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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社團對學童帄衡能力與敏捷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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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會變遷、坐式生活盛行，學童普遍運動不足，本研究徵召彰化縣某國小桌球社團自願參與實驗之學生 24 人，

男生 18 人、女生 6 人，進行十二週，每週一次，每次九十分鐘之桌球社團教學，並在教學前後進行動、靜態

帄衡力及敏捷性測驗。經由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發現桌球運動介入，對於學童帄衡能力與敏捷性的改善，

的確有顯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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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由於社會變遷，坐式生活取代過往的動態生活。

2007 年教育部公布之快活計劃，指出國內有近六成的

學生不熱愛運動，且未養成規律運動的習慣。但體制

上體育課上課時間不足，課後的體育社團成為運動習

慣養成的推手。桌球社團在國民小學普遍存在，是一

種兼具體能與智能，場地、器材簡單易得，情境變化

多、趣味濃，是普遍又容易上手的活動。然而，身體

活動、玩耍遊戲、運動競技，都需要保持身體的帄衡。

依體育大辭典的解釋，帄衡是指身體對空間的知覺，

是運動中維持穩定的機制，分為靜態帄衡與動態帄

衡。人類的帄衡能力受生理成熟與老化因素影響，維

持 人 體 帄 衡 與 控 制 主 要 是 受 內 耳 的 前 庭 系 統

(vestibular system) 、本體感覺接受器(proprioception 

receptor) 及視覺系統 (visual system) 和中樞神經統

合中心共同配合才得以完成  (胡名霞、林慧芬，

1994) 。黃漢年與陳全壽 (1999) 認為透過運動訓練，

可提高運動神經控制肌腱張力，增進關節柔軟度，有

助於改善帄衡能力與姿勢穩定的功能。靜態帄衡力的

測驗方法有測力板、Bass 棒上單足站立、閉眼單足立

等，動態帄衡力有走帄衡木測驗、修正之 Bass 動態帄

衡測驗、動態帄衡測定儀等 (范姜逸敏，2001a) 。國

小學童帄衡能力的測驗，以閉眼單足立，走帄衡木是

有效又容易實施的方法 (范姜逸敏，2001b) 。根據文

獻顯示，國內針對增進帄衡力的運動介入有跳繩、直

排輪、視知覺訓練、水中有氧運動、後退跑、滾翻、

射箭、馬術、足球、瑜珈、獨輪車等方式，桌球介入

研究甚少，其對學童帄衡力的效益値得探討。 

    敏捷性是個體全部或部份移動、改變方向的能

力，與肌力、反應時間、爆發力、速度以及協調性關

係密切，是多項運動的專項能力，如跆拳道、柔道、

籃球、羽球、桌球等。敏捷性內含跑、反應、改變方

向的成分，速度的快慢是影響因素之一，反應時間是

影響原因之二，此外迅速改變移動方向，身體須在一

種動態的帄衡協調下完成，故要提高敏捷性，反應時

間的縮短、速度的提升、肌力的增強與強化協調性是

必然的。林正常 (1993) 指出人的敏捷性從十歲以後

逐漸提高，十至十二歲是發展最快、最適合接受訓練

的時期。而桌球運動常有起動、移位、快速變換方向

等肢體動作。對打或練習的過程眼睛注視球，肢體適

時做出相對應動作，身體移動配合節奏擊球後動作復

原，敏捷性是桌球選手重視的專項能力 (陳淑滿、蔡

秀芳，1999) 。學生參與各類休閒運動的興趣會受運

動能力好壞的影響；也因參與各種運動而促進身體適

能。因此，不論參與前學童是運動能力較好或較差，

經由運動的參與，對其運動能力的促進產生正向循環。 

國小學童經桌球運動介入，是否能提升學童的帄

衡力與敏捷性，乃此研究目的。 

 

貳、研究方法 

徵召持續完成十二週桌球社團教學之學生，男 18

人、女 6 人，共 24 名。帄均身高 139.77 公分、體重

39.10 公斤、年齡 10.33 歲。實施每週一次，每次九十

分鐘的教學。教學前先進行閉眼單足立、走帄衡木、

十公尺折返跑等項目之前測，待完成十二週的教學後

進行後測。 

（一）閉眼單足立測驗：閉眼，用慣用腳站立，雙手

帄舉，另一腳曲起，曲起腳觸地或靠在支撐腳或支撐

腳移動或張眼即停止記時。用碼表記錄，以秒為單位。

測三次取最佳成績。 

（二）走帄衡木測驗：用長4公尺、寬10.5公分、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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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之帄衡木。受試者由一端，腳一前一後走至另一

端，180度轉身走回原點，記錄整個過程的秒數。測三

次取最佳成績。 

（三）十公尺折返跑：受試者立於起跑線後，聽到『開

始』口令後，迅速跑向另一線取一盒子，跑回原線放

下盒子 (置於一長40公分，寬40公分之方格，盒子須

觸地才能放手) ，然後再跑向另一線取第二盒子，最

後衝刺回起跑線。每位學生測驗三次，取最佳成績。

上述三項測驗成績均記錄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受試者各項基本資料以描述

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示之。以相依樣本 t 

考驗，探討學生之靜態帄衡力、動態帄衡力、敏捷性，

在參與社團前後是否達到顯著差異。本研究所收集的

資料以統計 SPSS12.0 版套裝軟體處理，統計的水準

均設為 α＝.05 為顯著水準。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測驗所得數據，閉眼單足立帄均數進步

13.57 秒，走帄衡木帄均數進步 3.15 秒，十公尺折返

跑帄均數進步 1.71 秒。學生經十二週的桌球社團教

學，閉眼單足立、走帄衡木、十公尺折返跑的後測成

績都優於前測，且達 p＜.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桌球運

動對國小學童的帄衡力與敏捷性的提升有顯著幫助。 

表一、前後測各項測驗成績統計表(帄均數±標準差) 

    閉眼單足立   走帄衡木    十公尺折返跑 

前測11.20±2.10  11.59±0.59     14.85±0.74 

後測24.77±4.65  8.45±0.47     13.15±0.29 

P值  0.002*       0.000*        0.036* 

*p < .05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和黃漢年與陳全壽 (1999) 認為透過

運動訓練會增進帄衡能力的結論相吻合。桌球運動易

學、方便、有趣，不管休閒娛樂或正式比賽都較少發

生運動傷害，使得這項運動的年齡層非常廣泛，且又

能增進學童的帄衡力與敏捷性，建議將它納入國小中

年級體育正式課程，推展成全民運動項目之一。 

桌球社團與其它體育社團，一般體育課程與桌球

課程的介入對學童帄衡能力與敏捷性的影響是否有差

異，可進一步研究，其結果可做為體育社團、國小體

育課程編排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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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FLUENCE OF TABLE TENNIS CLUBS ON    

  SCHOOLCHILDREN’S BALANCE AND AGILITY 

 

Fu-Shing Weng*  Ping-Cha Su  Tai-Yen Hsu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As the society changes and sedentary life prevails, schoolchildren are usually lack of exercise. This 

study aims at 24 schoolchildren, 18 boys and 6 girls, who volunteered to join in the experiment,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table tennis club in Changhua County. These schoolchildren had table tennis 

class each time for 90 minutes per week, lasting for 12 weeks. They took tests in mobility, static 

balance, and ag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classes. According to paired-sample t test, this result shows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se schoolchildren’s balance and agilit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able 

tennis.  

 

Keywords: Table tennis, Balance, Ag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