各佔罰球圈頂端及
底端面對面，#1 及#2 則在罰球線及其延伸線上面對面站立準備開始，聞開始訊號時#4 向
前場衝刺跑，#1 利用向前場跑的#4 拉開對手做掩護向球邊出來接#3 的發入球，#5 在#4
向前場衝刺跑的同時，先向籃跑做發入球的第二目標，如果#3 傳給#1 而沒傳給他，再折
返到罰球線附近的位置準備接應#1 的傳球，#2 先向籃假跑一步再回頭衝刺到中圈再慢慢
繞到球發入邊的中線附近準備接應，#3 則在將球成功的傳給#1 以後向無球邊走位入場。
佈陣位置對壓迫進攻而言是打法的發動機，接下來圖五是說明發球進場的走位狀
況，#3將第一傳發球給#1，這個傳球要慎重不要隨便丟，最好用雙手胸前傳球來完成，#3
發進來了以後向籃的方向進場，就在#3傳球給#1時#5上前策應或者向籃走再折返到罰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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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位置，#2移往球所在位置那一邊的邊線方向，#3做離球走位（傳球位置相反方向），
這個時候形成了一個扇（殼）形排列隊型如圖六所示，這個時候#1可以短傳給#2、#3、#5，
或者長傳給#4，如果#1在這一點遭到包夾，在這四點中任何一個位置的人可以向左移動接
應，不管怎樣，當一開始球很快的發進來可能會突然被包夾，#1應該在被包夾之前要很快
的把球傳掉。
（#1在接球時要和邊線保持5公尺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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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1接到球後位置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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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3發球給#1

圖七 #5接到球後位置分配

二、發球進場後的移位安排
圖六在#3 傳給#1 以後#5 到罰球圈頂端位置，#2 移往球所在位置那一邊的邊線方向，
#3 做離球走位（傳球位置相反方向）形成了一個扇（殼）形排列隊型，#1 傳給#5 是最好
的傳球選擇，球到中間位置打法選擇是最大的，可以走左邊、右邊、前面假使有需要甚至
後面都可以，#1 在傳球之後#2 很快的上來中間策應，#1 填補到#2 遺留下來的位置這一邊
的路徑，#3 則往另一邊的邊線走填補右邊的路徑，讓#5 保持有三個位置可以傳球如圖七，
不但如此移動時應該要慢一點以確定#5 可以隨時做到外傳。
圖七#1 在傳球給#5 之後，#2 很快的上來中間策應，#1 填補到#2 遺留下來的位置這一
邊的路徑，#3 則往另一邊的邊線走填補右邊的路徑，讓#5 保持有三個位置可以傳球，#2
在場中央，變成#5 的第一個外傳目標，#1 是他的第二選擇，當#5 傳給#2、#1 甚至給#3，
#4 都要移動，#4 要移往空擋路徑準備接#5 的傳球，雖然機會不多不過防守隊在這樣的進
攻之下是有可能因補位而漏掉#4，因此#4 應該在罰球線移往與球同側的底線邊，讓出空間
給後場過來的隊友，不會因為位置重疊讓對手有機可乘，也因移往與球同側可以讓傳球者
知道在那裡可以找到他，#4 在這一條線上可以有些彈性，而這些彈性要看防守而定，當然
最好是不要有變化，在討論#4 的下一個移動之前，實際上在#5 完成這個傳球以後全場的
壓迫防守已經是破解了。

三、發球進場的選擇與移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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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3 傳球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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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3 傳球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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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發球時#1 被包夾

#3 的發球選擇有#1 及#5，第一選擇為#1 但是當#1 的防守者阻斷他接球，要傳高吊後
面又有防守者，這時發球就要傳入給#5，#3 在傳給這兩人時的入場走位是不同的，原則就
是「離球走位」。傳給#1 的時候向#5 走填補#5 的位置如圖八，傳給#5 的時候填補#1 的位
置如圖九，而#1 跟#5 如果是起始接球者，接到球以後都要先看隊友的位置及防守者的狀
況，最好是向#3 進來那一邊的方向轉身，這樣就能很清楚的看到隊友提供的三個傳球位
置。如果不是起始接球者就應該到罰球圈頂附近接應起始接球者。

#2 要注意看發球是發到那一個位置，以便到球側中線接應提供起始接球者傳球的對
象。當然這是發進來以後，在發球時還有一個狀況要注意的，就是如果#1 被包夾#5 被在
前阻絕防守，發球無法傳給他們兩個人的時後候，#2 應該上前接應發球，上前的走位有兩
種選擇，一是向球邊的邊線走，把守在中間位置的對手調離開中間，#5 就有空間能接高吊
球了，一是和#5 換位，就是向#5 走利用他向中線球邊的角落走位的掩護來上前接球，其
實這個狀況發球的#3 或許可以直接傳給向中線球邊的角落
走位的#5。如果像這種球發到中線附近的情形，常常造成進
攻的快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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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場的選擇與移位安排
如果#2 接到球時無論是#3 的發球或是#1、#5 的傳球都
能形成多打少的快攻，這個快攻的中間傳輸路線應如圖十
一，這個傳輸路線可以採取自己的半場進攻打法來打，也可
以銜接成快攻打法的得分組織，成為一個系統打法。總而言
之，面對全場的壓迫防守如果順利的將球推進到過中線的中
場位置，就已經化解了推進到前場的時限規定。

2

4
圖十一 #2 接到#1 的
球後的快攻

貳、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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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壓迫防守的特性後，參考本文的方法，再設計出一套屬於自己球隊破解的方法，
才是致勝之道。然而在設計方法之前還必須評估對方的走位特性，對方的體能條件，我方
每一位球員的打法特性及體能條件，將每一位球員擺在適當的位置上。
另外，球員球場表現，最重要的是選位和走位，一但球員的位置發生錯位時，還必須
清楚的反應出補位的概念，讓每一分戰力都分布在球場的每一個位置上，球場上的每一位
球員都能盡情的發揮實力，如此，將使對手的壓迫性防守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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