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LLO~~ 今次後撤步又係冇乜圖, 轉白底黑字您應該睇得舒服啲?? 

 

後撤步   觀看次數：41,315 次•2021 年 5 月 11 日  巫師為何能再度崛起？溜馬到底怎麼了？季後賽＆附加賽

排名戰況報告 Vol.2 

歡迎來到季後賽&附加賽的球隊排名戰況報告    

前一集我們稍稍整理了一下西區球隊的戰況    今天就來討論東區方面吧    

畢竟老實講 對比著排名逐漸明朗化的西區       東區的競爭強度並不亞於西區                               

以今天為例好了 排名第四的紐約尼克其實原本是有可能掉下去 

如果他們早上沒有打敗快艇的話                       與熱火僅差一場勝差的尼克將會掉到東區第六 

因為凌晨對戰的賽爾提克輸給了熱火                而本季的對戰紀錄當中 尼克對戰熱火三次全數吞敗 

雙方戰績相同時會由熱火取得較高的排名也就是東區第四 

第五名的老鷹受惠於身為東南組冠軍的身分     比起了尼克 他們會優先取得第五名的位置 

所幸尼克頂住了 RANDLE 表現欠佳的壓力      在少了 Immanuel Quickley和 Alec Burks 情況下 

依靠 Derrick Rose 單場砍下 25 分的表現         以及 Reggie Bullock 五顆三分球的外線火力挹注 

各位可以將它當作 Podcast 來聽就好了 

 

 

 

 

 

 

 

 

 

 

 

 

 

 

 

 

尼克成功擊敗了幾乎全員到齊的洛杉磯快艇保住東區

第四的位置      

與第五和第六名的老鷹和熱火還有一場的勝差 

等下場打完湖人之後將會回到主場迎戰馬剌、黃蜂和

賽爾提克 

接下來只需要四場拿下兩場亦或是贏一場然後賽爾提

克輸一場 

尼克就能確定不用打附加賽   算是比較輕鬆一點的處

境 

當然位居第五的老鷹也是類似的情況 

在絕大多數傷兵逐漸回歸之後  老鷹在最近的表現其

實挺不賴的 

尤其是 Trace Young 和總算找回準心的 Bogdanovic

已經有培養一些默契     

加上看起來逐漸找到定位並外線命中率穩定下來的

John Collins 

老鷹在 Trace Young 回歸後的團隊進攻效益值高達

121.4 排名第三高       

 

 

 

 

 

 

 

 

 

 

 

 

 

 

 

 

團隊三分命中率高達 42.9%與尼克並列全聯盟第二高 

要知道的是這五場以來面對的對手都是季後賽球隊 

這也更加凸顯了季前找來的外援確實符合球隊的需求 

而季中交易入隊的 Lou Williams 雖然的確還是雙面刃的存在 

至少也頂住了其他進攻主力回歸前的進攻職責 

不過老鷹的問題除了戰術設定和角色分配之外    

糟糕的團隊防守仍舊是最為棘手的困擾 

其次便是缺乏活動力好的大型側翼 

偏偏陣中符合需求的 Hunter 和 Reddish 目前皆無法出戰 

前者稍微好一點  雖然復出時間一拖再拖 

至少最近已經傳出了 Hunter 已經開始進行五打五的訓練 

有機會最後這幾場中亮相  然而後者幾乎沒有任何消息傳出 

感覺整季報銷的機率會非常大  尤以他本季的表現來說 

考量到前面還有 Bogi、Huerter和 Lou Williams 

坦白說就算他回來似乎也沒他的位置了 

還倒不如啟用本季外線把握度異常好的 Tony Snell     

至少他在下半季與其他隊友的搭配還不錯 

Hunter 算是例外  畢竟老鷹需要他的防守和三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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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他們接下來的賽程比起其他球隊來說輕鬆不少 

儘管要先面對近況火熱的巫師兩次之後才會迎戰魔

術和火箭 

但已經是這個區間當中賽程最軟的球隊了 

尤其巫師後衞 Bradley Beal 因為左腿筋拉傷預計無

法出戰明天的比賽    

考量到巫師本季在 Beal 無法出席的情況下僅繳出一

勝八敗的成績    

就算 Russell Westbrook手感和狀態非常火燙 

估計老鷹是有機會拿下這一場比賽 

況且就算最終和賽爾提克、熱火與尼克戰績相同 

受惠於和賽爾提克與熱火對戰優勢以及身為分區龍

頭的資格 

老鷹將能獲得較高的名次     

但沒意外的話  老鷹理當能維持現在的排名 

雖然說和第六名的熱火戰績相同  理論上還是有點小

危險 

不過熱火後續接連要面對賽爾提克、七六人、公鹿

和活塞 

倘若能維持今天打敗賽爾提克的表現當然沒問題 

痾對我是指上半場 

事實上由於我下半季實在很少看熱火的比賽 

今年凌晨看他們打賽爾提克的比賽內容  我以為是常

態 

想說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一問之下才發現根本不是如

此 

雖然季中交易過後簽下的 Dedmon 確實對球隊有所

幫助 

熱火一直都需要足夠稱職能護框可搶版的替補長人 

況且在四月份當中  熱火的團隊進攻效益值已經爬到

前段班 

乍看之下是可行的  沒想到再翻了一下數據才發現 

熱火的三分命中率一直都處於後段班的水平 

考量到他們的進攻其實挺依賴外線火力  這確實是一

大隱憂    

尤其後場方面 Tyler Herro 和 Kendrick Nunn 完全黃

金交叉 

現在的 Herro 幾乎完全無法持球 因為就算持球進攻 

他時常因為節奏和別人不同的因素無法串連隊友 

進而導致進攻停滯最終只能自己打掉或失誤做收 

除此之外  有不少外電指出熱火的當家中鋒 Bam 

Adebayo 

本季在進攻端的困境和煩惱  尤其是進攻的慾望實在

過低 

我忘記是邁阿密先驅報還是哪裡的外電看到的 

他們還把他比喻成進鷹攻稍微強化版的 Draymond 

Green 

只是比較會進攻也沒用  因為他根本沒有那個企圖心

想要進攻 

就算要打也多半以跳投結尾  鮮少進攻籃框 

當然其實這部分在下半季已經有明顯的改善 

何況許多外電也表示 Adebayo 的問題並不能完全怪他 

其實有不少原因是來自於教練團給予過多的工作量所導致 

這部分由於我比賽看不多  單從幾場比賽的狀態來看 

個人認為是因為傷病太多導致能持球和組織的人太少 

因此才會選擇增加 Adebayo 工作量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解讀 

所以有錯誤的歡迎直接留言區糾正我就好 畢竟樣本數過少 

不過我個人挺好奇一個問題     

熱火有沒有嘗試過擺上 Dedmon 和 Adebayo 的雙塔組合啊    

理論上這應該能解決過往的防守困境才對    

Dedmon 也不是完全沒有外線能力   以前在老鷹好歹也有

38.2%水準   

這一季就我有看的比賽來說鮮少看到他有外線出手的機會      

這部分就麻煩各位熱火迷幫忙補充了 

畢竟老實說 熱火如果要用 Adebayo 當中鋒就是要打小球 

問題是小球的重點無疑就是三分球和後場的進攻火力 

倘若今天後衞的進攻能力不夠穩定 

捨棄小球轉回雙塔的方式是可以嘗試看看的 

尤其熱火又是一支擅長打半場陣地戰的球隊  

回到賽程方面  對於熱火來說最關鍵的絕對是下一場對戰賽

爾提克 

這場只要能贏下來 熱火不僅能和賽爾提克對戰紀錄取得上風 

和暫居第七名的他們之間的勝差將會拉開到三場 

就算剩下的三場比賽全輸也不用擔心要打附加賽 

至於賽爾提克就真的有夠他媽的迷    

之前也討論   好的時候真的很好   雙探花都能串連整支球隊 

但是壞的時候各種不知所云的出手選擇真的是滿天飛 

值得一提的是 賽爾提克在過往以來一直都蠻擅長防對手三分 

過去幾季在壓制對手三分命中率的表現都是全聯盟前五名的

等級 

然而本季對手三分命中率居然高達 37.5% 是全聯盟第九糟的

水準    

更慘的是 明星賽過後的命中率還提升到 38.8% 變成全聯盟

第三爛的狀態   

這坦白說是有點令人匪夷所思的區塊 

雖然說 Evan Fournier 的防守本來就很爛  

但也不至於會影響整支球隊的狀態才對   

雖然說剩餘賽程的對手強度相對沒那麼硬   

但是下一場對上熱火的比賽仍舊相當關鍵 

若這場輸的話幾乎等同確定要打附加賽 差別只在有沒有主場 

只是缺少 Jaylen Brown的他們能否拿下比賽恐怕還真不好

說 

少數值得慶幸的  大槪就是他們和黃蜂的勝差還有兩場 

加上本季的對戰紀錄又是佔上風  估計不太有可能被超前 

尤其他們後續還有騎士和灰狼兩支戰績較差的球隊 

雖然還是有可能被翻盤  尤其是下半季狀態不錯的灰狼 

但是比起了後面接續要對戰金塊快艇尼克巫師的黃蜂 

賽爾提克估計不太容易跌出第七名之外  只是附加賽大槪也

躲不掉了    

當然我必須要說 黃蜂應該是最無所謂的球隊了 

儘管賽程不軟 Gordon Hayward 和 Devonte’Graham 的回

歸還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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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表現優秀的 Miles Bridges 更觸發健康與安全協

議無法出戰      

但是這一季對於他們來說本來就是練兵練潛力為主   

有季後賽當然好 但其實也不會太過強求 

利用剩下的比賽觀察其他年輕球員的狀態和成長才是

真正的重點     

例如 Jalen McDaniels 和 Malik Monk 等都有不俗的

表現 

因此就算他們和狀態火熱的華盛頓巫師僅僅只有一場

勝差 

隨時都有可能被超越也無妨 畢竟他們是來學習和吸

取經驗的 

個人認為最終被巫師超車到第八順位的機率並不小 

四月份迎來一波八連勝之後 巫師瞬間從季後賽外一

路往前衝 

當然某種程度上也是受惠於賽程較軟的因素 

下半季這段期間面對勝率超過五成的球隊其實不到一

半 

但不可否認的是  更加成熟的 Westbrook絕對是關鍵

因子 

明星賽過後的他不再像過去一樣有空檔就會直接出手 

而是會先尋找隊友創造更好的出手機會進而串連整支

球隊 

有趣的是 再繳出了史詩級的表現和數據的背後除了

球隊的勝利之外  

自從生涯前兩年以來最低的使用率也是容易被忽視的

環節 

Westbrook 其實一直都有在嘗試改變和調整自己的打

法 

加上 Bradley Beal 這名能隨時切換有球無球的球星

開始有些默契      

才造就了現在有機會闖進季後賽  甚至是第八名的狀

態 

要我說的話其實關鍵反而是其他球員    

季中透過交易入隊的機動型長人 Daniel Gafford 不僅

成功擠進輪替 

他的活動力和機動性更是相當符合巫師的節奏和打法 

畢竟包括 Alex Len 和 Robin Lopez 都無法擋拆後直

接起跳接應灌籃     

但是 Daniel Gafford 完全能夠在掩護跟進後直接起飛

報扣 

讓持球者能有更多選擇 進而讓巫師更容易在進攻端

取得分數 

除此之外 由於巫師在下半季很常會執行外圍包夾 

防守範圍大協防能力好的 Daniel Gafford 變成了最適

合的最後一道防線     

除此之外  控衞 Raul Neto 的崛起以及前鋒 Davis 

Bertans 的復甦     

也成為了巫師在進攻端的活力與火力來源 

本身屬於地皮型控衞的 Raul Neto 除了能有效控制節

奏之外 

39.8%的三分命中率以及相當纏人的防守端同樣是容易被低

估的環節    

而狀態底迷了大半季的 Bertans 終於在身體恢復健康後找

回準度 

雖然五月份的命中率降低了不少 但四月份可是有 45.5%的

水準 

事實上除了這些球員之外  板凳末端在這段期間也跳出了不

少奇兵  

包括 Anthony Gill、Chandler Hutchison 和 Garrison 

Mathews 等人 

也都在這段期間內接續為球隊做出貢獻 

可惜的是 Bradley Beal 最近因為左腿筋拉傷已經確定缺賽

一場 

考慮到位居第九的他們和第十與第十一的溜馬和公牛 

其實分別只有半場和三場勝差  後續要戰老鷹兩次和騎士黃

蜂 

多少還是會增加不少難度  雖然比起溜馬的現況來說已很好

了 

說真的  休息室的問題先不談  畢竟有過多成分來自媒體渲

染 

但不可否認的是 溜馬這一季的狀況恐怕有一半必須要總教

練扛 

缺少側翼和禁區戰力的鍋是總管的部分 這其實我們過往有

提過 

考慮到主力們的傷病史 多囤積禁區和側翼戰力是必須的 

但最終我們也知道了 Warren 打不到幾場就倒下 

Sabonis 和 Turner 也都陸續進出過傷兵名單不少次 

因此過多重大傷病成了溜馬的第一個困境 

然而第二個困境卻是來自於教練本身     

Nate Bjorkgren 終究還是新手教練 或許是亟欲證明自己的

身手 

也或許是受制於畸形的陣容配置 

這名曾被期望以擅長應變為優點的教練最終卻反其道而行 

現在成了一名固執又不願意變通的教練 

防守永遠只有那幾招在輪  有時甚至是一套策略用到底 

舉例說   最常使用的區域防守-二盯人三區域 

英文叫 triangle-and-two 顧名思義是兩人盯防和包夾持球者   

剩下的三名球員依照協防位置站成三角形 

然而區域聯防最講求的正是站位 偏偏這是需要時間去培養

的 

況且溜馬陣中並沒有那種能夠在防守端指揮的人 

再加上 Bjorkgren 引進的防守體系是源自於過往暴龍的風格 

除了對於持球者的包夾位置和站位很講究之外      

其實最考驗的是當持球者把球傳出去後的防守輪轉     

這部分最需要和最適合的類型其實是協防範圍大活動力強

的鋒線球員     

但是這偏偏是溜馬最缺乏的   因此只能利用球員的體力條和

拚勁去彌補 

然而這一套防守系統又非常吃溝通和站位     

因此就會變成當對手的持球者傳球之後  溜馬球員的輪轉不

夠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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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導致他們消耗大量的體能在協防和補位   

卻時常因為溝通不良造成漏防並且被對手輕鬆得分      

一來一往下來我想任誰都會心態炸裂啦 

跑的要死要活的然後還被對方輕鬆放進兩分 

然後每一場都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哪有可能不賭爛的   

等到這個負能量累積許久之後  炸開只是必然的結果罷了 

說實話  問題的癥結點在於教練團和球員之間的溝通不良 

這其實很常見於所有新手教練  尤其是空降的那種 

如果助教團沒有那種善於和球員打交道的教練 

球員之間沒有那名可以督促隊友的領袖或者是老將 

休息室炸開並不是件意外的事情 

但個人還是認為不應該這一季結束後就炒掉 

Bjorkgren 對於場上的槪念並沒有偏差太多 至少還要再

觀察一季 

眼下的重點依然是維持附加賽的資格為先 

他們距離近況火燙的公牛只剩下 2.5 場勝差 

要找到勝利方程式和解決現有困境已經難如登天了 

不如先確定固定輪替拚戰還比較實際一點 

別再擺上無意義的三後衛陣型  放棄 Aaron Holiday 

重用 Justin Holiday 和 Oshae Brissett 兩名能貫徹防守

的側翼 

至少先從防守做起  才有機會凝聚球隊 

畢竟 LeVert 終究還是要先打出好的狀態才能帶動球隊 

Sabonis 的傳球時機和火侯仍舊容易被做針對 

在 Malcolm Brogdon 無法固定和穩定出賽的情況下 

溜馬確實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尤其接下來還要面騎士七六人公鹿湖人和暴龍 

和公牛的對戰紀錄又是居下風  這意味著每一場都是關鍵 

何況公牛在迎回 LaVine之後一口拿下三連勝 

雖然後續要對戰兩場籃網以及爆龍公鹿各一場 

憑藉著 LaVine 和 Vucevic 火燙的表現依然還是有晉級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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