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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附加賽的賽程剛好是同一個分區在同一天進行  

加上都是一場的殊死戰  

因此決定直接用兩支影片分別討論東西區的附加賽戰況 

由於東區先打  這裏就先從東區開始討論 

那相信各位也知道在賽季的最後一場比賽 

華盛頓巫師在第四節成功逆轉並擊敗了夏洛特黃蜂 

因此排名上升至東區第八  即將要面對波士頓賽爾提克 

而黃蜂則是因為溜馬在同一天對戰暴龍後取得勝利 

最終跌到東區第十  預計將對印第安那溜馬 

坦白說雖然相對於西區  東區的附加賽組合似乎比較無聊一些 

畢竟隔壁分區的對戰組合幾乎都是過往的分區冠軍對戰 

但其實東區的對戰還算挺有趣的  至少第七第八名的組合還不

錯 

儘管並非由陣中擁有不少賽爾提棄將或舊將的黃蜂出線 

多少還是少了一些趣味話題性 

不過成功衝到第八名的巫師可說是本季最勵志的球隊 

一開季就先迎來一波五連敗的開局 

好不容易拿了二連勝之後又再度吃了三連敗 

拿太陽祭旗之後卻立即吞了四連敗 

本季前十五場打完僅繳出 3 勝 12 敗的政績 

這還是在大部分的主力都能上場的情況下所繳出的結果 

事實上當時完全沒有人會認為巫師有機會闖進季後賽 

大部分人包括我都覺得巫師乾脆趁著今年選秀大年坦一波未來 

可能都還比起繼續苟延喘息卡在不上不下的階段來的好 

儘管會很痛苦很難受但至少這是一個辦法 

畢竟那時候的巫師連活賽的戰績都還比他們好 

主力們有接連躺了主戰中鋒 Thomas Bryant  

然而沒想到的是下半季的巫師打出了和前半季截然不同的表現 

最有感的自然就是團隊防守 

明星賽前的他們在團隊防守效益值上是全聯盟第四糟的等級  

然而到了明星賽之後  巫師搖身一變成了聯盟前十的防守勁旅 

儘管其中有不少成分來自於賽程較軟的緣故 

但不可否認的是  巫師自己確實有把握好這些機會 

在新雙槍組合的帶領下仍夠克服了開季勝少敗多的困境 

依靠下半季的火燙表現一路從抽樂透籤的窘境向上爬 

不僅成功重返季後賽  還是附加賽當中位置第二好的東區第八 

就算不慎敗給賽爾提克  巫師依然還有一次機會保住季後賽席

次 

而相對於下半季更加團結氣勢正旺的華盛頓巫師 

波士頓賽爾提克則一直都處於極度不穩定的狀態 

明星賽過後雖然一度打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好表現 

做為主攻手的雙探花前鋒開始能和隊友串連並締造更好的出手

機會 

當時一度帶出一波六連勝的優秀表現  有機會問鼎東區第四  

但沒想到接下來瞬間面臨一般亂流  之前的流暢傳導瞬間化為

烏有 

彷彿只是曇花一現似的又再度回到各家各的窘景  

而雪上加霜的是本季進步更加明顯並首度入選明星賽的

JaylenBrown  

因為左手腕韌帶撕裂的因素確定動刀並整季報銷 

少了另一個進攻發動點和防守悍將的缺陷實進難以彌補 

對上的卻是目前狀態極佳的華盛頓巫師 

儘管本季的對戰歷史自由賽爾提克以兩勝一敗取得優勢 

但問題是這三戰皆在上半季  參考價值並不高 

尤其下半季的巫師完全提升到了另一個階級 

除了命中率更穩定而且更能和隊友搭配尋找機會的 Westbrook 之外  

賽爾提克始終無法完全限制了 Bradley Beal 

本季三場下來場均能以 55.3%的命中率砍下 40.6 分 

不過有趣的是  本季在一對一盯防對位的情況下 

賽爾提克其實讓 Jayson Tatum 防手 Beal 的時間並不少 

成效也還不賴  Beal 的命中率只有 38.9%三分球只有八投一中 

在 Jaylen Brown 無法出賽 Marcus Smart 預計會對位 Westbrook 的

情況  

或許賽爾提克會選擇讓 Tatum 去對位到 Bradley Beal 

畢竟 Westbrook 和 Beal 幾乎是巫師的進攻命脈 

雖然說其餘球員例如 Ish Smith 和 Bertans 都能偶爾跳出來放冷箭 

但是掐住巫師的雙後場絕對會是賽爾提克在對戰方面的關鍵之一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 Beal 和 Westbrook 都有一定的傳導能力 

估計這方面將會考慮賽爾提克的團隊防守輪轉溝通  

尤其巫師的主要輪替多半都有傳球視野和切入能力 

尤其包括 Neto 和 Ish Smith 雖然過個子矮  郤都有不俗的進攻威脅  

再加上 Stevens 是常在當對面擺上三小衞的時候 

為了履行平時信奉的平均主義因此也擺上三小衞對應 

(除非擺上的是 Langford 不是 Waters 或是 Edwards 就還可以接受) 

考量到相對於巫師  賽爾提克的後場依舊偏向外圍投射為主 

而巫師恰好在下半季的團隊防守方針就是限制對手的外圍出手 

能成功將命中率壓制到 35.4%是全聯盟第十好的成績  

每一場只允許對手獲得 13.1 次的空檔機會則是第九少的表現 

估計會是賽爾提克需要特別注意的環節 

不過相反的是  禁區防守的部分卻正好是巫師的弱項 

畢竟唯一有護框能力的長人只有 Daniel Gafford 

只是賽爾提克的禁區得分並不多  能夠在內線穩定拿分的人更少 

該如何利用戰術和跑位攻擊巫師的禁區會是一大重點 

尤其 Payton Pritchard 最近有一點越打越外面的傾向 

何況賽爾提克本季有不少場比賽都是因為外圍熄火直接送掉比賽 

相對於巫師來說  他們至少還有 Robin Lopez 這個內線得分點 

考慮到賽爾提克陣中的長人不是太矮無法干擾到 Lopez 的出手 

就是沒有經驗不擅長應付這進依靠腳步和鉤射的扎實內線 

倘若聯防和協防不夠確實和到位  極有可能會是被重點集火的痛點 

例如最後一場的黃蜂就是完全拿 Lopez 一點辦法都沒有 

讓後者以 81.8%的高命中率拿下 18 分  完全統治整個禁區 

而對於賽爾提克來說  能有效攻擊巫師禁區的人選是 Robert Williams 

他在下半季所展現的中進度幅度是肉眼可見的 

高機動性和優異的體能更是巫師長人群難以招架的類型 

問題是他在防守端的防守經驗不足以及犯規麻煩會是一大隱憂 

因此個人認為除了他之外  Luke Lornet 有機會成為另一個奇兵 

儘管橫移速度緩慢  但是護框能力不差加上不錯的身高臂展 

有機會能夠有效限制 Robin Lopez 的禁區威脅 

已具備外圍投射能力的他更能將 Lopez 等機動性差的長人拉出來 

替球隊和隊友製造進攻籃框的空間和機會 

不過巫師這裏還有八村壘和 Bertans 這一內一外的四號位 

對於賽爾提克的禁區和側翼輪替會是一大考驗 

但說穿了巫師是一支優缺點相當明確的球隊 

進攻端基本上就是依靠後場發動加上團隊傳導為主 

輔以八村壘和 Lopez 偶爾為之的單打取分 

防守端則是針對外圍出手進行大量的跟防和撲防 

內線球員則多半都是以沉退護框為主 

由於側翼和禁區戰力分別倒下了和 Avdija 和 Thomas Bryant  

為了讓場上的持球組織點可以更多一些 

巫師多半都會選擇擺上三小衞的陣營例如 Nato 和 Smith  

這意味著防守端有高劣勢  因此防守才會採取這種措施 

所以理論上  側翼戰力不弱的賽爾提克應該是佔上風的  

和巫師相反的是  他們的禁區防守遠優於外圍防手 

偏偏巫師在下半季的團隊三分出手是全聯盟最少的球隊 

賽爾提克的得分點又多半集中在右側翼身材的球員    
P.1 of 2 



雖然大部分都是以投射為主  鮮少有攻擊籃框的意願 

但倘若教練團友做功課並且有設計戰術去強攻內線 

你能上來說賽爾提克的晉級機率會高過巫師 

前提是他們能夠迅速找回季後賽狀態和專注度 

後場輪替能多用 Langford、Pritchard 和 Nesmith 

個人預測的奇兵預計會是 Kornet 和 Robert Williams 

不過後者能否出現確實還在未定之天 

另外他們可能會需要 Kemba Walker 找回狀態 

巫師方面則制於整體身材的因素恐怕也只能拚進攻拚到底 

三中鋒輪替估計到季後賽會捨棄掉 Alex Len  

甚至有可能會讓八村壘扛到小球五號以強化進攻端 

事實上個人認為他會是附加賽的關鍵球員 

倘若他能在雙後場和 Lopez 被限制的情況下跳出來 

防守端能有效限制 Tatum 的話 

或許巫師有機會能夠擊敗賽爾提克能拿到東區第七的位置 

倘若最終的劇本是如此的話 

預計對上籃網的對戰肯定會有不少話題性 

畢竟是由 Westbrook 對上 JD 和 Harden 的組合啊 

而東區附加賽的另一個對戰組合 

也是第九名的印地安納溜馬對上第十名的夏洛特黃蜂 

其實在下半季都迎來了不少亂流 

溜馬的部分之前在影片和 podcast 都討論過了 

除了無可避免的傷病潮太過要嚴重之外 

教練團對於防守端的策略無法順應陣容進行變通 

乃至於在輪替調度上都出現不少問題和瑕疵 

但至少在進攻端已經找回狀態 LeVert 和 Sabonis 都在高檔  

McDermott、Justin Holiday 和 Kelan Martin 都有外線火力支

援 

Brissett 的機動性乃至於 TJ McConnell 的穿針引線 

都是讓溜馬在收官階段得以拿下比賽的重要關鍵 

事實上他們在五月份的團隊進攻效益值已經排到第十二名 

儘管樣本數有待商榷  至少在同一個月份當中 

溜馬成功將對手的三分命中率壓制度僅 32.2%排名聯盟第三優

秀 

捨棄掉過小的三後衛陣營  轉移擺上 Brissett 和 Kelan Martin

等搖擺 

加上逐漸找回專注度和拚勁的防守端 

儘管戰績並不如意  至少比賽內容已經遠比過往好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找回防守的狀態對於溜馬這類型的球隊而言其實挺重要

的 

反觀黃蜂在失去了 Gordon Hayward 之後瞬間跌了一個層級 

雖然 LaMelo Ball 傷癒歸隊  然而整體表現完全不在狀態內 

五月份出現十場雖然場均能夠繳出出 15.1 分 6.2 助攻 

但是總命中率只有 38.4% 三分球更是跌到 24.4% 

似乎代表他的手腕傷勢並沒有真的完全恢復 

事實上黃蜂的近況非常慘烈  除了以五連敗結束本季的例行賽

之外 

五月份在攻防兩端完全失衡 

五連敗那段期間  黃蜂的對手三分命中率高達 36.6%  

總命中率 49.7%  以上皆為聯盟倒數前五到前十名的等級 

有趣的是其實黃蜂在干擾和偏擾的數據是卻是全聯盟第三多的 

這五場下來的對手禁區得分同樣也是聯盟第三名的少 

當然這部分可能是因為樣本數只有五場 

不過就算不提準確度不過高的防守端  進攻可就不能忽視了 

因為這段期間的黃蜂彷彿中邪似的集體烙賽 

PJ Washington 這五場下來場均連十分都不到 

你知道他場均出手多達 13.2 次嗎  結果命中率連三成都不到 

三分球更是慘到只有 17.6%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 Malik Monk

身上 

各項命中率跟剛剛那位仁兄相差無幾  都是在比慘的 

整支球隊在狀況內的只有 Miles Bridges 和 Terry Rozier 

少數狀態還可以的只有下半季終於有表現機會的 Jalen Mcdaniels  

不過他的三分把握到在最近五場也只有 27.8% 

嘿對我知道 Devonte’ Graham 的數據表現也很好 

事實上他是這段期間唯一三分命中率超過四成的球員 

但坦白說我不認為他算是有在狀況內 

因為說穿了他在進攻端的表現就是一直投三分 

總出手數 12.8 次就有 10 次是在三分線外出手 

或者是我比賽看不多  因此有講錯的歡迎直接留言區糾正我 

但我這幾場看下來他幾乎只剩下三分投射這個進攻選擇 

當然我是覺得如果黃蜂要過溜馬這一關的話 

真正需要跳出來的其實還是 Terry Rozier 

現在說他是黃蜂陣中最好的球然應該無庸置疑了 

現在 Gordon Hayward 出戰成疑的情況下 

缺少另一個可靠的組織發動點的黃蜂勢必須要有得分點跳出來 

而具備季後賽經驗和抗壓性的 Terry Rozier 

毫無疑問是黃蜂少數能依賴的得分主將 

畢竟本季的他又再到繳出生涯新高的表現 

是個人認為最被低估的球員之一  

不過老實說  這個組合真的有點難預測 

尤其本季的對戰紀錄實在是無法當作參考 

雖然黃蜂是取得兩勝一敗的優勢  但是時空背景完全不一樣 

黃蜂不僅少了 Hayward 最近的狀態有不如溜馬 

儘管帳面上看來看應該是五五開 

但個人認為溜馬留下的機率會更高一些  

畢竟他們的缺陷正好都不是黃蜂的強項 

溜馬的弱點在於禁區入手不足導致時常要打小球 

讓 Brissett 或是 Sampson 扛到小球五號 

但是黃蜂的長人戰力並不強  中鋒沒有進攻威脅 

而唯一進攻能力的 Washington 不僅身材教矮  最近狀況又很糟 

少數可以在禁區攪和的只有 Miles Bridges 

但其實他多半都是依靠體能直接攻擊籃框 

嚴格來說不太算有打爛仗的能力  

而且也需要隊友拉開空間讓他突破 

然而看看他隊友那精美的三分命中率 

我想他大概只能自求多福了 

因此黃蜂理論上不太有能力打到溜馬的痛點 

而除此之外  溜馬的另一個缺陷就是防守的團隊輪轉 

只要遇到擅長傳導的球隊很容易會被導出空檔 

但偏偏黃蜂的另一個重要組織點 Gordon Hayward 狀態不明 

假設最終他確定無法出戰附加賽的話 

溜馬拿下勝利的機率應該會高於黃蜂 

從強弱點的相互制衡到最近狀態來看幾乎都是溜馬佔上風 

除非前鋒 Gordon Hayward 確定能夠健康出戰 

或者是 Miles Bridges 有更加爆炸性的表現肆虐溜馬的禁區 

同時也能用本季長出來的高位策應能力串連整支球隊 

否則個人預測溜馬將能拿下附加賽的勝利 

好的以上是關於東區附加賽的對戰分析 

最後補一下個人預測 

由於巫師的近況非常火熱  儘管 Bradley Beal 還沒回到百分百的狀態 

但考慮到 Stevens 的尿性  個人看好巫師能打敗賽爾提克 

個人私心也蠻想看到 Westbrook 對戰 KD+Hayden 的戲碼 

黃蜂溜馬的部分  由於黃蜂最近實在鐵到不行 

加上溜馬已經逐漸調整到季後賽狀態 

除非 Hayward 能夠出戰  否則我會認為溜馬能晉級 

明天早上的陪你看季後賽果計會開直播  時間晚點再確認  

而西區的附加賽對戰分析也同樣會在明天晚上上架 

不過因為西區方面出了蠻多啲影片討論過 

因此不會像今年這支的形式去稍微聊聊球隊本季的發展  

而是會直接開門見山地去講雙方的對戰重點  希望各位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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