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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排球競賽中，後排的防守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必須做到攻守並重才能在比賽中取得最後的勝利。本研究探討經過長期專業

訓練的 10 位排球選手左右防守的整體反應時間實驗結果顯示，慣用側比非慣用側快 0.012 秒，但在統計結果上無顯著差異。

在左右側的反應時間上有顯著差異，右側的防守比左側快 0.036 秒 (p<0.05)。根據實驗結果建議，這些選手需加強左側移動

之訓練，以提升左側防守能力。實驗中利用自製反應時間評估系統，紀錄其整體反應時間，找出選手的特質。希望藉由此系

統之應用，可作為教練與選手在進行訓練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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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排球比賽中，後排的防守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必

須做到攻守並重才能在比賽中取得最後的勝利。透

過分析 2004 雅典奧運會與 2006 年的女排世錦賽可

以發現，世界女排名列前茅的國家，都是以各自的

自由球員為防守中心，林孟賢（2005）的研究中提

出，防守後反擊體系仍是比賽制勝的重要因素。因

此在防守上佔優勢者掌握比賽主導權的能力便相對

提高。陳俊汕（1995）提出在時間極短、球速非常

快的運動項目中，從刺激到反應所佔的時間是極短

的，及從刺激的出現到引發動作反應之監視非常快

速的，通常以毫秒計算，因此在這類快速的球類運

動項目中，球員的反應時間是決定勝負的重要的因

素。在競技項目中，運動選手在重覆練習某特定技

能後，不但 有助於縮短此動作的反應時間，也可提

高對此動作的穩定能力。若能得知專項選手單一動

作的整體反應時間，透過訓練縮短反應時間，則可

取得勝利之先機。本研究探討經過長期專業訓練的

企業聯賽排球選手與大專甲組的排球選手在排球比

賽中左右防守的整體反應時間之差異，利用自製排

球選手左右移動反應分析系統，找出慣用手與非慣

用手之間是否有差異，並紀錄其左右防守之整體反

應時間，並將結果標準化，作為教練與選手在進行

訓練時的參考數據。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受試者對象以中原大學男子排球代表隊 10 名

選手為受試者對象（企業聯賽球員 4 名，大專甲組

球員 6 名。7 位慣用手為右手，3 位慣用手為左

手。），受試者基本資料如表一。本研究根據黃怡

仁、陳谷宗、謝明蕙（2008）所使用的排球專項能

力檢測 Special volleyball fitness test (SVFT)改編。改

編後的排球專項能力檢測：本檢測是針對排球項目

的迅速移位的運動特性，從起點 A 點以側移觸地方

式至 B 點再折返 A 點，再從 A 點側移至 C 點(觸地)

後回原點 A 點。如圖一(AB=AC =3 公尺)。研究所

使用的工具包括：筆記型電腦一台、排球選手左右

移動反應分析系統一組（取樣頻率 1/1000 秒）燈號

會以亂數方式隨機亮起左右兩邊燈號各 10 次共計 20

次，每次燈號亮起時間間隔為 8 秒（馬維平，

2009），電腦會記錄每次觸碰的秒數。

。訓練與場地佈置如圖一所示。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 身高
（cm）

體重
（kg）

年齡
（yrs）

平均數 10 182.5 76.2 21.9
標準差 10.88 6.63 0.88

圖一 實驗照與場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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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處理：首先將所測得之資料利用

Matlab7.1 進行數據處理，接著再將資料利用 SPSS

14.0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以兩

次實驗數據平均做成對樣本 T 檢定（顯著水準定為

α=0.05）來確定兩次數據成高度相關後，再分析選

手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之間以及左右邊的反應能力的

差異情形。

三、結果與討論

將第一次與第二次結果數據利用 SPSS 14.0 Windows

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驗證(顯著水準定為 α=0.05)，結

果顯示，兩次實驗數據達正相關(R=0.654)，證實測

量同樣的受試者測得的兩次反應時間之數據是具有

高度相關性的。而在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之間並無達

到顯著性差異(如表二)，但慣用邊整體反應時間

(1.701s)較非慣用邊整體反應時間(1.713s)來得快。這

也表示慣用手效應並沒有影響排球選手在進行後排

防守。從本實驗結果數據可以發現，當選手站在 6

號位置防守時，將第一次與第二次結果數據平均

後，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發現 p 值=.003，代表左

右邊防守之間有達到顯著性差異(如表三)，且右邊整

體 反 應 時 間 （ 1.689s ） 較 左 邊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1.725s）來得快。從本實驗結果數據可以發現，這

些優秀排球選手站在 6 號位置進行後排防守時，慣

用手效應對於本次實驗並無影響，但在左右側的反

應時間上，右側的防守比左側快 0.036 秒，且在統

計結果上顯著差異，實驗結果與劉鎮國（2001；

2002）利用虛擬實境系統的方式，進行 30 位大專男

性足球員與 23 位大專女子排球員對於不同球速和方

向的整體反應時間之實驗，洪聰敏、豐東洋

（ 2003 ）運動員與非運動員訊息處理之研究和蘇韋

丞（2006）不同反應形式與刺激-反應相容性對桌球

接發球是否影響反應時間與動作時間之實驗結果相

互對照，皆與本次實驗的結果相同。

表二 慣用手與非慣用手兩次平均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t 值 標準差 顯著性

非慣用手 - 慣用手 .868 .046 .408

表三 左右側成對樣本 t 檢定

t 值 標準差 顯著性

左 –右 4.082 .028 .003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測量結果經討論分析後，獲得以下結論：10

位優秀排球選手站在 6 號位置進行後排防守時，在

整體反應時間上，慣用側比非慣用側快 0.012 秒，

但在統計結果上無顯著差異。因為在後排的防守訓

練上不會只強調某一側訓練，而是左右並重訓練，

所以造成在慣用側與非慣用側的整體反應時間上，

並沒有顯著差。在左右側的反應時間上，右側的防

守比左側快 0.036 秒，且在統計結果上 p=.003，達

顯著差異。在排球競賽中左右邊無論是在落點數或

落點比例是非常接近的，配合此次實驗數據可以加

以對照分析，結果發現這批優秀排球選手在左側的

移動防守能力還有進步的空間。排球選手左右移動

反應分析系統可以在短短的 5 分鐘內就測出一位選

手的後排移動防守整體反應時間，且成本不高又攜

帶方便，很適合用於實際場地中去測量運動選手的

整體反應時間。除了可以運用在排球訓練分析上，

日後也可以應用在相似的運動項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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