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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棒球訓練從經典賽的以色列總教練傑瑞．温斯坦談起
黃致豪 /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摘 要
傑瑞．温斯坦 (Jerry Weinstein) ，2017年世界棒球經典賽的總教練，率領一
群小聯盟雜牌軍打進八強創造驚奇，在同年被票選為最科學的棒球教練。本研究
以温斯坦的角度切入，探討他曾嘗試的科學訓練方式，包括了閃光型眼鏡、影片
生物力學分析、棒球心理訓練、重球訓練、數據分析、有效球速等。作為臺灣惟
一的職業運動聯盟，棒球在科學訓練、數據分析各方面都應該是領頭羊的角色，
然而即便是在職業棒球界，科學訓練的觀念還是需要循序漸進，才能讓教練與球
員接受。探討國外最近的棒球訓練科技，與如何能將這些科技引進國內，是本研
究探討的議題。

關鍵詞：數據棒球、科學化訓練、棒球、經典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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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7年的棒球經典賽，世界頂尖的16個國家的球隊分組廝殺，其中在Ａ組由
小聯盟雜牌軍組成的以色列隊，棒球風氣與人口並不興盛，卻於初賽連退臺灣、
韓國、荷蘭，複賽再勝古巴，創下當屆最大的驚奇。其中功不可沒的當屬在短期
間內把眾多選手戰力整合的總教練傑瑞．温斯坦Jerry Weinstein。這位戴著黑框
眼鏡，在場邊督軍時一付老神在在的樣子的老教頭，頗有美職小熊隊總教練梅登
Joe Madden影子，其實已經高齡74歲了，他執教的年資也邁入第60年。早在1976
年，他把測超速用的測速槍用來測試投手球速時，就有不少人批評他瘋了；有趣
的是，小熊隊教頭梅登也是少數最早使用筆電計算數據的教練之一，當年也獲得
不少嘲笑。而作者在國內推廣數據棒球的經驗，因為有了這些前輩的努力和「魔
球」電影，相對順利許多，但依然充滿不少挑戰，也希望能逐漸找到最適合的方
式，讓棒球和其他運動的選手能用科學的方法訓練。

貳、温斯坦教練的科技棒球
一、閃光眼鏡
這種眼鏡出自人類史上最有名的運動員邁可．喬丹Michael Jordan。喬丹在
罰球時，場邊的閃光燈從來沒停過，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喬丹自己提出希望在練
習罰球時場邊能有閃光不停閃爍。為了他們的天王巨星，芝加哥公牛隊的工作人
員聯絡了當地的夜店，租了一組夜店用的閃光球在訓練時使用，喬丹也對效果十
分滿意。但在客場征戰時，帶著閃光球是個大麻煩，所以工作人員找到可能可以
替代的閃光眼鏡時，馬上請喬丹試用，試用的結果不但能取代閃光球，喬丹發現
用了閃光眼鏡後，在關鍵時刻比賽感覺變成了慢動作，也就是運動員常說的enter
the zone，他也開始能注意到以前看不到的一些小細節 (Haberstroh, 2016) 。現代
的NBA，勇士隊的柯瑞Stephen Curry和馬刺隊的雷納德Kawhi Leonard都使用閃
光眼鏡。2012年時，美國辛辛納提大學棒球隊也曾使用閃光眼鏡幫助球員訓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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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能力，當年他們打者的表現平均提升了10% (Clark, Ellis, Bench, Khoury, &
Graman, 2012) 。温斯坦教練將閃光眼鏡用在打者、守備、和捕手練習上，他認
為對選手的視力幫助很大。他認為在所有的棒球相關訓練中，做得最差的就是視
覺的訓練 (Pavlovich, 2017) ，然而選球能力決定了打擊結果的一大部份，野手
的守備、捕手的接球擋球，都需要良好的動態視力。温斯坦教練花了一年的時間
實驗、研究怎麼把閃光眼鏡應用在棒球訓練中，並且發現確實能增進選手的專注
度，也讓他們即早認出細部差距。

二、數據棒球
1987年，温斯坦教練擔任美國國家隊的投手教練，參加當年的泛美運動會。
當年最讓美國頭痛的是古巴的強打者古力歐Lourdes Gurriel，温斯坦教練在對上
古巴前，先在場邊看古巴的比賽，帶著落點圖表格和筆記。一個陌生的年輕人問
他，「我能坐在你旁邊嗎？」教練說當然。聊了一陣子後，年輕人拿出古力歐的
打擊冷熱區表，告訴温斯坦教練應該要怎麼對付古力歐。教練問他是怎麼有這些
資料的？年輕人說他寫了個電腦紀錄程式產生的，温斯坦說我們需要你的幫忙，
並且把他帶到轉播車上，讓他能看著中外野攝影機的畫面紀錄。年輕人的名字叫
Jay Donchetz，後來創立了大名鼎鼎的情蒐公司，叫Inside Edge，是大聯盟許多
購買情蒐報告來源的公司 (InsideEdge, 2017) 。美國隊在那年的泛美運動會壓制
了古力歐，讓古巴隊吃了20年來國際賽的第一次敗仗。高齡七十幾的温斯坦教練
也常造訪數據棒球專業網站fangraphs (Einolf, 2004) 和運動科技網站sporttechie
(Noll, 1974) ，吸收最新的知識。

三、重量訓練與影像分析
早期的棒球員不做重量訓練，因為他們覺得會影響到柔軟度。然而温斯坦教
練在加大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os執教時和體能訓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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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適當的重訓可以增加選手的柔軟度。教練也透過BioKinetics (Bio-Kinetics,
2018) 這套可分析賽場上的選手骨骼動作的系統來幫助選手修正。
温斯坦教練也是最早幾位透過看慢動作影片協助修正選手動作的教練。針對
一些傳統的教法，例如翻手腕、向下揮擊、打球的下半部讓球增加旋轉，這些說
法透過慢動作重播與數據來看都是不正確的 (Sawicki, Hubbard, & Stronge,
2003) 。他認為正確的打擊方法是用最短的時間到達揮擊平面，讓揮擊平面的角
度與球的進壘角度儘量相符 (Pavlovich, 2017) 。最重要的是，他發現大部份的
選手是視覺型學習者，如果你給他們看自己的影像，搭配他應該成為、或想仿效
的明星球員板模，那是最有效的教學方式。

四、有效球速
佩里．赫斯本德 (Perry Husand) 在研究了12,000個打席後，發現打者對內角
高與外角低的相同球種需要的反應時間不同，所以球速應該用「有效球速」來看
待。舉例來說，一個142公里的速球，投在內角高時，視覺效果跟需要的反應時
間就是150公里；反之，投在外角低的時候效果只有135公里。只要球與球之間的
有效球速超過時速10公里，打者就很難做出有效攻擊。所以在投了一個142公里
的外角低速球後 (有效球速135公里) ，若接著一個127公里的內角高滑球 (有效
球速135公里) ，雖然測速槍顯示的差距有15公里，但對打者來說，有效球速是
相同的，反而在擊球時間上比較容易掌握 (Effective velocity, n.d.)。捕手出身的
温斯坦教練馬上發現這個理論和他的配球策略完全吻合，他也使用這套理論來協
助他的捕手做出簡單、有效的配球策略，如圖1所示。

圖1

有效球速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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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棒球動作實驗室
球場上、數據網站、私人訓練機構，時常都有新的理論與訓練方式需要實證。
温斯坦教練在沙加緬度城市大學帶隊時，學校為他建造了一座棒球實驗室，早期
設備包括高速攝影機、壓力板，後陸續增加上述提到的各裝置設備。這實驗室一
使用就是24年之久，除了動作機制調整外，他們的一大重點也在如何預測/預防
受傷。教練和Sparta Science (SpartaScience, 2018) 有密切的合作，每個人的身體
素質、柔軟度都各有不同適合的訓練方式與出手機制，然而因為教練是大學層級，
所接觸到的選手大部份都已經使用相同機制超過10年了，所以必需幫他們找到現
有機制和他們適合的機制間的甜蜜點。有這間實驗室和整個秋訓來調整和實驗機
制與修正動作，是教練覺得他培養選手，讓選手進步最重要的部份。

六、心理素質訓練
温 斯 坦 教 練 在 1980 年 代 開 始 就 注 意 到 心 理 素 質 訓 練 的 重 要 性 ， 他 從
Psycho-Cybernetics (Maltz, 2002) 和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Gallwey, 2014) 兩
本書中得到很多靈感，尤其是後者，談到了克服自我懷疑、緊張，及如何專注在
場上。現在最好的書，他覺得是Heads Up Baseball 2.0 (Ravizza, 2016) ，教練送
他的選手們一人一本，每天一起讀半小時後一起討論。

參、國內現況與相關科技
一、視覺訓練
西雅圖水手隊的Andy McKay 教練在一次訪談中說到，職業層級的選手的揮
棒都幾乎已經是完美的，只有偶而跑掉時需要微調，但大家還是花很多時間在揮
棒的練習，然而他覺得50% 的時間應該花在選球訓練上。大聯盟的洛磯隊、印
地安人、光芒隊和日職的橫濱隊已經開始使用虛擬實境選球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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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denko, 2017) ，其他隊伍也有不少使用其他系統。國內則有職棒隊使用架
高的平台模擬對手投手的高出手點 (王真魚，2018) 。然而在國際賽中，面對陌
生投手，如何在比賽開打前就能想辦法讓打者熟悉他們的出手點與尾勁，這是我
們想提升國際賽成績最需要加強的課題。

二、數據棒球
本季 (2018年) 中華職棒有富邦悍將、中信兄弟兩支隊伍安裝了大聯盟的追
蹤系統Trackman，Lamigo桃猿則是更早之前就安裝了韓國的MBC SPORTS+的
Pitching Cam，統一獅則是聘有專人負責情蒐。雖然國內的數據棒球尚在起步階
段，但至少已經邁開步伐。作者去年向美國數據棒球學會申請成立臺灣分會
(Society of American Baseball Research, Taiwan chapter) ，獲認可後於2018年初正
式開始運作 (黃彥鈞，2018) ，希望聚集更多同好，讓臺灣的數據棒球更發展茁
壯。

三、重量訓練與傷害防護
因為與選手的身體狀況有直接關係，重量訓練與傷害防護是較早引進國內的
訓練觀念。然而不少選手還是存在著「做重訓會讓身體肌肉變大、柔軟度變差」
的錯誤觀念，需要更多時間與教育來導正。另方面，國內對疲勞的監測似乎仍不
普遍，休士頓太空人隊用壓力板測試投手的疲勞程度 (Lemire, 2017) ，巨人隊則
是用尿液測試來確認選手的脫水狀況 (Brown, 2017) 。很多運動傷害和場上的失
誤都是因為疲勞所引起，國外也有針對如何在棒球場上及場下測試疲勞的研究
(Suchomel & Bailey, 2014) ，值得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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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作者因經典賽因素，收集以色列總教練温斯坦教練的資訊，意外發現他是一
座寶庫。已經76歲的老教練求知的精神與精力令人敬佩，他一人之力所涵蓋的棒
球研究範圍之廣，甚至可能超越國內棒球界研究的廣度。更可貴的是他是以一名
前棒球員，現任棒球總教練的角色，不斷向外探求新知。今年初訪臺交流的日本
筑波大學川村卓教授，亦是以一名棒球員出身的總教練身份進入數據棒球的研究
領域。作者在國內與各級教練討論數據棒球時，偶而還是會受到教練的質疑；當
然有時候數據派也會依據數字和統計，提出一些不適用的訓練理論。運用科學與
數據在棒球訓練上，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熟悉資訊、數據、分析與熟悉棒球技
術的兩群人，分別待在不同的兩地，中間有一道鴻溝要跨越。幸運的是，這兩邊
都有人開始搭起通往對岸的橋樑。有越來越多教練和選手，願意和我聊上一兩句，
詢問和分享經驗。對數據派的棒球愛好者，除了寫寫專欄外，作者也鼓勵這個社
群找一個居住地附近的高中球隊，幫助他們訓練及情蒐，希望從棒球運動證明科
學訓練有效之處，進而推廣至其他各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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