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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疲勞會造成人體行為及反應的改變，運動

員在經由運動訓練介入造成肌肉疲勞或心肺疲

勞後，是否因疲勞影響其眼睛注視能力？進而

影響其運動表現？本研究主要想探討疲勞是否

會影響運動選手視覺能力改變？本研究目的比

較國術選手介入兩種中強度的肌肉與心肺訓練

後，是否會影響視覺動態視覺的表現?經過兩種

中強度訓練後，哪一種訓練對於視覺能力的影

響較大? 以 13 位大學國術系學生為研究對象，

受試者都需經過中強度肌肉與心肺有氧訓練，

順序均採用隨機分配；以動態數字測試(DVA)儀

器為實驗工具。研究結果發現國術選手介入兩

種中強度的肌肉與心肺訓練，其視覺動態視覺

(包括上、下、左、右、垂直、水平及動力視覺)

的表現的前後測平均等級差異量未達顯著差

異，p>.05。以運動促使肌肉疲勞的訓練與促使

心肺疲勞的訓練，兩種訓練下的動態視覺的表

現的平均等級差異量未達顯著差異，p>.05。 

雖然本研究結果未能支持假設，但此研究

探討影響視覺能力與促使疲勞的運動介入的關

係，及視覺動力是否受心肺運動訓練的影響或

受其他因素影響?將是日後可進一步探討的目

標。 

 

關鍵詞：肌肉疲勞、心肺疲勞、動態視覺 

 

Abstract 
 

Human behavior and response change due to 

fatigue, the athlete, will create the muscular fatigue 

or the heart and lungs after the intervened sport 

training, whether that fatigue to affect his/her vision? 

or affects their sport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mainly wants to explore is fatigue whether to affect 

the dynamic visual acuity ?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wo: 1. the comparison two kind of 

middle strength muscles and the cardiopulmonary 

training, whether to affect the dynamic visual acuity 

performance? 2, undergoes two kind of middle 

strength trainings, which one kind of training is big 

regarding the dynamic visual acuity influence? Take 

13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students as subjects, all subjects must pass through 

trying the high strength muscle and 

cardiopulmonary training, and Tests by (DVA) 

instrument as tool.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 : 

(1)Before or after two kind of muscles and the 

cardiopulmonary training,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dynamic visual acuity performance's(including 

DVA-U, DVA-D, DVA-L, DVA-R, DVA-L, DVA-V, 

DVA-H, DVA-D),p> .05. (2)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dynamic visual acuity performance's between 

muscular fatigue training and cardiopulmonary 

training, p> .05.  

Although the results could not support the hypnoses, 

this research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tigue and dynamic visual 

acuit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uscular fatigue, Cardiopulmonary, 

Dynamic visual acuity 

 

二、緣由與目的 

 

疲勞是運動生理學及運動訓練學界相當受

重視的研究問題，疲勞在不同的方向及角度上

有不同的解釋，學者林正常(民86)提出的疲勞包

括精神疲勞與身體疲勞；中樞疲勞與末梢疲

勞；急性疲勞與慢性疲勞及局部疲勞與全身疲

勞等。總之，疲勞是有機體的生理過程，無法

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運作，各器官也不能保持

固定的工作能力。相關研究指出提出運動疲勞

的現象包括三部分，一為運動能力質與量的變

化，例如運動精準度、敏捷性、反應時間等變

化，疲勞在整體反應時間的文獻同樣也發現疲

勞使能力顯著的降低，整體反應時間變慢的現

象 (Cawley, Losse,1998；South, M.& George, K. 

P. 2007) Heitman, Stockton, Lambert, & 

Cynthia ，1987) 。一為身體能量消耗如肝醣、

脂肪及蛋白質等導致的內部環境改變，另一為

自我對疲勞主觀的自覺，因此運動疲勞可以從

整體行為動作的改變部分或從大腦內部過程的

變化加以探討 (黃彬彬，民87；楊錫讓，民85；

林正常，民86) 。 



肌肉疲勞（muscular fatigue）指神經肌肉系

統產生力量的能力下降(Bigland-Ritchir & Woods, 

1984) ，或不能維持同一運動強度或表現水準的

肌力衰減現象，通常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

括生理、心理、和環境等因素。一般研究皆以

肌力的輸出降低到最大肌力的50%作為疲勞發生

的依據 (Williams, Chandran, & Sharma, 2003)。                

心肺疲勞：大多數的研究定義心肺有氧為人

體的攝氧量跟運動強度成正比關係，因此人體

氧的攝取量高低是身體活動水準的指標。 

運動疲勞對人體行為及運動表現會產生影

響。相關研究指出疲勞也會影響人的注意力與

視覺。在國際比賽當中，許多運動項目需要使

用雙眼來觀察對手的動作，或者是快速追蹤球

體的移動項目，如：棒球、網球、羽球、壁

球…等運動項目，來決定反擊的策略。在這些

需要快速反應的運動項目中，運動員本身視覺

能力的優劣，對運動表現有很大的影響( Loran 

& MacEwen,1997., Morris & Kreighbaum, 1977; 

Maeda, A., & Tsuruhara, T. 1998; 劉雅甄 , 

2006,2008; 陳俊汕, 2005)。 

視覺能力一般分為靜態視力以及動態視力 

一般來說，動態視力愈好的人其靜態視力也愈

好靜態視力是指在靜止的情況下眼睛看事物的

能力，對運動員來說只是一個基本要求，即使

是近視者使用隱形眼鏡或戴上眼鏡也可獲得改

善動態視力 (dynamic visual acuity, DVA)被認為

是最重要的運動視覺能力之一，是指能夠清晰

辨識移動中物體細微部分的能力  (Miller & 

Ludvigh, 1962. ,Millslagle, 2000,)。本研究主要想

探討疲勞是否會影響運動選手視覺能力改變?因

此本研究目的在比較國術選手介入兩種中強度

的肌肉與心肺訓練後，是否會影響動態視覺的

表現?以及經過兩種中強度訓練後，哪一種訓練

對於視覺能力的影響較大?  

 

三、實驗方法 

 

（一）、研究對象                                                                                   

由一般大學生選出 13 位男性國術選手來做

為受試者，頇為健康且半年內無慢性疲勞或運

動傷害，受試者都需經過中強度肌肉與心肺有

氧訓練，順序均採用隨機分配；每次實驗後至

少間隔兩天(48 小時)以上 ，避免產生肌肉延遲

性酸痛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簡稱

DOMS)。 

 

（二）、研究工具 

動態數字測試(DVA-R)儀器－動態數字測試

方法為：二半圓間的軌道中會出現一個數字，

此數字會依不同速度移動，在移動的過程中會

變換三個數字，受試者必需辨識所出現的三個

數字為何，受試者發生連續兩次錯誤就給於評

估動態視覺水準。，旋轉追蹤設備能夠很精準

的由左至右的水平方向及由上而下垂直方向進

行，如圖一所示。   

            

 圖一、動態數字測試。左圖為水平方向由左至

右，右圖為垂直方向由上而下。 

 

（三）、實驗設計 

在測試前利用隨機取樣方法，安排受試者

施測順序，並填寫實驗同意書。每位受試者先

進行靜止視力檢測再測試動態視覺與時間預期

視力。肌肉疲勞訓練為了避免只針對單一肌肉

訓練造成訓練效果不彰，進而影響實驗結果，

因此採用複合式肌力訓練 (complex-muscle-

training) 。心肺疲勞訓練是讓受試者配戴心跳

記錄器，並即時回饋顯式給受試者在標準 400

公尺之操場，先讓受試者跑兩圈熱身，之後令

受試者快跑以維持在最大心跳率(220-年齡) 。

持續訓練至受試者無法負荷為止。動態視覺的

測試流程，在受試者執行兩種強度訓練前需先

前測 3 次視覺動態數字測試(DVA)，當受試者

各自完成肌肉與心肺有氧的中強度訓練後，再

進行一次動態視覺測試(DVA) 的後測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2.0 進行資

料統計分析，在動態視覺測試(DVA)的部分，分

數為 Rank1-10，故採用無母數統計考驗。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test)；動態視覺前後測

平均等級量，使用魏氏帶符號等級考驗

(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進行分析；而兩種中

強度訓練的變化率比較是使用魏氏-曼-惠特尼 U

考驗(Wilcoxon-Mann-Whitney U test)，本研究的

顯著水準均訂為 0.05 

 

四、結果與討論 

 

（一）疲勞訓練前後的視覺能力比較 

為探討運動疲勞訓練前後，動態視覺 (包括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垂直、水平及動覺)



的視覺能力的差異性；受試者在肌肉疲勞訓練

前後的平均數比較如表一所示，表一結果發

現，受試者的視覺動態反應的前後測平均等級

量，都無差異，Z值分別為-.59、-.30、-.72、-

.44、-.09、-.37、-.56，p>.05。由此說明: 肌肉

疲勞訓練的介入並不會影響動態視覺表現。雖

然有許多研究指出疲勞會影響運動表現或反應

時間(Williams, Chandran, & Sharma, 2003)。在本

研究中並無發現肌肉疲勞訓練的介入使視覺能

力下降，可能原因是受試者因為是國術選手，

每天練習都在2小時以上，受試者在運動介入後

雖有肌肉疲勞現象，但恢復疲勞能力較強，因

此在動態視覺反應的實驗中，前後測平均等級

量沒有差異。另外受試者可能受練習因素影

響，從統計分析資料中發現向上視覺動態表現

前後測有顯著相關(r=.76,p<.05)。 

  

表一、肌肉疲勞訓練前後測平均等級差異比較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垂直 水平 動覺 

Z值 -.59 -.30 -.72 -.44 -.09 -.37 -.56 

漸進 

顯著 
.56 .76 .47 .66 .93 .71 .57 

ps. 雙尾檢定顯著性 

 

受試者在接受長跑訓練產生心肺疲勞前後

測的平均等級量比較如表二所示，表二結果發

現，受試者在心肺疲勞運動介入視覺動態反應

的前後測平均等級量，都無差異，Z值分別為-

.78、 -.72、 -1.40、 -.63、 -1.17、 -1.15、 -.91，

p>.05。由此說明: 心肺疲勞訓練的介入也不會

影響視覺動態表現。根據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

洛磯山癌症康復協會(2007)研究指出心肺運動訓

練對癌症病人的病情控制有幫助，心肺疲勞訓

練的介入並不會使病人降低其認知能力與視覺

能力。在本研究中並無發現心肺疲勞訓練的介

入使視覺能力下降，可能原因是受試者運動後

的心肺疲勞恢復力較強，也可能因心肺運動介

入雖然造成身體疲勞，但並不影響大腦認知及

注意力。因此在視覺動態反應的實驗中，前後

測平均等級量沒有差異。另外受試者也可能受

練習因素影響，從資料分析中發現向右視覺動

態表現前後測有顯著相關(r=.70,p<.05)。 

 

表二、心肺疲勞訓練前後測平均等級差異比較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垂直 水平 動覺 

Z值 -.78 -.72 -1.40 -.63 -1.17 -1.15 -.91 

漸進 

顯著 
.44 .47 .16 .53 .24 .25 .36 

 ps. 雙尾檢定顯著性 

 

（二）疲勞對視覺能力的影響比較 

    為探討哪種疲勞會對視覺能力影響力較大? 

表三以為受試者在接受肌肉疲勞與心肺疲勞運

動介入後肌肉疲勞與心肺疲勞的視覺動態能力

比較。由表三結果發現兩種訓練受試者的動態

視覺反應，沒有差異，Z值分別為p>.05。由本研

究結果並未發現肌肉疲勞與心肺疲勞對視覺能

力的影響力有差異。可能原因是對運動選手實

施運動介入後雖會產生肌肉疲勞或造成心肺疲

勞，但運動選手長期接受肌肉及心肺功能訓

練，在體適能表現相當穩定，在身體疲勞後復

原力較強，因此不影響其視覺能力。未來研究

可以將運動選手與非運動選手做比較，或是針

對不同年齡群受試者做研究。將可進一步探討

疲勞對視覺能力的影響及造成視覺能力的其他

可能因素。 

 

表三、肌肉疲勞與心肺疲勞視覺平均等級比較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垂直 水平 動覺 

魏曼 

特U值 
69.50 71.50 78.50 81.50 68.50 71.50 66.50 

符號等

級和W 
160.5 162.5 169.5 172.5 169.5 166.5 157.5 

Z值 -.79 -.68 -.32 -.16 -.83 -.48 -.94 

漸進 

顯著 
.43 .50 .75 .87 .41 .64 .35 

精確 

顯著 
.45 .51 .76 .88 .42 .65 .32 

 

五、結論與建議 

 

國術選手介入兩種中強度的肌肉與心肺訓

練前後測，動態視覺的表現沒有改變。中強度

的肌肉訓練與心肺訓練對於視覺能力的改變沒

有差異。利用視覺動力儀器測試來預測人在運

動訓練後是否因疲勞會影響其視覺能力及注意

力，對運動訓練與疲勞因素及影響視覺動態能

力研究有很大的幫助，雖然本研究結果未能發

現運動訓練介入後，促使身體產生肌肉疲勞及

心肺疲勞後視覺能力有改變，而且也未發現到

底是促使肌肉疲勞的運動訓練或是造成心肺疲

勞的運動試驗哪一種對視覺動力的影響較大。

但，此研究探討影響視覺能力與促使疲勞的運

動介入的關係，及視覺動力是否受心肺運動訓

練的影響或受其他因素影響?尤其是視覺動力對

與哪些運動項目有關連?疲勞與視覺動力的關係

是經由認知或是記憶途徑產生變化?也可配合

MEG 或EMG儀器使用，瞭解疲勞與視覺能力

的關係是否與大腦皮層運動區變化有關?將是日

後研究上可進行追蹤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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