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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表現優異的運動員，其反應時間之表現必定

優秀，而國內也有許多關於反應時間之研究，   
因此藉由蒐集國內之文獻之方式，就其實驗工

具、運動情境及其結果做一探討。在實驗工具方

面:依照實驗設計的不同使用錄影帶、軟網截擊運
動時間測量裝置及反應時間〈C.C.NO〉測定器、
高速攝影機、肌電 (EMG)、紅外線光柵、影像分
析軟體 (CyberLink Power Director)、動作分析系
統 (APAS)、LabVIEW程式儀控系統等儀器進行
實驗。反應時間研究的相關研究所得到結果為：

受過運動訓練的運動員有較佳的反應時間表

現，而適當的運動訓練也可以改善在反應時間上

的表現。刺激-反應相容性與反應時間之表現似乎
與所測驗之動作，如桌球之正手擊球、反手擊

球；網球之正手擊球、反手擊球等，其每項動作

本身所需要的 RT 及 MT 各有差異。建議未來研
究可針對桌球與網球正手擊球、反手擊球反應時

間的相關性進行探討；此外，刺激-反應相容性似
乎比較容易在與慣用手有關之運動項目進行研

究，如桌球、網球等，但若是較不受慣用手影響

之動作，如排球接發球，其刺激-反應相容性與
RT 及 MT 之表現為何，也可以做為日後研究主
題。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動作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時間 
 

Abstract: 

 
Outstanding athletes, their reaction time 

performance must be excellent, and there are many 
national studies on the reaction time, so the 
domestic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by way of its 
experimental tools, sports situation and discuss the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tool us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al design, using video, 
<CCNO>, high-speed camera, electromyography 
(EMG), infrared grating, CyberLink Power Director 
3, APAS System Trimmer, LabVIEW program 
instrumentation system was used. Collation of the 
literature can be well and exercise training in 
athletes with better response time performance, and 
appropriate exercise training can improve reaction 
time performance. 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 
and response time performance of the tests appear 

to the action, such as the table tennis forehand 
stroke, backhand; tennis the forehand stroke, 
backhand and so on, their own need for each action 
RT and MT varies, table tennis forehand, backhand 
required for RT and MT performance, and tennis 
the forehand, backhand required for RT and MT 
performance in relationship to each other as the 
future use of; addition 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 seems easier and handedness in the 
exercise program for research, such as table tennis, 
tennis and so on, but seems relatively unaffected by 
handedness influence action, such as volleyball 
serve receive, their 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 
with the RT and MT performance reasons, you can 
use as a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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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 
 
    在瞬息萬變的運動場上，影響到選手運動表
現的因素很多；無論外在或是內在的因素皆可能

左右一場比賽之結果。就單純的運動情境之中，

個體從接受刺激產生反應時間 (Reaction time, 
RT) 到產生動作時間 (Movement time , MT)，是
為整體反應時間 (Total Response Time, TRT)，是
可以加以探討並藉以改善運動表現的。本文擬藉

由蒐集國內反應時間相關文獻就其實驗工具、實

驗情境及其結果做一探討，以提供未來研究參

考。 
 
三三三三、、、、反應時間相關研究反應時間相關研究反應時間相關研究反應時間相關研究之之之之實驗工具實驗工具實驗工具實驗工具與與與與實驗情境實驗情境實驗情境實驗情境 

 
以下將近年來有關反應時間之研究，依其實

驗工具及實驗情境做一整理。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實驗工具實驗工具實驗工具實驗工具及情境及情境及情境及情境 
作者 實驗工具 實驗情境 

李劍如 
(1982) 

修正的章氏（Webb）反
應時間與動作時間測定
器 

模擬 

林耀豐
(1995)  

錄影帶 
按鍵 模擬 

郭旭東
(2000) 

軟網截擊運動時間測量
裝置及反應時間
〈C.C.NO〉測定器 

真實 

洪聰敏等
(2001) 

肌電(EMG) 
真實 

蘇韋丞
(2006) 

高速攝影機 
信號燈組 真實 



CyberLink Power 
Director 3 
APAS System Trimmer 

吳忠政 
陳克舟
(2005) 

全身反應測定器
(TAKEI) 真實 

蔡慶南
(2007) 

PXI系統機箱 
NI PXI-1042 
NI PXI-6251資料擷取
卡 
紅外光柵 
三軸加速規 
LabVIEW程式儀控系
統 

真實 

簡秋紅
(2007)  

LabVIEW程式儀控系
統 
加速規 
肌電(EMG) 
紅外線感應器 

真實 

黃鈺傑
(2008) 

電腦化系統（Reaction 
time S1, Vienna Test 
System, Austria) 
全身反應測定器(Whole 
body reaction 
measurement, TKK5108, 
Takei, Japan) 

模擬 

 由表一可得知在早期測量反應時間的器材

受限於科技的發展，因此較為簡易；因此所收集

到的資料僅止於 TRT，RT及MT的部分。到了

2001年，洪聰敏等使用肌電 (EMG) 收集 RT的

資料做為後續的分析使用，將 RT減去 PMT即為

MT的資料。蘇韋丞（2006）使用高速攝影機，

CyberLink Power Director 3，並以 APAS System 

Trimmer計算 RT及MT。在蔡慶南、簡秋紅的研

究中，使用紅外線光柵，將球通過兩個光柵的時

間與兩光柵的距離換算出球速，且藉由肌電訊號

與加速規找出MRT，PRT，RT及MT的資料，

並藉由 LabVIEW程式儀控系統加以整合。在反

應時間的相關研究中，依照實驗情境的不同，可

分為模擬及真實運動情境。 
 
四四四四、、、、反應時間相關研究成果反應時間相關研究成果反應時間相關研究成果反應時間相關研究成果 
 
    依據 Schmidt訊息處理步驟，整體反應時間 
(Total Response Time, TRT) 包含反應時間 
(Reaction time, RT) 以及動作時間  (Movement 
time, MT)，而 RT 又包含前動作反應時間 
(premotor RT) 以及動作反應時間 (motor RT)。將
有關反應時間之研究及其實驗結果以表二呈現。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反應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時間反應時間相關研究成果相關研究成果相關研究成果相關研究成果 
作者 

(年代) 研究成果 

李劍如 
(1982) 

1. 運動員的 RT優於非運動員。 
2. 開放性及閉鎖性項目之運動員
其 RT及MT不具顯著差異。 

3. 上下肢的 RT，MT不具統計上
的顯著差異。 

林耀豐
(1995)  

1. 在 TRT上，不同的發球方向與
不同的發球前期間有交互作用
的關係存在。 

2. 在 RT上，不同的發球方向與不
同的發球前期間無交互作用的
關係存在，且受試者面對不同
發球方向時的 RT亦沒有顯著
不同。 

3. 在MT上，不同的發球方向與
不同的發球前期間有交互作用
的關係存在。 

郭旭東 
(2000) 

1. 整體反應時間均以右腳啟動顯
著優於左腳啟動。 

2. 選擇反應時間有右腳啟動顯著
優於左腳啟動的傾向。 

洪聰敏等
(2001) 

1. 運動員在不確定性高的情境，其
中樞傳導訊息的能力速度及 RT
均較非運動員快。 

2. 非慣用手MT較慢，但因個體覺
醒水平與大腦中樞的補償機制
有互補性的顯現，整體的 RT因
PMT而顯得與慣用手相當。 

3. 因有效情境所提供的警告訊息
充分引導參與者注意力的方向
準備，故其 PMT、MT與 RT均
為最短。 

蘇韋丞 
(2006) 

1. 不同反應形式與有無相容性對
RT影響有交互作用存在。 

2. 不同反應形式與有無相容性對
MT影響無交互作用存在。 

吳忠政 
陳克舟 
(2005) 

阻斷式接發球訓練能顯著縮短排球
選手的 TRT。 

蔡慶南 
(2007) 

國小足球選手截球動作的 RT和
MT，年齡、慣用腳及非慣用腳在不
同球速上沒有交互作用，但快慢球
速會影響國小足球選手的 RT及
MT。 

簡秋紅
(2007)  

1. 不同球速對 RT，premotor RT及
motor RT達顯著水準；但不同
球速對MT未達顯著水準。 

2. 刺激-反應相容性對 premotor 
RT達顯著水準。 

黃鈺傑
(2008) 

熱身運動可以加快國小學童對於光
刺激後肌肉的反應時間。 

    綜合表一及表二，李劍如（2008）研究指出，
運動員的上下肢反應時間及動作時間不具顯著

差異，開放性、閉鎖性運動項目的 RT 及 MT 也
沒有顯著差異；並未針對各運動專項作進一步的



實驗設計，如排球接發球之 RT 及 MT 的數據收
集。就田賽、徑賽、體操、排球、棒球、手球、

橄欖球、羽球、距拳道、和拳擊等運動項目的運

動員進行 RT及 MT的研究，發現各項目之間的
RT 並無顯著的差異，亦即經由各專項的運動訓
練皆可縮短運動員的 RT，且不因運動項目的不
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在反應時間相關之研究中，若是實驗設計能
夠以真實運動情境來設計，此研究運用必定更能

運用在實際的運動情境中；如球速的快慢會影響

到 RT。如果用的是模擬的方式發球，感官上的
刺激可能與真正由選手或是發球機所發出的球

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到 RT及MT的資料蒐集。 
    蘇韋丞（2006）指出，反應形式可分為感覺
形式及動作形式，感覺形式指的是實驗參與者將

注意力集中在發球刺激的訊號上；動作形式指的

是實驗參與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反應接球上。其研

究指出不同反應形式與有無相容性對 RT 影響有
交互作用存在，但對MT卻無交互作用。吳忠政
與陳克舟（2005）針對甲組排球選手進行六週的
阻斷式接發球訓練，發現可以顯著縮短排球選手

的整體反應時間 (TRT)。此外，蘇韋丞的研究發
現在不同相容性的情況下，以動作形式接發球所

產生之 MT，皆快於感覺形式所產生之 MT。以
上研究指出，當面對來球是不可預期的狀況之

下，必須加快MT的表現才能做出適當的接球動
作；且因為加快MT的表現，也會加快整體反應
時間 (TRT)，進而影響運動表現。 
    此外，蔡慶南（2007）研究指出，球速的快
慢會影響國小足球選手截球動作之 RT 及 MT，
高球速的 RT及MT皆快於低球速的 RT及MT；
與郭旭東（2000）研究慣用手為右手之網球選
手，近網截擊左、右腳啟動效率之研究所呈現結

果兩相比較，發現右腳啟動均優於左腳啟動。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實驗工具的選用會隨科技的進步而有所不
同；實驗設計也與實驗工具的選用有所關聯，進

而得到實驗結果。有時受限於實驗工具或其他因

素，只能用模擬的運動情境取代真實運動情境來

進行實驗，其所得的結果是否能在真實的運動情

境中被考驗，是可加以研究之方向。 
    一般而言，受過運動訓練的運動員會有較佳
的反應時間表現，經由適當的運動訓練也可以加

以改善在反應時間之表現。刺激-反應相容性與反
應時間之表現似乎與所測驗之動作，如桌球之正

手擊球、反手擊球；網球之正手擊球、反手擊球

等，其每個動作本身所需要的 RT 及 MT 各有差
異，桌球正手擊球、反手擊球所需的 RT 及 MT
表現，與網球之正手擊球、反手擊球所需的 RT

及MT表現，彼此之間的相關性可以做為日後之
探討；此外有些運動項目需要藉助器具（球拍、

球竿），如網球、桌球、撞球等與慣用邊有關之

運動項目，就可與刺激-反應相容性做相關性之研
究；但若是較不受慣用邊影響之動作，如排球接

發球，其刺激-反應相容性與 RT及MT之表現為
何，也可以做為日後研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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