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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提供外增訊息給學習運動技能者是指導者的主要功能之一。運動技
能學習者藉由知覺訊息與動作練習間的交互作用提升運動技能的表
現。建立在動力系統景觀架構下的知覺-動作的工作空間
（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提供了一個了解學習者探索新動
作技能的方式。近廿年來，在運動技能學習領域中，以注意力焦點
為主要探討課題的研究蔚為風潮，其主要發現為，學習者注意力焦
點放在身體以外的動作效果上，比注意力焦點放在執行動作的身體
肢段上，有較佳的學習效果。除此之外，當比較同是外在注意力焦
點的情境時，離身體較遠的注意力焦點又要比離身體較近的注意力
焦點，有較佳的學習效果。檢視注意力焦點研究的操弄內容，在比
較內外在焦點對運動技能學習與表現的差異時，常以相同內容不同
用詞進行操作，然而在遠近外在注意力焦點的比較時，則多使用不
同注意內容，且遠距離之外在注意力焦點多為與技能目標有直接關
連，推測其較佳技能表現效果可能來自知覺與動作互動的結果。本
研究以知覺-動作空間架構下的外增訊息觀點，檢驗不同訊息（遠、
近注意力焦點）對學習搖搖球技能的影響。研究招募40名成年大學
生隨機分配至不同訊息（注意力焦點）組，並於三天預備練習期表
現結果分成高、低技能組，再進行五天練習及一週後的保留期練習
。近端訊息組注意搖搖球內球與外殼的轉動關係，遠端訊息組則注
意電腦螢幕顯示的即時球速變化圖示。研究結果發現，在高技能組
中，近端訊息組有較高的球速改變率，代表較佳的表現，而在低技
能組中的近端訊息組雖然在預備期的延遲時間顯著高於遠端訊息組
，但在後續主要練習期及保留期均持續顯著降低延遲時間，代表持
續進步，遠端訊息組則未見持續進步現象。本研究結果支持注意動
作與知覺間的連結，是造成成功探索的關鍵，這種注意知覺與動作
連結的訊息效果，在高技能的學習表現更為明顯。本研究結果不支
持注意力焦點研究典範中對遠近外在注意力焦點效果的預測，及動
作目標層次與技能高低的關聯。

中文關鍵詞： 外增訊息、注意力焦點、運動技能學習、搖搖球

英 文 摘 要 ： When learning a new motor skill, learners explore the
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 and search for the critical
information to help improving performances. Direct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learners to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ill facilitate acquiring the skill. The
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ers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motor skill
acquisition. In the past 20 years, research on focus of
attention has been extensively conducted in the field of
motor learning.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suggest that
ex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in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 during skills acquisition. Furthermore,
more distal focus is found to be more effective when
external focus is used. However, there has been discrepancy
in the actual content and use of instructional cues,
especially in the distal and proximal comparisons.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cues, which could be mapped onto the distal
and proximal foci of attention, from the 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 framework on the learning of the roller ball
task. Forty adul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groups and were placed to either
high or low skilled group after 3 days practice.
Participants practiced for 5 more days and followed by one-
week retention. The proximal group was instructed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uter shell and the inner ball
movements and the distal group was instructed to focus on
the instantaneous graphical display of the ball speed shown
on the computer scre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high
skilled group, the changing rate of the ball spee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e proximal group indicating a
better performance for the proximal group. For the low
skilled group, the proxim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nger search time than the distal group in the preparatory
stage, but they also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ing trend
over the practice and retention stages, an indication of
continuing improvement. The distal group did not show any
reduction of search time over the 3 stage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at the attentional focus on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perception-action coupling is a key factor to
successful search for movement strategies that enable task
success.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high skilled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do no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high skilled performers benefit from more
distal focus of attention.

英文關鍵詞： attentional focus, motor skill acquisition, roller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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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提供外增訊息給學習運動技能者是指導者的主要功能之一。運動技能學習

者藉由知覺訊息與動作練習間的交互作用提升運動技能的表現。建立在動力系統

景觀架構下的知覺-動作的工作空間（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提供了一個了

解學習者探索新動作技能的方式。近廿年來，在運動技能學習領域中，以注意力

焦點為主要探討課題的研究蔚為風潮，其主要發現為，學習者注意力焦點放在身

體以外的動作效果上，比注意力焦點放在執行動作的身體肢段上，有較佳的學習

效果。除此之外，當比較同是外在注意力焦點的情境時，離身體較遠的注意力焦

點又要比離身體較近的注意力焦點，有較佳的學習效果。檢視注意力焦點研究的

操弄內容，在比較內外在焦點對運動技能學習與表現的差異時，常以相同內容不

同用詞進行操作，然而在遠近外在注意力焦點的比較時，則多使用不同注意內容，

且遠距離之外在注意力焦點多為與技能目標有直接關連，推測其較佳技能表現效

果可能來自知覺與動作互動的結果。本研究以知覺-動作空間架構下的外增訊息

觀點，檢驗不同訊息（遠、近注意力焦點）對學習搖搖球技能的影響。研究招募

40名成年大學生隨機分配至不同訊息（注意力焦點）組，並於三天預備練習期

表現結果分成高、低技能組，再進行五天練習及一週後的保留期練習。近端訊息

組注意搖搖球內球與外殼的轉動關係，遠端訊息組則注意電腦螢幕顯示的即時球

速變化圖示。研究結果發現，在高技能組中，近端訊息組有較高的球速改變率，

代表較佳的表現，而在低技能組中的近端訊息組雖然在預備期的延遲時間顯著高

於遠端訊息組，但在後續主要練習期及保留期均持續顯著降低延遲時間，代表持

續進步，遠端訊息組則未見持續進步現象。本研究結果支持注意動作與知覺間的

連結，是造成成功探索的關鍵，這種注意知覺與動作連結的訊息效果，在高技能

的學習表現更為明顯。本研究結果不支持注意力焦點研究典範中對遠近外在注意

力焦點效果的預測，及動作目標層次與技能高低的關聯。 

 

 

關鍵詞：外增訊息、注意力焦點、運動技能學習、搖搖球	

	 	



 III 

Abstract 
 

When learning a new motor skill, learners explore the 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 

and search for the critical information to help improving performances. Direct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learners to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ill facilitate acquiring 

the skill. The 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ers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motor skill acquisition. In the past 20 years, research on focus 

of attention has been extensively conducted in the field of motor learning.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suggest that ex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internal focus of attention during skills acquisition. Furthermore, more distal focus is 

found to be more effective when external focus is used. However, there has been 

discrepancy in the actual content and use of instructional cues, especially in the distal 

and proximal comparisons.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cues, which could be mapped onto the distal and proximal foci 

of attention, from the perceptual-motor work space framework on the learning of the 

roller ball task. Forty adul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groups and were placed to either high or low skilled group after 3 days 

practice. Participants practiced for 5 more days and followed by one-week retention. 

The proximal group was instructed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uter shell 

and the inner ball movements and the distal group was instructed to focus on the 

instantaneous graphical display of the ball speed shown on the computer scre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high skilled group, the changing rate of the ball spee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e proximal group indicating a better performance for the 

proximal group. For the low skilled group, the proxim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nger search time than the distal group in the preparatory stage, but they also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ing trend over the practice and retention stages, an indication of 

continuing improvement. The distal group did not show any reduction of search time 

over the 3 stage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at the attentional focus on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perception-action coupling is a key factor to successful search for 

movement strategies that enable task success.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high skilled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do no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high 

skilled performers benefit from more distal focus of attention. 

Keywords: attentional focus, motor skill acquisition, roller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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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一、外增訊息 

在運動技能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以外增訊息增進學習效果是一項主要的

學習方式。而提供外增訊息往往仰賴指導者，如體育教師、運動教練、物理治療

師等協助運動技能學習人員的策略及方法（Newell, 1991a）。所謂外增訊息意指

在自然情境下，環境、動作者、及工作限制間的交互作用所不會產生的訊息

（Newell, Morris, & Scully, 1985）。舉凡體育教師提供的示範動作，或是在完成

動作後指導員提供的動作影片回饋，均屬於外增訊息的範圍。 

根據所欲學習動作產生的時間順序，外增訊息可分為動作前的處方性外增

指導訊息（prescriptive information）、動作中的同時性外增回饋訊息（concurrent 

information feedback），及動作完成後的外增結果回饋訊息（terminal information 

feedback）（Newell, 1981）。處方性的外增訊息包括以口語提供對所欲學習動作的

描述及示範動作。由於“一幅畫勝過千字言”的概念，在一般對新運動技能教學的

情境中，除了以口頭說明學習者所欲學習的動作外，指導者往往都會以影片或真

人實作的方式提供示範動作。示範動作，或是以學習者的角度稱為模仿學習，是

一種普遍應用於運動技能教學情境中的方式（Williams & Hodges, 2005）。在運

動技能學習的文獻中，不乏有關示範動作、模仿學習對運動技能學習有正面效果

的研究（最近之綜評文獻可參閱 Ste-Marie, Law, Rymal, Jenny, Hall & McCullagh, 

2012）。然而這些探討示範動作對運動技能學習效果的文獻多以已具協調型態之

動作，或序列性動作為範圍，少有直接檢驗肢段協調型態學習的研究。探討示範

動作對運動技能學習效果的理論基礎多建立在認知理論的架構上，如早期

Shefield (1961)所提倡的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理論及其後 Badura 

(1977)所提出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以這些理論為建構探討

示範動作對運動技能學習效果的研究，均以影響訊息處理過程的觀點來檢視示範

動作的效果，並未對示範動作中的什麼內容是造成學習效果的議題有所著墨。

Scully and Newell (1985)建議在新協調型態的學習中，示範動作中肢段間的相對

運動（relative motion）應是提供學習者主要學習的外增訊息。Vereijken and 

Whiting (1990)以滑雪模擬器的全身性協調工作檢驗模仿學習的效果，便發現增

加觀察示範者的動作，並沒有比只有身體練習組更優勢的學習表現；然而 Scully 

and Carnegie (1998)以動態光點（point light display）的方式相較於正常動作影片

提供學習芭雷舞動作，則發現觀看動態光點組不但可以學會芭蕾序列動作，提供

動作肢段相對運動的訊息，亦較觀看正常影片組有較好的學習效果。 

在動作過程中或在動作完成後所提供的外增訊息均屬於動作回饋，常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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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知識（knowledge of result, KR）或表現知識（knowledge of performance, KP）

的形式呈現。提供外增動作回饋訊息對提升運動技能學習表現的效果早在半世紀

前便受到重視，並有相當多的研究提出正面的效果（Adams, 1989; Newell, 1991b）。

以運動技能學習為主要探討範圍的閉鎖環理論（Adams, 1971）及基模理論

（Schmidt, 1976）亦將動作回饋訊息視為促進運動技能進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一

般以 KR探討運動技能學習效果的研究，多為以單一工作自由度為範圍，所提供

的 KR多係相對於工作目標的誤差值。Fowler and Turvey (1987) 提出，動作訊息

的維度至少需與工作所需的控制限制維度相同，也就是說，在單一工作自由度的

限制下，提供單一的 KR訊息便足以促進技能學習。一些探討在不同時空限制下

的研究，也確實發現，即使是簡單的畫線動作，當工作的要求（限制）增加時，

例如同時要求動作終點的空間範圍及動作時間標準，則必須同時提供更多的回饋

訊息，才能有效達到學習效果（Newell, Quinn, & Carlton, 1987）。 

除了處方性指導訊息及回饋訊息外，另有一種不屬於前述兩種類別的外增

訊息。該類外增訊息可針對動作結果提出改進的意見，既非提供完整動作的描述

及處方，亦非描述動作結果或提供動作結果與標準間的差距，稱為中介訊息

（transitional information, Newell, Morris, & Scully, 1985）。有經驗的指導者往往

可針對不同學習者在不同學習階段提供這類的中介訊息，幫助學習者進步。在指

導運動技能的實務中，常見新協調型態的學習。學習者往往不具備這類運動技能

的基本協調型態，也就是不能掌握全身動作系統中多餘的自由度（Bernstein, 

1967），沒有功能性的協調結構來執行動作。在這個階段，學習者必須以現有的

運動能力，探索所需達成的工作空間，並以各種形式的知覺，如視覺、本體覺、

聽覺等，引導修正探索的過程。學習者在這個知覺-運動的工作空間

（perceptual-motor workspace, Newell, 1991a），藉由外增中介訊息，探索新動作

協調型態的平衡點（equilibrium point）。 

 

二、注意力焦點 

近廿年來，運動技能學習研究領域對學習者注意力焦點的議題產生廣泛的

探討（Wulf, 2013）。一般而言，提供學習者無論是在動作前的指導或是動作後

的回饋時，要求學習者將注意力焦點放在與動作效果有關的“外在”，相較於將注

意力焦點放在“內在”的執行動作的肢段上，會有較佳的動作表現或學習效果。在

不同性質的運動技能，如平衡性運動的平衡板（Shea & Wulf, 1999）、準確性運

動的高爾夫推竿、排球發球（Granados, 2010; Wulf, McConnel, Gartner, & Schwarz, 

2002）、技能效率性運動的划船最快速度、二頭肌等力收縮的力量（Parr &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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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Vance, Wulf, Tollner, McNevin, & Mercer, 2004），均發現在運動技能表現

上，外在注意力焦點優於內在注意力焦點的現象。在這些研究中，所比較、操弄

的變項，著重在（身體）內、外，且強調在提供注意的內容上是類似的，只是給

予不同的用詞，使學習者在“詮釋”這些內容上會傾向於以身體肢段為範圍或是以

身體以外的環境事項為範圍（Wulf, 2007）。 

研究者在尋找對注意力焦點效果的解釋理論，從早期應用抽象的知覺與行

動共同編碼理論（common-coding theory of perception and action）到近期以限制

行動假說（constrained action hypothesis）來說明其效果。限制行動假說內容是說，

當以內在注意力焦點意識性的控制身體肢段，會因此阻斷了動作控制的自動化過

程，進而限制了動作系統的效能；而外在注意力焦點則以下意識、快速，反射式

的控制方式，促進動作自動化的過程，因而有較佳的動作表現。這個假說強調自

動化過程是動作表現的最高境界，符合費茲學習三段論（認知期、連結期、自動

期）的觀點，但是外在注意力焦點是如何促進自動化過程，則未見充分探討，僅

以“下意識、快速、反射式”籠統的概念帶過。外在注意力焦點如能更有效地促進

技能學習的表現，似乎應更進一步地探討所注意內容的性質。 

在有關注意力焦點對運動技能學習的研究中，更有延伸針對外在注意力焦

點的情境，進行較靠近身體，或是較遠離身體的學習效果比較。根據Wulf (2013) 

回顧文獻的整理及觀點，有不少研究顯示遠距離的外在注意力焦點會有比離身體

較近距離的外在注意力焦點更佳的表現。然而詳細檢視所提出之支持文獻，除了

McNevin, Shea, and Wulf (2003) 以平衡版工作中，比較將注意力焦點放在較靠近

腳部的平衡板位置，及較遠離腳部的平衡板位置，注意的內容均是保持在平衡板

上兩點間的水平，其餘有關檢驗外在注意力焦點距離效果的研究，除了距身體的

距離外，注意的內容亦有所不同。如以皮艇速度為觀察對象時，近端的外在注意

力焦點是放在維持皮艇的穩定性，而遠端的注意力焦點組則是在欲抵達的終點線

（Bank, 2012）；觀察高爾夫揮竿擊球的動作時，近的外在注意力焦點是竿頭，

而遠端的注意力焦點則是在球擊出後的軌跡及落點 (Bell & Hardy, 2009)；檢驗

射飛鏢的表現時，近的外在注意力焦點是飛鏢的飛行軌跡，遠的外在注意力焦點

為靶心（McKay & Wulf, 2012）。以上這些比較遠近外在注意力焦點的研究，均

以遠端外在注意力焦點所注意的內容與動作目的及測量內容較吻和，因此發現遠

的外在注意力焦點有較好的表現，是確實來自於距離的效應或是與所注意的內容

有關，似乎無法釐清。研究者雖以動作目標層次（hierarchical movement goal）

（Wulf, 2013）為由，認為高技能層次的目標距離較遠，較低技能層次者的目標

距離較近，但在尚無實證研究佐證前，無法確定技能高低與不同外在注意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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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間之關聯。 

 

三、知覺-運動的工作空間與動力系統理論（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在動力系統理論的架構下，運動技能發展/學習的狀況可以以“景

觀”(Landscape)的概念來理解。以景觀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發展的過程可溯及

Waddington (1957)的基因顯型景觀模式。在Waddington的景觀模式中，隨著年

齡的增加，穩定的行為也增加，同時在景觀中以較低的「谷」表示，景觀中起起

伏伏的部分，便代表個人在不同階段的各種穩定行為。Waddington(1957)的景觀

僅是一種隱喻(metaphor)，但其概念與動力系統理論中以位能函數(potential 

function)所定義的梯度系統景觀(landscape of the gradient system)相符。運動技能

學習的過程，是人體運動系統的自然動力(intrinsic dynamics)，在經過與目標的工

作動力(task dynamics)相互作用下的結果，如果自然動力與目標工作動力相同，

那麼學習的速度快，短時間便能有很好的表現，反之，如果自然動力與目標工作

動力相斥，那麼學習的速度非常慢，可能很長的時間後仍不見明顯的進步(Schöner, 

1989)。在學習新的運動技能時，動作與知覺間經由練習及回饋不斷地彼此互動，

可以以知覺-動作的工作空間概念來理解：在這個工作空間的探索，就像是動作-

知覺景觀中，持續產生穩定與不穩定的動作型態。想要在知覺-動作工作空間有

效率、成功的達到最佳動作，也就是在景觀中到達穩定的谷底，除了知道谷底的

相對位置（動作目標），也必須了解動作者最自然的探索策略（訊息導引）（Newell, 

1991a）。運用知覺-運動的工作空間概念在實際運動技能教學上，便是需要提供

學習者明確的工作目標訊息，同時以導引（限制）自然動力的方式，藉由運動與

知覺間的互動，達到目標的動作表現。 

  

四、搖搖球（Rollerball） 

搖搖球是一種改良自坊間販售的玩具。球的最外層是一個透明的球型塑膠

殼,直徑約 7 公分,殼內包著一個可旋轉的球體。手拿著搖搖球搖動時,可透過球

殼傳導至球體產生旋轉。如果手的動作與球旋轉的運動達到一定的相位關係,就

好像坐在輪椅上推動輪胎的時宜,給予加速的動力,但手的動作如未能在特定時宜

提供助力,也是阻礙旋轉的動力來源。當球旋轉的速度越快時,藉由球殼傳導至手

上的運動訊息也越強,因此較能感受到手與球動作之關聯;當球旋轉的速度慢時,

藉由球殼傳導至手上的運動訊息變弱,想要掌握手與球動作之關聯便較困難。球

旋轉時藉由球殼傳導的訊息,便是在執行搖搖球運動時之最重要的自然回饋。執

行搖搖球工作的人,對於是否能成功的加速,藉由自然回饋可清楚地感覺到。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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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時回饋的強度較高, 搖的人較易掌握人球間的運動關係,但當球速變慢時,自然

回饋的強度變低,較不容易掌握人球間的協調。 

過去執行搖搖球實驗研究（如 Liu, Mayer-Kress, & Newell, 2006; 2010; Liu, 

Luo, Mayer-Kress, & Newell, 2012; Liu & Newell, 2015）時，在提供工作目的後，

完全仰賴學習者之自然回饋，沒有任何外增訊息的提供，也沒有任何指導語。在

知覺-工作空間的架構下，提供導引訊息以幫助學習者探索特定的知覺-工作空間，

應是有助於新運動技能的學習。若能提供學習搖搖球者注意外殼加速與內球轉動

間之相關訊息，尤其在起始轉速較低的困難情境，應有助於成功加速。為了比較

外在注意力焦點不同距離的影響，另以電腦螢幕顯示球速變化作為較遠外在注意

力焦點組。由於電腦螢幕顯示之球速變化，係直接自光纖偵測球體轉動速度傳達

至電腦所做之曲線圖，可代表搖搖球表現的即時結果，提供學習者注意搖搖球轉

速變化。根據注意力焦點觀點，兩種外在注意力焦點的情境比較下，應以較遠（電

腦螢幕）注意力焦點的效果較佳，同時在技能較高者的效果更為顯著；然而若以

知覺-動作工作空間中探索訊息的觀點來看，注意外殼加速與內球轉動間的相關

訊息，是強調動作與知覺間的連結，是促成成功探索的關鍵，因此應比注意在同

時性視覺外增回饋的效果為佳。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係在挑戰注意力

焦點研究典範中對遠近外在注意力焦點效果的預測，及動作目標層次與技能高低

的關聯，以知覺-動作空間架構下的探索訊息觀點，檢驗不同訊息對不同技能程

度者學習搖搖球技能的影響。 

 

研究方法 
一、實驗參與者 

招募 40 名無上肢神經肌肉障礙之成年大學生，且無搖搖球學習經驗，在

告知實驗內容與程序，並簽署參與者同意書後，進行實驗。  

 

二、實驗器材  

以市面販售搖搖球，將轉動軌道漆上一半黑一半白色，球外殼中心點插入

光纖纜線，以感應黑白漆有無反光線性偵測轉動圈數。光纖纜線外接光感應頻率

測訊儀，以測球轉速，所測轉速連結至一台桌上型華碩電腦，並以 Labview軟體

撰寫程式收集資料。搖搖球轉速即時圖示顯示於 23.8吋螢幕 (ASUS VN248) (圖

一)。  

 

三、實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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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實驗參加者先進行一天 50次，一次 10秒，共三天之搖搖球練習（預

備期）。每次練習試作如在 10秒鐘未能將球速維持在預設球速(20rpm)以上時則

為失敗。由於三天的練習會有持續進步的情形，因此參考過去類似研究的經驗，

設定若符合以下三點之一便分配至高技能組（成功組）：(1)三天平均成功率達

70%; (2)第二、三天平均成功率達 80%; (3)第三天成功率達 90%，其餘為低技能

組（未成功組）。高技能組與低技能組分別再隨機分為兩種外增訊息組，進行 5

天搖搖球練習以及相隔 1週之保留測驗，共六天 300次試作。高技能組練習起始

球速為 15rpm，而低技能組起始球速為 20rpm。 

訊息分組： 

1. 遠距離螢幕轉速:『請注意螢幕上轉速變化的曲線，維持在預設的速度以上』，

在本研究中稱為「遠訊息組」。 

2. 近距離球體和球殼的轉動 (無螢幕) :『請注意球體和球殼的轉動，使球維持

在預設的速度以上』。在本研究中稱為「近訊息組」。 

 

 

 

 

 

 

 

 

圖 1. 場地布置圖 

 

四、實驗程序 

先告知實驗參與者實驗相關訊息，且簽署知情同意書後開始進行實驗。實

驗前參與者坐在椅子上，校正相關系統資料後，進行第一天練習。正式實驗收集

資料前會先利用高起始轉速 (50rps 或更高)，讓參與者熟習搖搖球操作方式，之

後以隨機的方式平均分成遠距離及近距離的外增訊息組，再開始進行第一天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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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練習結束後，進行高低技能分組。高技能組以 15 rps起始轉速，低技能組

以 20 rps起始轉速，各組進行每天 50 次試作的五天練習，及一週後保留測驗 50

次試作。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每天成功的試作（10秒內將球搖到起始轉速以上）次數除以 50次為成功

率。將第三天、第八天，及第九天的成功率分別代表預備期、主要練習期，及保

留期，與兩種訊息組及高低技能組進行 2 (遠、近訊息) X 2 (高、低技能組) X 3 (預

備期、主要練習期、保留期)三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其中代表三個練習期

的三天為重複量數。此外，以每次試作轉速之最高、低值，根據其在 10秒內的

時間點，以公式一計算搖搖球速度的改變率。 

𝑆 = #

$%&'($%)*
+,%&'(+,%)*

, 𝑉/01 > 5𝑟𝑝𝑠
$%&'(7
+,%&'(+8

, 					𝑉/01 ≤ 5𝑟𝑝𝑠
;         公式（1） 

其中，S為搖搖球的速度改變率，Vmax及 Vmin分別為在 10 秒試作中的最高轉速

及最低轉速，tVmax及 tVmin分別為在 10秒鐘產生 Vmax及 Vmin的時間。參考過去

搖搖球的研究，當球的轉速降到 5 rps以下時，僅有隨機式的速度起伏，並不能

再有效的提升轉速，因此設定 5 rps為速度之下限，t5為速度達到此下限之時間。

當球的轉速隨著試作時間而增加，S值為正值，如果球的轉速是下降的，則 S值

為負。速度改變率分別在高技能組及低技能組中以三個練習期與兩種外增訊息組

進行 2 (遠、近訊息) X 3 (預備期、主要練習期、保留期)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

分析。每次試作的表現，除了速度改變率以外，亦可以自起始訊號開始至球速開

始加速的一段時間，稱為延遲期，作為評量的依據。延遲期越短，表示越能掌握

加速的訊息，代表較佳的表現。延遲期的計算便是自試作開始至高於 5 rps速度

低限的最低速度時間，若在十秒內已降至 5 rps以下，則延遲期以 10秒計。延遲

期的時間亦分別在高技能組及低技能組中以三個練習期與兩種訊息組進行 2 (遠、

近訊息) X 3 (預備期、主要練習期、保留期)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統計水

準設� = .05，並以�p2值計算其效果量 (effect size)。 

 

結果 

一、成功率 

三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所有主要因子及交互作用中，僅

有高、低技能及練習期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F(1.32, 47.39) = 19.03,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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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2 = .35, 事後單純主要效果比較顯示，在預備期的練習中，高技能組的成功率

顯著高於低技能組，p< .001，其餘練習期兩組間的成功率均未達顯著差異；在高

技能組中，預備期的成功率顯著高於主要練習期及保留期，p< .01，主要練習期

與保留期的成功率無顯著差異，p = 1.00；在低技能組中，主要練習期的成功率

顯著高於預備期，p< .05，保留期的成功率也顯著高於預備期，p< .001，保留期

與主要練習期的成功率則未達顯著差異，p = .11。有關成功率相關數據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請參閱圖二。三因子變異數分析中未達顯著差異之統計值分別為，練習

期主要效果，F(1.32, 47.39) = 0.66, p=.46, hp2 = .02;訊息位置主要效果，F(1, 36) = 

0.14, p= .71, hp2 =.004; 高、低技能主要效果，F(1, 36) = 0.02, p=.90, hp2 =.00；訊

息位置與練習期的交互作用，F(1.32, 47.39) = 1.28, p=.28, hp2 = .03；訊息位置與

技能高低的交互作用，F(1, 36) = 0.79, p=.38, hp2 =.02; 練習期、訊息位置與技能

高低的交互作用，F(1.32, 47.39) = 0.79, p=.41, hp2 =.02。 

 

圖 2. 高、低技能組在三個練習期成功率的平均數與標準差。高、低技能與三個

練習期間的交互作用結果請參閱內文。 

 

二、速度改變率 

由於成功率是依據每次試作的成功與否進行每天 50 次的統計。每次試作

不是成功便是失敗，這種全有全無式的結果評量雖相當客觀，但對於學習的效果

評量仍有太粗糙的缺點。因此根據過去檢驗搖搖球表現的方式，另以計算每次試

作內球速的改變率作為更細緻的評量方式。在高技能組中，以 2 (遠、近訊息) X 

3 (預備期、主要練習期、保留期) 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檢驗球速改變率的

結果發現，練習期的主要效果， F(1.49, 23.87) = 5.88, p< .02, hp2 =.27，及訊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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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F(1, 16) = 8.23, p < .02, hp2 =.34，均達顯著差異，在預備期的球速改變率顯

著大於主要練習期，p< .05，保留期的速度改變率與預備期及主要練習期則均未

達顯著差異；在訊息位置方面，近訊息組的速度改變率顯著高於遠訊息組。練習

期與訊息位置無顯著交互作用，F(1.49, 23.87) = 0.82, p＝ .42, hp2 =.05。 

在低技能組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練習期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異，

F(2, 40) = 16.90, p< .01, hp2 =.46，事後兩兩比較，預備期的球速改變率顯著小於

主要練習期及保留期，ps<.01，主要練習期與保留期間未達顯著差異。訊息位置

主要效果，F(1, 20) = 0.03, p = .86, hp2 =.002，及練習期及訊息位置的交互作用，

F(2, 40) = 1.74, p< .19, hp2 =.08，均未達顯著差異。 

 

圖 4. 高技能組中兩種訊息組在三個練習期的速度改變平均數與標準差。近訊息

組的速度改變率顯著大於遠訊息組；預備期的速度改變率顯著大於練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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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低技能組中兩種訊息組在三個練習期的速度改變平均數與標準差。預備期

的速度改變率顯著小於練習期及保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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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搖搖球表現中另一項可以作為評量技能表現的變項為每次試作自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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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高技能組中兩種訊息組在三個練習期的延遲時間平均數與標準差。預備期

的延遲時間顯著短於練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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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練習期間之顯著差異。 

 

圖 7. 低技能組中兩種訊息組在三個練習期的速度改變平均數與標準差。只有在

近訊息組中，隨著練習的增加，延遲時間有顯著減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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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標準的動作協調型態，成功加速的共同點在於外殼與內球進動運動的同步

轉速（Liu, Chuang, & Newell, submitted），因此掌握內球的進動運動是加速的關

鍵。提示學習者注意在內球與外殼的轉動關係，係引導學習者的注意力於與成功

加速有關的訊息，雖然這個部位比電腦螢幕是更接近動作者，但是注意在內球與

外殼的轉動關係卻是提供關鍵訊息的部位，也產生較佳的學習結果。 

本研究的搖搖球工作設定在 10秒內將球速維持在起始速度以上為成功試

作，否則為失敗。這種明確判定工作結果的方式雖然可以客觀的提供學習者結果

回饋，但全有全無的結果無法提供更精細的技能程度評量。由於每次試作時間只

有 10秒，且動作者是等球速持續降到起始速度時才可開始加速。從起始訊號開

始到動作者反應，有一段時間球速仍持續下降，因此動作者一般的策略是將球速

盡快提升。觀察這 10秒間的球速變化，發現成功的試作多以一小段的下降球速

開始，再以穩定的上升球速直至 10秒結束。下降球速的時間越短，表示越快掌

握到加速的訊息；上升球速的斜率，也就是速度的改變率越大，表示加速越有效

率。利用每次試作中的速度改變率及下降球速階段的延遲時間，可以提供更精細

的表現評量。 

根據研究的設計，前三天試作練習的目的在於分出技能的高低，成功率的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也的確反映出高技能組在預備期的成功率顯著高於低技能組，

表示高、低技能組是有不同的成功率。在低技能組，隨著練習的增加，成功率有

增加的趨勢，且一週後的保留測驗與練習八天的結果沒有差異，表示有穩定的學

習效果。在高技能組，主要練習期以起始速度較低的工作進行練習，工作難度較

高，即使練習了五天，也還是比預備期所練習較簡單工作的成功率為低。成功率

的檢驗結果，除了技能與練習期的交互作用外，並未能發現訊息位置的效果，且

確認高、低技能組在主要練習期及保留期的工作難度不同，為避免工作難度的不

同影響分析結果，高、低技能應分開來檢驗。 

在高技能組速度改變率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中，訊息位置的效果支持注意

內球與外殼間的轉動關係，有助於搖搖球工作表現。從圖三中可以觀察到，在預

備期兩組的速度改變率平均值均為相當高的正值，表示每次試作都可以快速加速；

然而在主要練習期中，近訊息組雖然平均值比預備期降低，但仍維持在正值，表

示雖然加速率不高，但平均還是有加速的現象，不像遠訊息組，在主要練習期的

平均速度改變率是負值，代表經過五天練習較低的起始速度，平均試作的表現還

是減速的。在低技能組的延遲時間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中，練習期與訊息位置的交

互作用顯示，在注意近端內球與外殼轉動訊息組，其延遲時間有隨著練習期持續

顯著降低的趨勢，而在注意遠端電腦球速圖示組，雖然在預備期的延遲時間顯著



 13 

低於近端訊息組，但在三個練習期間，組內均無再顯著降低的現象。這個結果可

以解釋為在練習搖搖球技能時，注意近端內球與外殼轉動訊息，有助於持續增進

技能表現。 

本研究根據知覺-運動工作空間探索訊息學習運動技能的架構，檢驗不同

訊息對不同技能程度者學習搖搖球技能的影響。研究結果符合研究預期，當引導

學習者注意外殼加速與內球轉動間的相關訊息，強調動作與知覺間的連結，是促

成成功探索的關鍵的結果，其學習結果較注意電腦螢幕即時球速變化為佳。這種

注意知覺與動作連結的訊息效果，在高技能的學習表現更為明顯。本研究結果不

支持注意力焦點研究典範中對遠近外在注意力焦點效果的預測，及動作目標層次

與技能高低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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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 年 8 月 1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雖然本次會議是 6 月 20 日才開始，但由於 6 月 18 日適逢端午節放假，為了

可以可以早一點適應會議地點美國的時差，因此決定提早利用端午節的假期出

發。6 月 18 日早上 9:50 與謝宗諭博士、碩士生周福隆同學一同搭乘聯合航空

班機經美國加州舊金山轉機赴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於同日下午約 2:30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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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國際機場。由於出國前已查詢丹佛機場往市區的交通方式，順利在機場搭

乘機場捷運，約 40 分鐘抵達丹佛市區，並根據大會所提供的資料，順利搭上

免費公車抵達會議所在飯店。稍作梳洗休息後，與謝宗諭博士、周福隆同學一

同在飯店附近的餐廳晚餐後，便回飯店休息。第二天 6 月 19 日早上利用適應

時差的時間，除了在附近稍作參觀，並有效利用時間與謝博士討論一些資料分

析等的研究議題，下午與實驗室其他各自前往的四位同學會合，並一同進晚

餐。6 月 20 日從早上開始陸續在飯店內及附近遇到來參加會議的許多老友，

本此發表的座談會召集人，也是我發表論文的共同作者 Newell 教授也於下午

抵達丹佛市，並與我和謝博士共進晚餐。6 月 21 日早上 8:00 用完早餐後便到

會議廳辦理報到。本次會議我總共參與海報發表的論文六篇，口頭發表一篇，

其中口頭發表及一篇海報發表是在 6 月 21 日下午分別以主題座談

（symposium）的方式及海報方式發表，其餘五篇海報發表均於 6 月 22 日下

午發表。除了發表的時間外，其餘會議時間均自早上 8:00 至下午 7:00-9:00

至各口頭或海報發表場次聆聽、觀看論文發表及參加大會所舉辦的活動。會議

最後一天 6 月 23 日晚間 8:00 在會場附近的表演中心舉行閉幕晚宴，也結束了

為期三天的會議。 

二、 與會心得 

與過去 NASPSPA 的會議模式類似的情形，本次會議也有邀請有成就的學

者發表演講。本次在運動學習與控制領域邀請的資深學者為加拿大沃特華大學

的 Diane Ste-Marie 教授以模仿/觀察學習為題報告她過去相關的研究成果。

在青年學者方面則是邀請美國猶他大學的 Keith Lohse 博士就研究設計及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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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變項的選擇為題報告他的研究成果。這兩位學者反映出一些歷久彌新的

課題，如模仿/觀察學習在運動技能學習研究領域，因為實務應用上的需要，

仍有不斷研究的需要；而在運動控制、學習的研究方法也需因應需要，隨著科

技、知識的進步而有所進步。除此之外，本次會議在運動控制領域的學生研究

獎方面由喬治亞大學博士候選人李易潔同學獲得，易潔是本校運科所第二屆的

校友，為本人指導的碩士，畢業後在 Newell 教授的實驗室攻讀博士，很高興

能看到她得獎的成就。其實本校培養出相當多的運行為優秀人才，如本人過去

在體育系時指導的碩士李梅華博士，在賓州大學獲得人體運動學博士後現在在

密西根州立大學擔任教職，也是本次會議運動發展領域的審查委員。看到學生

們紛紛在學術領域展露頭角，感到非常欣慰。這次同行與會發表的同學有五

人，算是過去幾年來較多人數的一次。由於所有同學都是碩士班的學生，也都

沒有獲得科技部的獎助，但是這次參與國際級、頂尖學術領域的會議，對所有

的同學都是開了眼界。希望國外的參訪除了提供同學更寬廣的視野，也希望這

些會議活動帶給同學們對學術領域新的認識。 

 

三、 發表論文摘要 

Control Parameter and Collective Variable Dynamics in a Degenerate 
Perceptual-Motor Task  

Yeou-Teh Liu1, Kuo-Liang Chuang1, & Karl M. Newell2 

1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 USA 

 
In a series of recent experiments, we have used the roller ball task as a vehicle to 
examine the changes of task dynamics over practi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the task dynamics,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in performance outcome, revealed an S-shaped curve over 
various practice durations,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reflected a firs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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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 Here we report a new roller ball experiment where 
the collective variable that determines the successful performance of the roller ball 
task as a function of initial ball speed was investigated. Sixteen participants with 
various roller ball task experiences took part in the study. All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ed 10-s roller ball task for 10 trials in each of the 5 initial speed conditions. 
The kinematics of the outer shell and the inner top of the roller ball were digitized with 
a motion capture syste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ynchrony between the outer shell 
and the inner top of the roller ball is the candidate collective variable. The dual control 
variable of the roller ball task, namely the task experience and the task difficulty, was 
demonstrated to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the roller ball task dynamics. We also observed 
three different neuromuscular synergy movement patterns that were related to the 
successful rollerball performance suggesting movement degeneracy in producing the 
outer shell-inner top synchrony as the task-relevant successful collective variable. 
 
Keywords: motor learning, 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collective variable, rollerball 

四、 建議 

參加國際會議對促進學術交流及增進新知具有實質及立即的效益，建議科技部

能更擴大補助範圍，鼓勵更多不同研究方向的碩士班學生參加國際會議。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所有會議有關資料如會議議程及會議內容，包含摘要及專題演講等，均以電子

資料方式提供。摘要集 NASPSPA Program Abstracts，本年亦以約 2.8 MB 的電

子檔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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