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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不同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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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較。方法：受試對象為大專甲組棒球隊選手 10 名，大專乙組棒球

隊選手 18 名，以德國 SMI 公司所研製的頭盔式視覺追蹤儀為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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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投手投球分為投球準備期、抬腿至高期、最大跨步期、揮臂出手

期等四期，以獨立樣本 t-test 進行統計分析。結果：投球準備期，甲組選手的視覺焦策略點較乙組

選手集中於頭部(p<.05)；抬腿至高期，甲組選手的視覺焦點策略則較乙組選手集中於上半身(p<.05)；

最大跨步期，甲組選手的視覺焦點策略在手臂上較乙組選手集中(p<.05)；揮臂出手期，乙組選手在

軀幹上的視覺焦點策略上較甲組選手集中(p<.05)。結論：甲組選手在投手投球過程的視覺焦點策略

模式為小範圍區間做穩定的追蹤投手，乙組選手視覺焦點範圍面積則較甲組選手大，容易在視覺焦

點判斷上產生誤判之狀況，繼而影響打擊表現；就投手而言，應在投擲不同球路時，盡可能地維持

揮臂出手過程中動作的一致性，以避免被打擊者判斷出將要投出的球路。 

 

關鍵字：視覺線索、揮棒、訊息接收 

 

壹、緒論

視覺是接受外在訊息最主要也最具影響力的感覺

器官，其可辯識存在於環境中的物理性尺度。由於運

動員會根據視覺所接受的各項外在環境訊息，再與大

腦中的過去經驗進行比對，並做出適合的反應動作，

因此視覺優劣會影響運動表現的優劣。視覺訊息傳遞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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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確認(Identification)，隨之做出相對應的動作(Williams, 

Davids, & Williams, 1999)。以棒球打擊為例，打擊者

會對投手投球各項訊息進行偵測與確認，應可由視覺

焦點策略與動體視力表示之。一般來說打者應先對投

手進行對投手上的觀察，進而在投手出手後進行動體

視力的辦識。如此，視覺焦點策略的判斷勢必將是影

響打擊表現的主要先決條件之一，也是影響對球的後

續辦識能力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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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了過去有許多學者做過的相

關視覺焦點策略的研究，包含羽毛球、網球、足球、

籃球…等，皆有相同類似的結論，既是優秀選手的視

覺焦點策略較一般選手來的有效(Abernethy & Russell, 

1987; Goulet et al, 1989; Helsen&Pauwels, 1990; 

William &Davids, 1998; Williams et al, 1994; Vikers, 

1996)；在壘球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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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秀組視覺線索的重點主要是放在投手的身體動作，

而初學組雖亦注視投手身體，但視覺注視點過於寬廣，

非集中在一個區域。戴金憲、邱文信(2012)針對樂樂

棒球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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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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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越高，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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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甄(2014)則

曾分析棒球選手在打擊時的視覺焦點策略，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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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選手在打擊狀況差時，其基本體能、視覺能

力及揮棒速度等變項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基本體能、

視覺能力、揮棒速度等是了解個體在打擊狀況差的影

響因素，顯示視覺能力對打擊表現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潘亮安、劉雅甄，2013)。當棒球選手能有系統且穩

定的進行視覺追蹤，便能有效地觀察投球動作和預測

球體的飛行軌跡，相對的有較充裕的決策時間以分析

投球訊息；然而，過去較少針對優秀選手與一般選手

在打擊時視覺焦點策略的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在

於探討甲組和乙組棒球選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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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不同技能水準棒球選手，分別為大

專甲組棒球選手 10 名與大專乙組棒球選手 18 名共 28

名受試者。測試方法利用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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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儀器為

50/60HZ 使用有線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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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頭盔式視覺追蹤儀 

 

圖二、視覺追蹤儀器的落點較正 

 

本研究實驗流程參考劉雅甄(2014)研究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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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投影機將甲組投手投球影

片撥放在面積 2x2 公尺、高度為 1 公尺的布幕上，受

限於頭盔式視覺追蹤儀無法過度移動的使用限制，本

研究請受試者坐於離布幕 6.15 公尺處(投手板至本壘

板 1/3 處)，並請受試者以模擬真實打擊狀態，觀看投

手投球影片，隨後開始擷取受試者的視覺焦點策略的

落點狀況。每一位受試者將進行兩次視覺焦點策略的

落點資料，每筆資料間有三十秒的休息時間，使受試

者眼睛得到適當的休息；本實驗在室內進行以避免自

然光對投影影片清晰度造成影響。 

本研究將投球影片中投手身體部位定義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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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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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isig et al, 1993; 

江昆達、劉強、高英傑，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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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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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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擷取以影音編輯軟體繪聲繪影 10 版多重修

剪視訊進行同步視覺焦點策略分析，由研究者自每秒

30 張的拍攝畫面進行影像分析，針對每位受試者所進

行的二次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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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甲、乙兩組所得到均值以 SPSS 15.0 for 

window 統計軟體進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比較甲、乙組選手視覺焦點策略之差異

情形；所有顯著水準均定為α=.05。 

 

參、結果 

在圖三中所呈現的是甲、乙在投球準備期的視覺

焦點人均次數的比較，從數據中可以看出甲組與乙組

選手的視覺焦點策略較多集中於軀幹，顯示出選手是

以軀幹的部位做為視覺焦點策略的開始；經獨立樣本

t-檢定統計分析下的比較結果，在頭與非身體的部份

達顯著差異，顯示在投球準備期中甲組選手的視覺焦

點較乙組選手集中於頭的部份，而在非身體的視覺注

意焦點部份則是乙組選手較甲組選手來的集中。 

在圖四中所呈現的是甲、乙在抬腿至高期的視覺

焦點人均次數的比較，在部位的集中度上甲組選手以

上臂、頭與軀幹等區域為較為明顯的視覺焦點，而乙

組選手在部位的集中度上則是以下肢與非身體的部位

為視覺焦點，顯示出兩組選手這抬腿至高期上已有明

顯的不同；在經獨立樣本 t-檢定統計分析下的比較結

果，軀幹與下肢部份有達顯著差異，顯示出在抬腿至

高期的視覺焦點上甲組選手較乙組選手集中於軀幹，

而乙組選手則是在下肢的視覺注意焦點較甲組選手集

中。 

在圖五中所呈現的是甲、乙在最大跨步期的視覺

焦點人均次數的比較，在部位的集中度上甲組選手以

上臂、頭與軀幹等區域為較為明顯的視覺焦點，而乙

組選手在部位的集中度上則是較為平均的分散於頭、

軀幹、下肢與非身體等部位為視覺焦點，顯示出兩組

選手在最大跨步期上有不同的視覺焦點策略；在經由

獨立樣本 t-檢定統計分析下的比較結果，在上臂與下

肢的部份有達顯著差異，顯示出在上臂的視覺焦點上

甲組選手較集中於乙組的選手，而在下肢的視覺焦點

上乙組選手則是較甲組選手來的集中。 

 

 

圖三、投球準備期的人均次數圖(P<.05) 

 

 

圖四、抬腿至高期的人均次數圖(P<.05) 

 

 

圖五、最大跨步期的人均次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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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揮臂出手期的人均次數圖 

 

在圖六中所呈現的是甲、乙在揮臂出手期的視覺

焦點人均次數的比較，在部位的集中度上甲、乙組選

手皆以上臂與非身體部位為視覺焦點，其中，非身體

的部位可能是因為在資料處理時，把視覺焦點落點介

於頭與手臂間的部位算成非身體的部位，因而有了如

此的狀況；在經由獨立樣本 t-檢定統計分析下的比較

結果，在軀幹的部位上有達顯著差異，顯示出在揮臂

出手期的時候，乙組選手在軀幹上的視覺焦點較甲組

選手來的集中。 

圖七為甲、乙兩組選手的視覺落點出手瞬間，從

圖中可清楚的看到甲、乙組之差異，乙組選手的視覺

落點分佈面積比甲組選手來的鬆散，因此，可能為兩

組選手在打擊視覺焦點策略上的判斷不同，繼而造成

打擊水準之不同。 

 

 

圖七、視覺落點出手瞬間(左是甲組，右是乙組；圖中的數字和字

母代表每位受試者的視覺落點) 

肆、討論 

視覺搜索獲得的重要訊息會影響到運動控制的三

個方面：動作的選擇、所選擇動作的限制和動作開始

的時間，視覺系統通過對這些過程的影響，可以使個

體按照動作情景的特定要求準備和完成動作。本研究

的甲、乙組選手視覺焦點策略不同在投球準備期的差

異中，從圖三可看出頭部及非身體的部份甲、乙組選

手有達顯著差異，且頭部的部份甲組較多於乙組，非

身體部份則乙組多於甲組，顯示出甲組選手在視覺焦

點策略初期的判斷上較乙組選手專注於頭部，反之乙

組選手的視覺焦點策略較為甲組鬆散，明顯的看出視

覺專心度較甲組選手來的不足，因而產生了不利於前

決策的狀況上。Land & McLeod (2000)探討打擊者的

眼球運動中提到，打擊者對一個快速球的投手，初期

的判斷是相當重要的。潘亮安、劉雅甄(2013)的研究

發現優秀棒球選手在打擊狀況差時，握力、視覺疲勞、

動體視力-水平、動體視力-綜合及眼球運動有變差之

現象，個案分析發現選手在打擊狀況差時，其基本體

能、視覺能力及揮棒速度等變項有不同程度的變化；

基本體能、視覺能力、揮棒速度等是了解選手在打擊

狀況差的影響因素，顯示視覺能力對打擊表現具有決

定性的影響。 

過去探討棒球選手在打擊時的視覺焦點策略的相

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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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甄，2014)。戴

金憲、邱文信(2012)針對樂樂棒球研究，發現樂樂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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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棒球組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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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o & Fukuda(2002)曾探討有經驗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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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前決策視覺焦點策略的投球準備期上，

研究推論甲組棒球選手較會盡早把視覺焦點集中於投

手上，做到打擊上應有的專注力，繼而從視覺回饋上

多爭取一些投手身上的細微變化來進行投球策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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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反之乙組選手則在投球準備期上的視覺焦點策

略與甲組選手有不同的視覺焦點策略，因而乙組選手

或打擊能力較有限的打者，可參考甲組選手在觀看投

手投球動作上的視覺焦點。 

在抬腿至高期的視覺焦點策略甲、乙兩組選手的

差異中，從圖四可看出在軀幹及下肢的部位甲、乙組

選手有達顯差異，且軀幹部位甲組較多於乙組，下肢

部位則乙組優於甲組，顯示出甲組選手在抬腿至高期

的視覺焦點策略中是以軀幹以上做為主要的視覺焦點，

而乙組選手則是以下肢抬腿的動作為主要的視覺焦點。

Matsuo, Escamilla, Fleisig, Barrentine, & Andrews,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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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可知，投手下肢抬腿的動作特性對於球速有一定的

關連，而選手視覺焦點在投手下肢抬腿的動作，顯示

有一定的意義存在。 

在最大跨步期的視覺焦點策略甲、乙兩組選手的

差異中，從圖五可看出在上臂及下肢的部位甲、乙組

選手有達顯差異，且上臂部位甲組較多於乙組，下肢

部位則乙組優於甲組，顯示出甲組選手在最大跨步期

的視覺焦點策略中，是以投手投的肩關節與肘關節做

為主要的視覺焦點，而乙組選手則是以下肢跨步的動

作為主要的視覺焦點。Matsuo et al(2001)發現球速較

快的投手則有相當大的肩關節最大外旋角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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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o & Fukuda(2002)研究有關棒球擊球員的視覺

追蹤策略，結果發現打者會集中注視投手手肘以及利

用周邊視力的特性來評估投手動作與球體飛行。因此，

本研究推論甲組選手會視覺焦點著重在投手肩關節和

肘關節等上臂部位的動作，而乙組選手並未有這樣的

視覺焦點。然而，本研究結果可延伸在投手投球動作

上的探討，從甲、乙兩組選手在最大跨步期的視覺焦

點策略的不同之處可發現，投手只要在不影響本來應

有的投球動作模式(pitching pattern)，除了肩關節外展

動作之外，應注意膝關節在跨步過程中伸膝動作的變

化，以避免打者視覺焦點在投手的下肢動作，而有視

覺上的優勢，此點可做為日後教練在進行投手投球教

學上的參考。 

最後，甲、乙兩組選手在揮臂出手期的視覺焦點

策略差異中，從圖六可看出在軀幹的部位達顯差異，

且乙組較多於甲組。然而，Matsu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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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

期最重要的視覺焦點策略應當是專注於投手的出手手

臂，繼而針對投手的投球策略上進行視覺判斷。而本

期的研究結果上來看，甲、乙兩組選手除了軀幹外，

其他部位並未有達顯著差異，但從本研究的數據結果

來看，甲、乙兩組的視覺焦點策略大多數也都落在前

臂及非身體的部份，而在前臂上甲組選手確實比乙組

選手來的多，顯示甲組選手可能會較乙組選手來的注

意於前臂的出手狀況；而在非身體的部份上，甲、乙

組都有相同的狀況，推論可能為資料處理時把選手的

視覺落點落在頭與上臂之間的地方認定為非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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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有經驗組的

視覺焦點範圍主要在投手的肩膀與軀幹，而初學組的

範圍則較為寬廣；本研究由圖七視覺落點出手瞬間圖

來看，甲組選手的視覺焦點均落在手臂與頭部之間，

而乙組選手則多落在軀幹之外部份，顯示甲組選手視

覺焦點範圍較乙組選手集中。 

 

伍、結論 

綜合以上的結果，不論投手的投球特性為何，應

當該有相對應的視覺焦點策略，因此，對於投手賽前

的情蒐資料也就顯得相當的重要。而從本研究甲、乙

組棒球選手前決策視覺焦點策略之差異情況來看，甲

組選手在投手投球過程的視覺焦點策略，會以小範圍

區間來做穩定的追蹤模式，這點與 Kato & Fukuda 

(2002)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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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結論，有相同的看法；

乙組選手則在視覺焦點範圍面積顯得較甲組選手來的

大，產生出不利於選手本身的視覺焦點策略，因而容

易在視覺焦點判斷上產生誤判之狀況。就投手而言，

盡可能地維持揮臂出手過程中動作的一致性，以避免

打擊者有較佳的視覺判斷，達到欺敵之效用，特別是

在投擲不同球路時，或是因投球數增多，肌肉疲勞易

使動作產生變異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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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 of visual tracking strategy during 

hitting between elite and normal baseball players. Methods: 10 elite and 18 normal baseball players 

recruited from elite and normal skill level university baseball teams, respectively. The iView 

head-mounted eye tracking device was used for measuring visual tracking strategy. Subject 

observed pitching movement which was projected to the screen, while he simulated to hit a pitch. 

The location of visual tracking was defined as six areas such as pitcher’s forearm, upper arm, head, 

trunk, lower extremity and outside-of-pitcher. Results: After analysis of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elite players were focus on pitcher’s head at the wind-up phase, were focus on upper extremity at 

the leg-lift-top phase, and were focus on upper arm at the stride phase (p<.05). However, normal 

players almost put his attention on pitcher’s trunk area than elite players at the ball release phase 

(p<.05). Conclusion: The visual tracking strategy of elite player keeps on smell area and stable 

during hitting. The normal players might misjudge a pitch and have poor ball-bat contact due to the 

huge area of visual tracking.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pitcher should be keeping the 

consistence of arm movement during pitching. It’s allowed that batters hard to recognize correct 

pitch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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