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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討八週桌球反應時間訓練對國小桌球選手回擊動作的前動作反應時間、動作反應時間、反應時間、

動作時間的影響。方法：以台南市歸仁國小桌球隊優秀選手 12 名為研究對象，(年齡 11.41±0.51 歲、身高

143.3±3.39 公分、體重 34.5±2.86 公斤)，矯正後的視力在正常範圍。隨機分為二組，每組 6 人，分別接受桌球

反應時間訓練(實驗組)及一般桌球訓練(控制組)。本實驗使用 LabVIEW 圖形化程式語言為介面、整合相關儀

器以獲取相關資料，主要實驗儀器為資料擷取卡(National Instruments USB 6211 DAQ, 250KS/s，5000 Hz)電源

供應器，桌球發球機、高亮度 LED 燈，肌電和加速規感測器等。擷取參數包括:前動作反應時間、動作反應時

間、反應時間、動作時間和整體反應時間等相關參數。以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不同組別之統計檢定，顯著水

準 α=.05。結果：不同組別選手經八週桌球反應時間訓練後在反應時間各項參數的考驗上均具有差異。結論：

經八週桌球反應時間訓練可提昇國小桌球選手之動作反應時間、動作時間、反應時間之表現水準。 

 

關鍵詞：前動作反應時間、動作反應時間、反應時間、動作時間、整體反應時間 

 

 

壹、 緒論 

由於桌球運動講究的是靈敏和判斷，較沒有體型

上的優劣勢，加上練習場地容易取得，學校、飯店、

社區活動中心、甚至家庭都可以建置桌球設備，故很

容易成為普及化的運動。更因為它是屬於室內的運

動，場地不須太大，練習不會受到天候影響(黃美珍，

2007)。相信若有政府的政策配合推動此運動，我國

也可以培養出優秀選手。考量桌球運動的諸多優勢，

本研究選擇以桌球運動來做為研究主題。反應時間也

常常被運用在評估個人技能表現的指標，經由反應時

間的測量，可做為運動選材的參考依據(靳淑嫃，

2010)。然而到目前為止，對於反應時間的研究，在

運動控制領域大多以虛擬運動實境的方式來進行研

究。若針對虛擬情境的實驗，往往不夠貼切實際的運

動模式，故本研究使用自製桌球反應時間訓練系統，

期望可以透過此系統的訓練增加桌球選手的運動表

現。 

貳、研究方法 

(一) 實驗參與者 

國小四到六年級學校桌球隊員 22 名(男生 10 人，

女生 12 人)，基本資料分別為年齡 11.5±1.5 歲；身高

146.5±15.5 公分；體重 36.33±30.67 公斤，球齡 2 年以

上。 

(二) 實驗器材 

使 用 自 製 桌 球 反 應 時 間 訓 練 系 統 一 組 及

LabVIEW 8.5 程式儀控系統，於實驗前先將加速規固

定於桌球拍(Biovision 50g) 、並且將 EMG 電極片

(KENDALL)放置於伸腕肌上擷取反應時間之相關生

理訊號、利用紅外線感應器監控球速的快慢、將所得

知 相 關 數 位 訊 號 經 數 位 類 比 轉 接 盒 (NATIONAL 

INSTRUMENTS, NI- 19 -USB-6211)接收於電腦。 

(三) 反應時間之名詞定義 

本研究之名詞 定義如下 ：前動作反應 時間

（pre-motor reaction time, PRT）、動作反應時間（motor 

reaction time, MRT）、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 RT)、動

作時間(movement time, MT)、整體反應時間（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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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ime, TRT）(如圖一) 

圖一、反應時間之名詞定義 

(四) 場地配置 

發球機放置於桌子的一邊，受試者站在另一邊，

在發球機左右兩方的桌面上放置兩個高亮 LED 燈，代

表對手的位置，用來指示受試者擊球方向(如圖二)。 

(五)實驗程序 

  發球機啟動後，桌球會先穿越紅外線光閘下方，

同時紅外線光閘會自動輸出方波訊號，此訊號會連接

至資料擷取卡的兩組內部計數器 ( Counters )，分別計

算球速及同步產生另一方波訊號來即時觸發左方或右

方之 LED 燈號，LED 

燈號以隨機方式產生，左右共 10 次，當受試者 

看到燈號後作出擊球動作，受試者需站立於距離桌面

約 50 公分處，在擊球動作過程中不得前後移動。擊球

動作分別以兩種模式進行，相容性及非相容性，各擊

30 球，執行兩個循環，共 120 

球。 

圖二、場地配置 

 

 

 

 

參、結果與討論 
表一、反應時間各項参數之統計摘要表(單位:秒) 

 實驗者 平均數 t 值 df p 

PRT 
前測 0.45+0.12 

7.93 5 0.001* 
後測 0.20+0.45 

MRT 
前測 0.18+0.26 

2.88 5 0.034* 
後測 0.14+0.19 

MT 
前測 0.34+0.02 

6.98 5 0.001* 
後測 0.25+0.25 

RT 
前測 0.62+0.13 

6.65 5 0.001* 
後測 0.35+0.06 

TRT 
前測 0.59+0.08 

7.95 5 0.001* 
後測 0.59+0.08 

揮拍動作在個體之訊號產生時，為了避免肢體動

作的延遲，中樞神經的補償機制會對刺激反應發生作

用，因此會顯現出動作反應時間的差異。整體反應時

間可分割成反應時間和動作時間，即整體反應時間＝

反應時間＋動作時間。介入運動反應訓練確實有縮短

反應時間的效果。依據 Schmidt[5] 提出的訊息處理三

階段:1.刺激確認階段 2.反應選擇階段 3.反應程式階

段。在確認階段，受試者會依體內長期內長期記憶與

經驗相結合，在預備回擊時，個體會縮短預備動作時

間，使得前動作反應時間顯著地縮短。本實驗結果與

林琨瀚（2005）、簡秋紅(2007)、鐘秀娟(2008)、陳幸

苹(2008)等學者作的研究結果一致。 

 

肆、結論 

    經八週桌球反應時間訓練可提昇國小桌球選手之

動作反應時間、動作時間、反應時間之表現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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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probe the effects of 8 weeks reaction time training on pre-motor reaction time, motor 

reaction time, reaction time and movement time of elementary students’ table tennis movement.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were 12 excellent players of Guei-Ren Elementary school’s table tennis 

team in Tainan City. The average of their age was 11.41±0.51 years, the height was 143.3±3.39 cm 

and the weight was 34.5±2.86 kg. There were 6 players in control and expet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Labview programming language was the main plateform to integrate the devices 

to got the data. The main experimental devices were DAQ Card, (National Instruments USB 6211 

DAQ, 250KS/s，5000 Hz) ower supply, table tennis serving machine and brightest LED lamps,EMG 

system and accelerometer system (5000 Hz). The parameters contain premotor reaction time, motor 

reaction time, reaction time and movement time. It were tested control group with experimental 

group by independent t-test (α =. 05).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s of 

premotor reaction time, motor reaction time, reaction time and movement time of table tennis 

players’ return movement after 8 weeks reaction time training. Conclusions: After 8 weeks reaction 

time training, the performance level of table tennis players was promoted. 

 

Keywords: premotor reaction time﹐motor reaction time, movement time﹐reaction time﹐total 

response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