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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討棒球選手在打擊時對投手投球過程中的前臂、上臂、頭、軀幹、下肢、非身體等共六個部位視

覺焦點策略之分析。以世新大學棒球代表隊 18 名選手為受試對象，利用德國 SMI 公司所研製的頭

盔式視覺追蹤儀為檢測工具，請受試者以模擬打擊情境注視投影於布幕上的投手投球過程，再以影

音編輯軟體繪聲繪影 10 版裡的多重修剪視訊進行同步的視覺焦點策略分析，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考驗各投球動作分期中的視覺焦點落點。結果發現投球準備期中視覺焦點較為鬆散，在抬

腿至高期中會以投手下肢抬腿的動作為主要的視覺焦點，最大跨步期中所有的部位皆與前臂的視覺

焦點達顯著差異，最後揮臂出手期中選手會以投手揮臂投球的前臂為主要視覺焦點。本研究認為棒

球選手在打擊初期時，視覺焦點並未集中在投手投球動作的某一點上，隨投手抬腿選手的視覺焦點

亦會集中在投手的下肢抬腿動作，直至投手跨步時視覺焦點才會集中前臂與上臂，甚至在投球出手

瞬間視覺焦點多集中在前臂上；因此，棒球選手在打擊時有特定的視覺焦點策略，以便能更清楚地

看到投球，進而能確實地揮擊到球。 

 

關鍵字：注視點、揮棒、壘球 

 

壹、緒論

打擊是棒球最主要的攻擊方式，也是獲得分數最

必要的條件，打擊是棒球比賽中最積極的攻擊技術與

影響勝負的因素(楊賢銘，1996)。許多影響打擊效果

的因素包含了如揮棒技術(與球棒重量、球員肌力大小、

揮棒技巧的純熟度有關)、視覺判斷能力、擊球效率、

擊球專注力…等等，皆是打擊者擊球成功或失敗的重

要因素(龔榮堂，2003)。視覺是接受外在訊息最主要

感覺器官，其可辯識一些存在於環境中的物理性尺度；

視覺訊息傳遞給大腦進行動作分析與選擇的過程，在

大腦決策動作前會對透過視覺系統，對刺激進行偵測

(Detection)以及進行確認(Identification)，並決策對應

的動作為何，最後做出相對應的反應動作(Williams, 

Davids, & Williams, 1999)。以棒球打擊為例，打擊會

對投球速度與飛行軌跡等訊息，先透過視覺進行偵測，

並將所得到的視覺訊息傳送至大腦與過去經驗進行比

對與確認，最後大腦做出揮棒與否、或是何時揮擊與

揮擊角度等決策，且向相關的肌群傳遞執行揮棒動作

的神經衝動；由此可知，視覺能力的優劣是影響運動

表現的初始因素與重要關鍵。 

棒球選手在以視覺蒐集各項投球訊息時，會先注

視投手的投球動作，並辦識所投球的球速和軌跡變化

情形，此一視覺觀看投球的打擊過程，可以視覺焦點

策略與動體視力表示之。所謂視覺焦點策略意指為個

體利用視覺來觀察投手的投球動作，繼而在大腦進行

不同球種、球速的判斷，直到投手出手為止；而動體

視力是指個體能快速且正確地辨識運動中目標物細微

部分的能力(Miller & Ludvigh,1962)，也就是個體對出

手後的球進行球種、球速及軌跡上細微的辨識能力。

過去探討動體視覺能力的研究發現，動體視覺能力是

影響投球和打擊表現的重要因素(劉雅甄，2008)，優

異的動體視覺能力與棒球選手的打擊率成正面相關

(Horner, 1982)，優秀棒球選手的動體視覺能力顯著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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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選手和非運動員(劉雅甄，2006)。然而，動體

視力是針對打者在打擊中對投手出手後的球進行球路、

球種上的後決策辦識，對於打者是如何觀察投手投球

過程中的動作，以及打者在注視投球動作的視覺焦點

策略為何均無法得知。 

過去在探討會影響打者對投球辦識能力的視覺焦

點策略研究方面，鍾瓊瑤(1998)曾利用撥放影片的方

式並請受試者再觀看後填寫視覺焦點位置，來探討不

同水準女子壘球運動員打擊視覺線索之研究，發現優

秀組搜尋線索的重點主要是放在投手的身體動作，而

初學組則注視身體部位太過於寬廣注視點並不是很集

中。Kato & Fukuda(2002)探討有經驗與初學棒球打擊

者的視覺追蹤策略在投手動作分期的差異性，發現經

驗組視覺焦點幾乎都在投手的肩膀與軀幹範圍內，初

學組視覺焦點分散在整個頭部、臀部。從以上得知有

經驗的優秀選手會利用有系統且穩定的視覺追蹤策略，

有效地觀察投球動作和預測球體的飛行軌跡。然而，

過去相關視覺焦點策略的研究大致是以視覺追蹤焦點

與時間預期視覺能力對打擊表現為主要課題，為了補

足這項缺失，本實驗利用能追蹤眼球而得知個體確切

注視點的視覺追蹤儀器(iView X HED)，以準確地分析

打擊者在投手的動作影片下的視覺焦點策略。因此，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棒球選手在打擊時對投手投

球過程中的前臂、上臂、頭、軀幹、下肢、非身體等

共六種部位進行視覺焦點策略分析。冀望透過本研究

的結果，能提供棒球教練和選手在安排打擊訓練、評

選打擊棒次、調整打擊視覺策略、改善打擊技術時的

參考依據，以對棒壘球運動發展和運動視覺研究有所

貢獻。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世新大學棒球隊選手 18 名，其平均

身高為 175.8±4.7 cm，體重 74.5±8.8 kg，球齡為 9.18±

2.5 年。本研究是利用德國 SMI(Senso Motoric 

Instruments)所研發之頭盔式視覺追蹤儀(iView Head- 

mounted Eyetracking Device)為研究工具，該儀器是利

用偵測眼球移動來得知受試者確切的視覺焦點；此儀

器為有線裝置，頭盔上同時有兩個攝影機，一個可擷

取受試者所看到的視訊畫面，一個為眼球追蹤的攝影

畫面(圖一)，能分析真實情環境中視覺焦點位置的影

像。儀器結構為 50~60 取樣頻率、追蹤瞳孔以 0.1°基

準、視覺焦點準確度為 0.5~1.0 度；視覺追蹤範圍︰

水平角度±30°及垂直角度 25°、儀器重量為 450 克。校

正方式是以布幕呈現出所設定的五個圓點，並請受試

者依操作者的指示依序注視其五點(圖二)，校正完成

後再請受試者依操作人員的指定的目標進行重覆確認，

並以 BeGaze™視覺分析軟體確認受試者其視覺落點

是否在操作者所訂定的目標物上，完成後便進行正式

實驗。受試者在進行視覺追蹤測試時頭部套入視覺追

蹤儀器，並與電腦同步作處理，以投影機撥放在布幕

上面的投手投球影片做為視覺焦點策略之變化分析

(圖三)，並調整到與受試者在實際打擊上有較接近的

視覺感知狀況，再告知受試者將以受視者真實打擊的

情況來觀看投手投球的位置，隨後開始擷取受試者的

視覺焦點策略的落點狀況(圖四)。本研究考量所有受

試者能觀看同一位投手的同一種球路與球速的投手動

作，以捕手角度拍攝中華培訓隊投手的投球動作；每

位受試者進行兩次實驗，之間有三十秒的休息時間，

使受試者眼睛得到適當的休息，本實驗為怕充足的光

線會影響到 BeGaze™視覺分析軟體上所呈現的視覺

焦點落點，而在室內進行。 

 

     

圖一、頭盔式視覺追蹤儀   圖二、視覺追蹤儀器的落點校正 

 

圖三、視覺追蹤策略實驗進行 

 

圖四、視覺焦點落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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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視覺策略落點的身體部位 

 

 

圖六、投球動作分期 

 

資料擷取以影音編輯軟體繪聲繪影 10 版裡的多

重修剪視訊進行同步視覺焦點策略分析，以一般攝影

機的規格每秒 30 張的特性進行影像分析，分析其視覺

焦點落在身體部位的次數，並計算某部位的均值(各受

試者的加總次數/全部受試人數)；身體部位定義如下：

右手至手肘(含球)為前臂、肩膀至手肘為上臂、帽子

至下巴底部為頭部、頸部至皮帶為軀幹、皮帶至鞋子

為下肢、而剩餘的部份皆為非身體部份(圖五)。 

分析視覺焦點策略資料，把投手動作分為投球準

備期、抬腿至高期、最大跨步期、揮臂出手期等四個

階段(如下圖六所示)，以做打擊時視覺焦點策略和視

覺分佈的分析。各期之分界定義如下：投球準備期開

始為手擺在胸前起始位置，隨後身體旋轉至右腳固定

於投手丘及左腳準備做抬腿動作止，此階段為投球準

備期。抬腿至高期是延續投球準備期的動作，此時左

腳以膝蓋為標準點抬至最高點的位置。最大跨步期是

抬腿至高期的延續動作，此時抬腿的左腳向本壘方向

進行跨步動作，並以腳尖指向本壘目標為最大跨步期。

揮臂出手期是最大跨步期的延續動作，也是整個投手

分期的最後一期，此時手臂會加速至球從手指離開的

點為揮臂出手期。分析每位受試者二次實驗資料後進

行統計分析，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單因子重覆量數

變異數分析(Repeated-measures one-way ANOVA)，考

驗棒球選手在視覺焦點策略之變化情形，並以最小顯

著差異法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進行事後比較，

所有顯著水準均定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在投球準備期的視覺焦點策略情形如圖七所示，

結果顯示出主要集中在前臂、軀幹和非身體部位。此

結果顯示在投球準備期時選手的視覺焦點策略，會因

專注在投手的身上，主要落在軀幹的部位，而非身體

的部位則可能因為資料的部份在眨眼的地方也算入在

非身體的部份，因而相對於其他的部位產生了顯著的

差異。 

抬腿至高期的視覺焦點策略如圖八所示，結果發

現主要集中在下肢與非身體部分。此結果顯示出在抬

腿至高期的視覺焦點策略，選手們可能會因投手的抬

腿動作而專注著下肢的部位，但投球的前臂與頭部的

部位則並未有與其他的部位達顯著的差異。 

 

 
圖七、投球準備期之視覺焦點 

 

 

圖八、抬腿至高期之視覺焦點 

 

 

圖九、最大跨步期之視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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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揮臂出手期之視覺焦點 

 

最大跨步期的視覺焦點策略如圖九所示，結果發

現所有的部位皆與前臂達顯著差異，顯示出在此階段

選手視覺焦點集中投球各個部位。此原因可能是投手

在這階段的動作，投擲手臂亦做外展動作，使得前臂

藏於身體後方，而造成選手們的視覺焦點策略上無法

觀看此部位，而造成所有的部位皆與前臂達顯著。 

 

 

圖十一、出手瞬間視覺焦點分佈 

 

揮臂出手期如圖十所示，結果發現前臂與非身體

皆與上臂、頭、下肢達顯著差異，顯示出在揮臂出手

期時選手的視覺焦點策略主要在前臂與非身體部位；

造成此原因可能為資料處理時，選手的視覺落點落在

在頭與上臂之間的部位認定為非身體，因此造成非身

體的部份與上臂、頭、下肢達顯著差異。圖十一為十

八位受試者在出手瞬間視覺焦點分佈情形。 

 

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棒球選手在打擊觀看投手投球動作過

程中，視覺焦點策略為：在投球準備期在前臂、軀幹

和非身體部位，在抬腿至高期中會以投手下肢抬腿的

動作為主要的視覺焦點，最大跨步期中所有的部位皆

與前臂的視覺焦點達顯著差異，顯示出選手的視覺焦

點落點有較為鬆散的狀況，最後揮臂出手期中選手會

以投手揮臂投球的前臂為主要視覺焦點。此結果與過

去相關研究有所不同，Kato & Fukuda(2002)探討有經

驗與初學棒球打擊者的視覺追蹤策略在投手動作分期

的差異性，發現經驗組視覺焦點幾乎都在投手的肩膀

與軀幹範圍內，初學組視覺焦點分散在整個頭部、臀

部。 

Williams(1986)曾提到優秀的打擊者在擊球時，會

一直盯著投手所投出的球，並快速調整揮擊動作，直

到球棒接觸的那一剎那。謂此本研究所探討的棒球選

手視覺焦點策略，在結果上顯示投球準備期的軀幹和

非身體部位皆與上臂、頭及下肢部位達顯著差異，在

前臂的部位則是與上臂、頭部位達顯著差異，此狀況

推論選手們在投球準備期的視覺焦點策略明顯的因為

了要注視投手的投球的動作，而在投手動作的初期而

就落在主要的軀幹上，以利觀察投手本身的動作變化。

過去學者 Land & McLeod(2000)探討眼球運動到行動

中提到，打擊者對一個快速球的投手，初期的判斷是

相當重要的。因此，以打擊者的視覺焦點策略來看，

投手就算採用開放式的投球動作，也應當隨時要注意

投手本身初期的動作，以利後續判斷球種及球路的上

的優勢。 

在抬腿至高期中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下肢與軀幹

達顯著差異，非身體與上臂及軀幹達顯著差異，此狀

況顯示出棒球選手們在抬腿至高期的視覺焦點策略較

可能因投手抬腿的動作，而被吸引去專注的注視下肢

的部位。Matsuo, Escamilla, Fleisig, Barrentine, & 

Andrews,(2001)，分析運動學及時間參數比較球速較快

和較慢的投手，發現球速較慢的投手之前導腳膝關節

最大屈曲角速度 (260°/秒 )明顯大於球速快的投手

(161°/秒)。從過去學者對於投手抬腿的膝關節研究中

所發現的結論，本研究得以推論在抬腿至高期的視覺

焦點策略上，選手可以依據投手下肢抬腿的動作特性，

來進行球速上的判斷，而本研究的棒球選手們，也剛

好與本結論有相同的視覺焦點策略。 

最大跨步期重要的運動學參數既是肩關節外展角

度、外轉角度與水平內收角度(Matsuo 等 ，2001)。

Stodden, Fleisig, McLean, & Andrews,(2005)提到當肩

關節外展與外轉角度越大以及水平內收角度越小時則

球體從前導腳接觸地面至球體離手之間的距離將會增

加，也就是說手臂施力的時間增加進而提升球體的速

度。因此，肩關節在最大跨步期時所扮演的角色是為

下一分期作準備，也就是說能傳遞更多能量給下一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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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球速。而從本研究的結果看來，肩關節在此研

究中屬於上臂的部位，結果也顯示出上臂與前臂達顯

著差異，但上臂卻未與其他的部位達顯著的差異，因

此，無法證實選手們是否以上臂為主要的視覺焦點策

略。但目前唯一可推論為何本期中的視覺焦點策略在

所有的部位皆與前臂達顯著的原因，可能是因投手動

作的本身會在腿抬於至高點時把前臂藏於身體裡，而

造成選手們的視覺焦點策略上缺少一個部位來進行視

覺焦點策略，而形成所有的部位皆與前臂達顯著，而

是否因為投手本身會把前臂藏於身體裡的動作而影響

到選手們的視覺焦點策略，造成其他部位並未有達顯

著差異，此有待後續的研究探討。 

本研究揮臂出手期的結果，顯示前臂與非身體皆

與上臂、頭、下肢達顯著差異，顯示出在揮臂出手期

時選手的視覺焦點策略主要是前臂和非身體部分；而

造成揮臂出手期的視覺焦點落點落在非身體的部份，

推論可能為資料處理時把選手的視覺落點落在頭與上

臂間的地方認定為非身體，因而造成非身體的部份與

上臂、頭、下肢達顯著差異。但對於前臂的部位上，

Matsuo 等(2001)提到肘關節屈曲角度與伸展角速度在

投擲過程中，是影響投擲動作中最後加速階段，因為

肘關節屈曲是在傳遞身體的能量到球體上，以增加球

體的飛行速度。依據過去學者對於投手動作上的結論

來看，在揮臂出手期的肘關節部位，應為一項重要的

動作條件，可視為打擊者的重要視覺線索。而本研究

的肘關節為屬於上臂的部位，在研究的結果上也表示

出選手們的視覺焦點策略在前臂與上臂、頭、下肢達

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認為打擊者在投手揮臂出手

時，應以前臂做為主要的視覺焦點，以利於後續辦識

球體速度和軌跡的較佳視覺焦點策略。 

 

肆、結論 

本研究發現棒球選手在打擊初期時，視覺焦點並

未集中在投手投球動作的某一點上，隨投手抬腿選手

的視覺焦點集中在投手的下肢抬腿動作，跨步時視覺

焦點仍未集中在前臂，直至投球出手瞬間視覺焦點才

主要集中在前臂上。棒球選手在打擊時有特定的視覺

焦點策略，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投球，進而能確實地

擊中球。棒球具有快速移動特性的運動項目，選手對

於視覺能力與正確的視覺焦點策略有高度的要求，然

而目前對於視覺的研究，特別是在視覺焦點策略，仍

有許多尚未釐清有待證實的課題，例如不同水準打擊

者的視覺焦點策略比較，或是打擊者面對不同的球種

和球速的視覺焦點策略等等，期望透過更多的視覺研

究，能對提升棒球水準有所貢獻。 

 

伍、致謝 

本研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劃部分成

果，計畫編號 NSC 96-2413-H-216-001。 

 

陸、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2)。棒球規則。台北市：中華

民國棒球協會出版。 

洪得明(1981)。棒球打擊技術和全壘打之力學分析與

研究。華岡理科學報，1，217-238。 

楊賢銘(1996)。棒球(攻擊)(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桃園縣。 

劉雅甄(2006)。不同水準棒球員動體視力之比較。運

動教練科學，6，95-104。 

劉雅甄(2008)。棒球選手動體視力與投打表現之相關

研究。大專體育學刊，10(1)，89-98。 

鍾瓊瑤(1998)。女子壘球員打擊視覺線索之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桃園

縣。 

龔榮堂(2003)。不同重量球棒之揮棒速度研究。大專

體育學刊，5(2)，，27-34。 

Breen, J, L.(1967). What make a good hitter？Journal of 

Health, physical Education, Recreation, XXXVII, 

36-39. 

Hay, J. G.(1978). The Biomechanics of sports 

Techniques.(2nd ed.). Englem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Hornor, D, G.(1982). Can vision predict baseball players 

hitting ability?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Optometry Annual Meeting, Abstract 

available in American Journal Optometry 

Physiology Optometric. 59, 69. 

Kato, T. & Fukuda, T.(2002). Visual search strategies of 

baseball batters:eye movements during the 

preparatory phase of batting.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94, 380-386. 

Land, M. F., & McLeod, P.(2000). From eye movements 

to actions ： how batsmen hit the ball. Nature 

neuroscience, 3(12), 1340-1345. 

Martenink, R.G.,(1976).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motor 

skil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劉雅甄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1, 13-19 

DOI：10.3966/207332672014100011003 

18 

 

Matsuo, T., Escamilla, R.F., Fleisig, G.S., Barrentine, 

S.W., & Andrews, J.R.(2001). Comparison of 

kinematic and temporal parameters between 

different pitch velocity groups. Journal of Applied 

Biomechanics, 17, 1-13. 

Miller, J. & Ludvigh, E. J.(1962). The effect of relative 

motion on visual acuity. Survey of Ophthalmology, 7, 

83-116. 

Nielson, D. & McGown, C.,(1985).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s a predictor of offensive ability in 

baseball,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60(3), 

775-781. 

Rouse, M. W., DeLand, P., Christian, R. & Hawley, 

J.(1988). A comparison study of dynamic visual 

acuity between athletes and nonathle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ptometric Association, 59(12), 

946-950. 

Stodden, D.F., Fleisig, G.S., McLean, S.P., & Andrews, 

J.R.(2005). Relationship of biomechanical factors to 

baseball pitching velocity: within pitcher vari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Biomechanics, 21, 44-56. 

Williams, T.,(1986). The Science of hitting. Simon and 

Schuster, N. Y.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第 11 期，13-19 頁 (2014 年 10 月) 

19 

 

*Corresponding author. Ya-Chen Liu, Chung Hua University,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707, Sec.2, WuFu Rd., Hsinchu, Taiwan 30012 

E-mail: yazhen@chu.edu.tw 

 

Analysis of Visual Tracking Strategy during Hitting in  

Baseball Players 

 

Ya-Chen Liu *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ung Hua University 

 

Accepted：2014/09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visual tracking strategy during hitting in baseball batters. 

Eighteen subjects recruited from baseball team of Shin Hsin University. The iView Head-mounted 

Eye tracking Device was used to measure visual tracking strategy. Each subject wore it and looked 

at pitching movement that projected on the screen. Video Studio 10 was used to film the process. 

The viewing sites were defined as pitchers’ forearm, upper arm, head, body, lower extremity, and 

not-on-bo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tters looked at entire pitching movement during wind-up 

phase. Batters mainly viewed on pitcher’s lower extremity during lift-leg phase.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among forearm and other viewing sites during maximum stride phase. 

Forearm was a main viewing site during ball release phase. Therefore, baseball players have a 

certain visual tracking strategy. This proper strategy can help to discriminate pitch well and increase 

hit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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