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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國小風行樂樂棒球，如何精準並使用適當時機擊中置於打擊底座上的球體，與樂樂棒球運動員在比賽中

的視覺訊息有密切關係，眼動研究正好可以提供以上訊息。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在樂樂棒球

揮棒擊球期間，其視覺凝視區域偏移值與擊球成功率之相關性；以及國小中高年級棒球隊學生與一般學生

揮棒擊球期間視覺凝視區域的差異性。以iView X HED4頭戴式眼動儀收集樂樂棒球揮棒擊球動作眼球凝視

軌跡資訊，透過逐格分析實驗影片，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凝視點偏移值與擊球成功率的相關性；以及

利用獨立樣本t考驗，比較棒球組與一般組凝視點偏移值之差異性。結果發現擊中球體前0.1秒之凝視點偏移值

與擊球成功率之r值為-.922，達到顯著；擊中球體前0.1秒之凝視點偏移值，棒球組與一般組之t值為3.893，亦

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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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與目的 

樂樂棒球的進攻由揮棒擊球開始。影響揮棒擊球

的因素很多，而如何精準並使用適當時機以球棒擊中

置於打擊底座上的球體，則主要取決於運動員肢體對

視覺訊息的處理能力。其中眼球的移動、凝視與追逐

等運動，在視覺訊息的接受中，為關鍵所在（陳俊汕，

2005 ）。 近 年 來 科 技 進 步 ， 發 展 出 眼 動 儀 (eyes 

tracking)，透過測量眼球凝視與移動軌跡，即時獲得

運動員眼球的水平和垂直運動的時間、位移距離、

速度及注視頻率、注視位置等視覺信息，能對於運

動場上視覺相關議題提供研究方向（林如瀚，2010）；

亦可透過這些視覺信息的呈現，找出運動選手注視比

賽情境時的眼動特徵，依照凝視位置反應此線索在決

策上占有的重要性（Abernethy & Russell, 1987；Goulet, 

Bard, & Fleury, 1989）。有鑑於此，本文採用頭戴式

眼動儀，量測不同程度樂樂棒球球員的揮棒擊球動

作。希望經由分析這些立即直接的數據，實際了解

揮棒者的視覺搜尋策略(visual search strategy)，藉以

提供教練及球員作為訓練時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10 位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平均年齡

11±0.82 歲、身高 147.75±6.78 公分、體重 51.49±16.73

公斤，視力高於 1.0 以上）為實驗參與者，其中 5

位棒球組接受棒球訓練滿 2 年以上，5 位一般組則

無接受過棒球訓練。實驗以 1 部德製 iView X HED4

頭戴式眼動儀 (refresh rate 200 Hz) 收集棒球組及一

般組每人 10 次樂樂棒球揮棒擊球動作的眼球凝視軌

跡資訊，實驗場地佈置如圖一。再透過逐格分析實

驗影片，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擊中球體前 0.1 秒

凝視點偏移值與擊球成功率的相關性。以及利用獨立

樣本 t 考驗，比較棒球組與一般組在擊中球體前 0.1

秒凝視點偏移值之差異性，統計水準定為 α＝.05。 

圖一、實驗場地與儀器佈置示意圖 

 

參、結果與討論 

由表一及表二可知，凝視點偏移值與擊球成功率

的 r 值為 -.922，大於 α＝.05 的臨界值 .632，也大於

α＝.01 的臨界值 .765。所以凝視點偏移值與擊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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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負相關」存在。亦即凝視點偏移值較小者，其

擊球成功率較高。 

再由表三可知，棒球組與一般組的凝視點偏移值

之獨立樣本 t 值為 3.893，大於臨界值 2.31，達到顯

著。 

表二、凝視點平均偏移值與擊球成功率相關表 

表一、凝視點平均偏移值與擊球成功率 

編號 1 2 3 4 5 

平均偏移值 10.50  6.50  7.00  5.50  5.00  

擊球成功率 50 80 60 70 70 

編號 6 7 8 9 10 

平均偏移值 3.00  2.00  4.50  2.00  1.50  

擊球成功率 100 90 80 100 100 

 擊球成功率 

凝視點平均偏移值 -.922** 

** p .01 

表三、棒球組與一般組凝視點偏移值獨立樣本 t 檢定 

 一般組 棒球組 t 

平均 6.90 2.60 

3.893* 
標準差 2.16 1.19 

總和 34.50 13.00 

平方和 256.75 39.50 

* p＜.05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樂樂棒球揮棒擊球擊中球體

前 0.1 秒之凝視點偏移值，與擊球成功率為顯著負

相關。表示擊中球體前 0.1 秒之凝視點偏移值越

低，則擊球成功率越高。此外，棒球組與一般組擊

中球體前 0.1 秒凝視點偏移值之 t 考驗達到顯著。

表示棒球組能在樂樂棒球揮棒擊球過程中，較一般

組更能保持凝視點在球體附近。 

對於後續研究方面，建議可以增加擊球後跑壘

動作，模擬賽場上擊球後的實際情形，藉此更明確

了解樂樂棒球揮棒擊球的視覺搜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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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e-ball is a popular game in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s. In order to hit the ball on the tee  

accurately, the batter should care about the their visional signals in game. Eye tracking research can 

help them to do that. In this study, it will focus not only on the students of the third to sixth grade in 

elementary schools, during they play Tee-ba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arture of gaze zone 

and batting success rate, but also the differences of gaze zone between the baseball team players 

and normal students. By using an iView X HED4 eye tracker, we collected eye gaze signals, and 

analyzed the film frame by frame. The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arture of eye gaze and the batting success rate. Using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n the departure of gaze point between baseball 

team players and normal students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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