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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空氣手槍射擊表現與瞄準時的身體擺動－檢驗練習與經驗效應

摘要
    空氣手槍射擊運動中，姿勢控制與射擊表現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身體擺動則是姿勢控制機制的外顯指標，本研究中將操弄經驗
與練習，檢視在一瞄準任務中，對於射擊表現與姿勢控制產生的效
應；長期專項訓練是否影響個體執行手槍瞄準任務的姿勢控制，並
探究此一經驗是否會遷移至非慣用手射擊情境？實驗一預計招募射
擊選手12名與12名成人，進行距離目標十公尺的射擊測驗，共射擊
30發（慣用與非慣用手各15發），記錄瞄準至扣板機瞬間，其射擊
表現分數、身體擺動的變異，以及持槍手移動的情況，並以 2（組
別：專項經驗）× 2（持槍手）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
；練習能使協調形式能因應任務的需求而改變，實驗二檢證射擊練
習是否影響個體執行手槍瞄準時的姿勢控制，預計招募左、右慣用
性射擊生手各24名，平均地隨機分派至慣用手練習與非慣用手練習
組，計有右慣用手右手射擊、右慣用手左手射擊、左慣用手左手射
擊、以及左慣用手右手射擊四個組別，並參加為期4週、每週2次的
射擊訓練計劃；並於訓練課程開始前與結束後進行前、後測，射擊
得分、瞄準時的身體擺動變異與持槍手擺動的資料將會被量測與記
錄，以 4（組別）× 2（持槍手）×2（前、後測）混合設計三因子變
異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實驗一，專家組有較
穩定的身體與手部控制，亦有較佳的射擊成績，與實驗假說相符
，此外，在一般成人組發現，在Z軸上的手部的晃動愈小，射擊的成
績愈好，不論使用哪一手射擊皆有此一情形，射擊專家組則未觀察
到類似之情況；實驗二，經練習之後，參與者射擊表現有所進步
，後測成績顯著優於前測，慣用手的射擊表現優於非慣用手，但在
姿勢與手部控制上，僅有少部分數據顯示穩定度增加，顯見有其他
因素影響了射擊的成績。

中文關鍵詞： 姿勢控制、手慣用性、專家與生手

英 文 摘 要 ： Air pistol shooting performance and body sway in aiming:
 Examining on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Abstract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ure control
and shooting performance in air pistol. Body sway is the
external indicator of posture control mechanisms. In this
stud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will be manipulated to
figure out the effects post on shooting performance and
body sway in an aiming task. We trying to find out if a
long-term In experience 1, twelve elite shooters and
unskilled adults will be requested to shoot 30 shots, 15
shots for both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hand. Body sway
and hand movement data during aiming process and the
shooting scores will be analyzed by 2 (experience) x 2
(shooting hand) mixed-design two-way ANOVAs. Practice makes
coordination pattern to change to meet the task
requirement. For experiment 2, to examine the shooting



training effect on posture control, twenty-four right-
handers and twenty-four left-handers who are not expert in
shooting will b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groups of dominant hand training and non-dominant hand
training averagely. There will be four groups: Right-
handers practice with right hand (RR), right-handers
practice with left hand (RL), left-handers practice with
right hand (LR), left-handers practice with left hand (LL).
All participants will attend shooting training program for
4 weeks, twice a week.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period, a pre-test and post-test will be conducted.
Shooting scores, the variability of the body sway and hand
movement data during aiming will be measur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4 (group) x 2 (shooting hand) x 2
(pre- and post-test) mixed-designed three-way ANOV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perts had more stable control of the
body and hand than the novices and had better shooting
performance. This result confirmed our hypothesis. Besides,
the less movement amplitude in z-axis of the shooting hand,
the better performance could be achieved, no matter which
hand was used. However, such phenomenon was found in
novices only. In experiment 2, after a period of practice,
all the participants improved in their shooting
performance. The better shooting performance was achieved
in post-test (compared with post-test) and in the dominant
hand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non-dominant hand
conditions). Nonetheles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only
few variables for the control of posture and hand movement
increased the stability. There were some potential factors
influenced the shooting performance.

英文關鍵詞： posture control, handedness, expert and no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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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手槍射擊表現與瞄準時的身體擺動－檢驗練習與經驗效應  

 

摘要  

    空氣手槍射擊運動中，姿勢控制與射擊表現有著密切的關係，而身體擺動則是姿勢控制機制的外

顯指標，本研究中將操弄經驗與練習，檢視在一瞄準任務中，對於射擊表現與姿勢控制產生的效應；

長期專項訓練是否影響個體執行手槍瞄準任務的姿勢控制，並探究此一經驗是否會遷移至非慣用手射

擊情境？實驗一預計招募射擊選手 12名與 12名成人，進行距離目標十公尺的射擊測驗，共射擊 30

發（慣用與非慣用手各 15發），記錄瞄準至扣板機瞬間，其射擊表現分數、身體擺動的變異，以及持

槍手移動的情況，並以 2（組別：專項經驗）× 2（持槍手）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練

習能使協調形式能因應任務的需求而改變，實驗二檢證射擊練習是否影響個體執行手槍瞄準時的姿勢

控制，預計招募左、右慣用性射擊生手各 24名，平均地隨機分派至慣用手練習與非慣用手練習組，

計有右慣用手右手射擊、右慣用手左手射擊、左慣用手左手射擊、以及左慣用手右手射擊四個組別，

並參加為期 4週、每週 2次的射擊訓練計劃；並於訓練課程開始前與結束後進行前、後測，射擊得分、

瞄準時的身體擺動變異與持槍手擺動的資料將會被量測與記錄，以 4（組別）× 2（持槍手）×2（前、

後測）混合設計三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實驗一，專家組有較穩定的身

體與手部控制，亦有較佳的射擊成績，與實驗假說相符，此外，在一般成人組發現，在 Z軸上的手部

的晃動愈小，射擊的成績愈好，不論使用哪一手射擊皆有此一情形，射擊專家組則未觀察到類似之情

況；實驗二，經練習之後，參與者射擊表現有所進步，後測成績顯著優於前測，慣用手的射擊表現優

於非慣用手，但在姿勢與手部控制上，僅有少部分數據顯示穩定度增加，顯見有其他因素影響了射擊

的成績。 

 

關鍵詞：姿勢控制、手慣用性、專家與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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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istol shooting performance and body sway in aiming: 

 Examining on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Abstract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ure control and shooting performance in air pistol. Body 
sway is the external indicator of posture control mechanisms. In this stud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will be 
manipulated to figure out the effects post on shooting performance and body sway in an aiming task. We 
trying to find out if a long-term In experience 1, twelve elite shooters and unskilled adults will be requested 
to shoot 30 shots, 15 shots for both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hand. Body sway and hand movement data 
during aiming process and the shooting scores will be analyzed by 2 (experience) x 2 (shooting hand) 
mixed-design two-way ANOVAs. Practice makes coordination pattern to change to meet the task 
requirement. For experiment 2, to examine the shooting training effect on posture control, twenty-four 
right-handers and twenty-four left-handers who are not expert in shooting will b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groups of dominant hand training and non-dominant hand training averagely. There will be 
four groups: Right-handers practice with right hand (RR), right-handers practice with left hand (RL), 
left-handers practice with right hand (LR), left-handers practice with left hand (LL). All participants will 
attend shooting training program for 4 weeks, twice a week.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period, a pre-test 
and post-test will be conducted. Shooting scores, the variability of the body sway and hand movement data 
during aiming will be measur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4 (group) x 2 (shooting hand) x 2 (pre- and 
post-test) mixed-designed three-way ANOV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perts had more stable control of 
the body and hand than the novices and had better shooting performance. This result confirmed our 
hypothesis. Besides, the less movement amplitude in z-axis of the shooting hand, the better performance 
could be achieved, no matter which hand was used. However, such phenomenon was found in novices only. 
In experiment 2, after a period of practice, all the participants improved in their shooting performance. The 
better shooting performance was achieved in post-test (compared with post-test) and in the dominant hand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non-dominant hand conditions). Nonetheles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only few 
variables for the control of posture and hand movement increased the stability. There were some potential 
factors influenced the shooting performance. 

Key words: posture control, handedness, expert and no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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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背景  

精準性是許多運動項目分出勝負的關鍵，諸如網球的發球與籃球射籃，此類運動在競賽的同時

不僅要求精準的表現，亦須透過身體的對抗、團隊的配合、以及預判對手回球等因素做出適配的表

現；另一方面，射擊與射箭等運動項目則外在環境相對穩定，且以個人自我的身體控制為主。射擊

的技術要點依據張文育與湯文慈 (2005) 指出手槍射擊具有重心高、單臂持槍、與穩定性差等特點，

因此掌握射擊姿勢穩定、握槍力量協調、瞄準精確、及擊發動作一致將能有優異的成績。此外，

Stoffregen, Pagulayanm, Bardy, and Hettinger (2000) 亦指出，當個體執行此類超姿勢工作任務 

(supra-postural task) 時，也就是類似於雙重任務 (dual task)，射擊選手不僅需瞄準標靶，亦須將身

體擺動的幅度適度縮減，以利於任務的執行。準確性是許多運動項目所必備的要素，射擊表現亦似

乎與身體擺動有著一定的關係。 

身體擺動 (body sway) 是非常細微且不易被個體察覺的姿勢控制方式，且適度前後左右的身體

擺動有助於個體擷取環境中的訊息；Mark, Balliett, Craver, Douglas, and Fox (1990) 讓參與者採用不

同的站立方式來判斷最大坐高的高度，研究發現當參與者的站姿被限制，抑或以不熟悉的站立方式

執行判斷任務時，皆有礙於個體判斷最大坐高的準確性。除了基礎性的研究外，在探究精準性運動

之身體擺動的研究中亦發現不同站立方向對於瞄準標的時，其前後或左右擺動的幅度將受不同站立

方向所影響，且會有相互補償的作用 (Balasubramaniam, Riley, & Turvey, 2000)。Hawkins (2011) 探

究國家級空氣手槍選手在瞄準標靶時，瞄準點在靶面上的移動軌跡，結果顯示擊發前的瞄準穩定性

是射擊表現的一大關鍵，而姿勢控制的能力則在瞄準穩定性上飾演著關鍵的角色。此外，站立平衡

姿勢的穩定與專項訓練項目有關，過去研究發現射箭選手相較於體操、桌球、和羽球選手在靜態平

衡的測驗中有較穩定的身體擺動（楊梓楣、湯鳴遠、黃嘉笙、施長志，2015）。另一方面，Ball, Best, 

與 Wrigley (2003a) 招募來福槍與空氣手槍射擊選手，探究擊發前 5 秒的身體擺動量與射擊表現

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身體擺動量與來福槍射擊成績的關係並未達顯著。Ball, Best, and Wrigley (2003b) 

也探討空氣手槍射擊表現與身體擺動之間的關係並不穩定，僅在其中一名參與者資料分析中發現兩

者相關達顯著，以群體資料分析時，此相關性即被掩蔽，亦即此些關係是個體特定的 

(individual-specific)，而在瞄準點變動情形與成績的相關程度的探究上則達顯著相關，且在瞄準點

與身體擺動的分析上也達顯著，三者之間的關聯度仍需進一步的釐清；適度的身體擺動有助於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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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環境中的訊息，且在射擊的運動中，身體擺動具有補償的作用，有助於表現水準提升，但亦有

相關研究發現身體擺動並非射擊準確性的重要因素，而是瞄準點變動的軌跡會影響射擊的準確性，

有鑒於過去研究之發現，本研究不僅從身體擺動的量來看其對射擊表現的影響，並以槍與手腕在擊

發時的空間變化情形來輔以探究姿勢控制對空氣手槍射擊表現的影響。 

「專家」意指長時間投入某項活動因而有較佳的表現，透過大量的專項訓練，使得協調與表現

不同於一般生手，這是為一種適應 (adaption) 的過程。過去研究以心跳率的變化來探究專家與生

手在射擊時的生理適應情形，Konttinen and Lyytinen (1992) 探討專家與生手於射擊時扣板機時，其

心跳率的變化是否因不同技能層級而有所不同，分析結果發現擊發前心跳率的變化會隨著扣板機的

自我配速動作而愈趨穩定，亦即愈靠近扣板機的時間區段，心跳率會有較平穩且降低的狀態；豐東

洋與季力康 (2009) 探究專家與生手之空氣手槍選手在射擊時心跳率的變化，結果發現專家射擊選

手除了有較佳的射擊表現，射擊時的心跳率也低於生手。除了心跳率變化的指標外，在平衡能力的

相關研究中，透過靜態與動態平衡的測驗來探究專家與生手是否因有較多的動作經驗而有較佳的平

衡因應能力，結果發現專家在動態的平衡測驗中，相對於生手有較穩定的平衡狀態（江勁政、江勁

彥、相子元，2004）；Era, Konttinen, Mehto, Saarela, 與 Lyytinen (1996) 的研究中比較專家與生手

於射擊擊發時，其重心速度與振幅之差異；結果顯示，專家有較小的重心速度，且專家射擊運動員

在擊發前 1.5 秒內能有效減低水平軸之重心速度，而生手族群中，在各個時間區段的重心速度與

振幅皆未發現顯著差異；；另一方面，以最佳與最差射擊成績作為依據，檢視其射擊表現與重心擺

盪之情形，發現專家射擊運動員，其射出高分與低分成績時之重心移動情形並無顯著差異，相反地，

生手則在相對較差的射擊表現中展現了較大的重心移動；亦即，不論表現之好壞，專家射擊選手其

皆能保持穩定的重心，反觀生手則無法一致地維持平穩的姿勢控制。探究射擊選手經驗上的差異，

過去的研究典範多以心跳率的變化、身體擺動量的大小、以及重心位置的改變等指標來分析專家與

生手在擊發時，除了表現的差異外，姿勢控制是否也因長期訓練而有所不同；綜整相關文獻後，專

家在射擊時，心跳率的變化在越接近擊發時，心跳率會有下降的情形，且在身體擺動與重心位置亦

與心跳率的發現相似，專家相較於生手會有較穩定的身體擺動與重心移動。因此，本研究欲驗證專

家與生手在射擊時，姿勢控制的差異是否有所不同；此外，如果專家與生手以非慣用手執行射擊工

作時，其姿勢控制情形是否如同慣用手執行射擊工作，專家射擊選手的訓練經驗是否會遷移至非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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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而使其表現提升亦為本研究欲探究的重點。 

練習與訓練的目的讓個體經由不斷的暴露於環境中，使其協調的型態 (coordination pattern) 能

有效地因應任務的需求。劉瑩芳、邱鈺淇、王嬿婷與黎俊彥 (2010) 探討國小學童之靜態平衡能力

是否因射箭訓練而有所提升，發現八週訓練後的學童在靜態平衡的重心偏移明顯降低。專項運動練

習透過不斷地操作使動作技能精熟，進而達到自動化的目的；Landers et al., (1994) 透過表現與生

理指標來評量參與者的進步情形，評估專項運動練習的效果，此研究招募非精熟者，，此研究招募

非精熟的成人，透過 15 週的射箭練習（共 27 次練習，每次約 1.5 個小時，共 35 小時）來檢

驗其射箭準確率的進步情形，並進一步觀察其心跳率與表現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非精熟者經過 15 

週的練習後，其瞄準誤差顯著降低，且心跳率在接近放箭時會有下降的情況，與過去精準性運動之

研究相符（豐東洋、季力康，2009）；練習與訓練使個體透過不斷的操作，使其逐漸適應任務所需

之要求，進而促進表現與適配的姿勢控制方式。 

手慣用性與慣用手，一直是在動作表現上受到關注的課題，本研究亟欲探究執行精準性任務訓

練時，是否因手慣用性（左、右慣用性）與執行手（慣用手、非慣用手）之交互作用，而造成身體

擺動幅度不同？過去研究發現個體使用慣用手進行精準性任務時，相較於其之非慣用手，前後方向

的身體擺動會減小，且左慣用手在進行精準性任務時也有較小的擺幅 (Balasubramaniam & Turvey, 

2000)。再者，Newell and Van Emmerik (1989) 探討慣用手與非慣用手在書寫時，手部關節自由度

的變化情形，研究發現右慣用手書寫者，其使用非慣用手書寫時，肩、肘、腕、筆的協調變化情形，

手部末端的自由度會有凍結的情形，但此現象卻無發生在左慣用手書寫者。近期之研究，McGrath 

and Kantak (2016) 以電腦螢幕不規則軌跡的游標追隨為任務，探討慣用手與非慣用手在此任務上的

進步情形，結果顯示右慣用手之參與者使用右手在此任務中的進步幅度優於其使用之非慣用手，而

在左慣用手組別則發現，慣用手與非慣用手的進步幅度類似。手部慣用性對於執行精細動作有其不

同的機制存在，在執行瞄準動作時，慣用手的身體擺動會小於非慣用手，且左慣用手的身體擺動會

小於右慣用手者；除了此有趣的現象外，在書寫的任務，僅右慣用手者使用其非慣用手書寫時會有

凍結手部關節自由度的情形；另外，以游標追尋的任務則發現右慣手者的表現優於其本身之非慣用

手。在射擊的任務中，慣用手的身體擺動應小於非慣用手，且左慣用手的身體擺動亦小於右慣用手，

但是如果以非慣用手來探究左右手在執行射擊時的身體擺動情形，其結果是否亦如慣用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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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慣用性是為本研究欲深入探究之方向。 

 

研究問題與假說  

本研究經由兩個實驗來檢證空氣手槍射擊時，精熟者動作經驗（慣用手、非慣用手）引致之姿

勢控制情形，以及練習對於手慣用性與動作經驗在姿勢控制上引致之效應。實驗一欲解決的研究問

題為：射擊專項運動員以慣用和非慣用手執行 10m手槍瞄準任務，其射擊的姿勢控制相較於未接

受過射擊訓練的成人是否有不同？實驗二之研究問題是具備左、右慣用手之一般成人，接受慣用手

或非慣用手的射擊訓練後，對於 10m手槍瞄準的姿勢控制是否不同？ 

根據生態與動態系統觀點，以及過去文獻之佐證，本研究假說為： 

1. 專家與生手使用慣用手擊發時，其身體擺動量會較穩定，且專家使用慣用手擊發時亦有較低的

身體擺動量。	  

2. 經由射擊訓練後，不管訓練手為何，在後測，擊發時的身體擺動量皆小於前測；且左慣用手者

訓練其慣用手後，其身體擺動的量會最小。	  

 

研究的重要性  

    精準性運動表現受多種因素影響，從內隱的心跳率變化至外顯的身體擺動皆可能影響射

擊的準確性。過去對於射擊表現的外顯因素多以生物力學的角度對動作做解釋；然而，本研究將

以動作行為學的取向，透過生態心理學的觀點以身體擺動與手部協調對射擊表現提供另一種解釋

方式。 

精熟的空氣手槍射擊選手，因長時間的專項訓練，對於射擊有其適配於工作的姿勢控制，因

而本研究將比較專家與生手在執行射擊時的姿勢控制情形，除了身體擺動和射擊表現的關係、及

持槍手的協調控制情況外，並更進一步探討手部協調控制與身體擺動間的關係，教學者與從業人

員能獲取本研究發現來提升非精熟射擊學習者的動作表現。 

練習對於學習者來說能使其熟悉工作而提升表現，並在執行工作時產生姿勢控制的適應。本研究除

了透過橫斷式一次性的測驗比較經驗對於射擊時姿勢控制的影響外，另欲探究縱貫式練習對於學習

者帶來的改變。透過大約四週的練習，探討學習者在姿勢控制的改變，並檢視練習是否影響手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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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學習效果。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  

生態心理學是為探討個體與環境對應關係的重要研究手段（e.g. 高雁翎、張智惠，2010；黃嘉

彬、卓俊伶、陳重佑、楊梓楣，2014；郭丁良、楊梓楣，2010；楊梓楣、施長志、黃嘉君、黃嘉笙，

2016），此些研究多是透過環境的操弄，探察個體如何覺察環境賦使訊息，個體透過各種知覺管道，

覺察環境與其自身之關係，並作出符合功能性需求的適切因應；過去研究指出，身體擺動並非為個

體在維持姿勢平衡之雜訊，而是具有探察與擷取外在訊息的功能，限縮個體的身體擺動會導致訊息

擷取的阻滯，使得判斷變得較為不精準 (Mark, Balliet, Craver, Douglas, & Fox, 1990; Stoffregen, 

Pagulayan, Bardy, & Hettinger, 2000; Stoffregen, Yang, & Bardy, 2005)。 

    近年來，研究者將焦點逐漸轉移至專項運動員（楊梓楣、湯鳴遠、黃嘉笙、施長志，2015）或

是特定場域工作者 (Chen & Stoffregen, 2012) 的動作控制與行為因應，得利於長期訓練與適應，許

多研究發現運動員在各種平衡任務中，展現較佳的適應性表現，(Herpin, Gauchard, Lion, Collet, 

Keller, & Perrin, 2010；江勁政、江勁彥、相子元，2004；胡名霞、何浩君、王傑賢，2005)，特別

是精準性運動的訓練，楊梓楣等 (2015) 選取籃球、羽球、桌球、體操、射箭和跆拳道專項運動員

作為實驗參與者，檢證其平衡姿勢穩定度，分析結果顯示，射箭選手展現最佳的姿勢控制能力與平

衡動作表現；劉瑩芳、邱鈺淇、王嬿婷、黎俊彥 (2010) 也發現，即便是短時間的介入，射箭訓練

也為學童的平衡能力帶來正向的助益，顯示精準性項目之專項訓練，確使個體具備較佳的姿勢控制

能力；在國外研究方面，Paillard, Noe, Riviere, Marion, Montoya, & Dupui (2006) 研究證實，足球運

動員的技術的層級，也在平衡任務的執行表現上產生了差異；著力於射擊選手其身體擺動幅度與射

擊成績之間關係的探討的研究 (Era, Konttinen, Mehto, Saarela, & Lyytinen, 1996; Zatsiorsky & Aktov, 

1990; Mononen, Konttinen, Viitasalo, & Era, 2007)；分別以個別資料與群體資料作分析，在射擊運動

的相關研究中，對於精熟者而言，身體擺動幅度與射擊成績並非全然相關，而是個體限定，瞄準點

偏移與表現成績有所相關，身體擺動穩定度較能對於生手的射擊表現做預測 (Ball, Best, & Wrigley, 

2003a, 2003b)。 

回顧過去研究，運動專項的適應性已獲得許多實驗的檢證，除了精熟者與生手的比較之外，慣

用手與非慣用手的動作執行表現，結合手慣用性的操弄，也是本研究亟欲探討的課題；在動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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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與射擊相關的手慣用性研究並不多，肇因於書寫系統的限制，有部分研究聚焦於慣用手、非

慣用手在不同手慣用性族群之書寫表現，在國內研究方面，施長志、楊梓楣 (2012) 操弄行筆方向

與筆畫方向，比較不同手慣用性參與者，分別使用其慣用手與非慣用手所產生之效應；Walker and 

Henneberg (2007) 則要求參與者進行非慣用手的書寫練習，其動作表現隨著練習而增進；亦有研究

比較書寫與類書寫情境下，不同手慣用性參與者使用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之表現差異，並觀察其協調

形式之異同，以及使用非慣用手進行練習後對協調產生之影響 (Newell & Van Emmerik, 1989; Van 

Emmerik and Newell, 1990)；其他探究手慣用性與任務執行手之交互作用的研究結果指出，動作表

現受到手慣用性的強弱所影響，過去的動作經驗具有遷移的效果 (Chase & Seidler, 2008; McGrath 

& Kantak, 2016)。 

 

重要文獻評述  

一、精準性任務與姿勢控制  

許多運動項目都要求準確度，諸如足球射門、籃球射籃，然而有一類型的運動，比的不是身體

的對抗，也不是團隊的配合，單純就是較量誰的準確度高，比如射擊、射箭、不定向飛靶等，此類

型的運動被稱呼為精準性運動，要求高度的準確性，為達成此一工作要求，選手必須保持身體姿勢

的高度穩定以執行瞄準任務，是為一種「超姿勢工作 (supra-postural task)」，類似於雙重任務 (dual 

task)，執行者的主要任務在於射擊，而非保持身體的穩定，但藉由身體穩定度的提升，將可促使射

擊表現成績有效地提升，Stoffregen, Pagulayanm, Bardy, and Hettinger (2000) 指出，當個體執行此類

超姿勢工作任務時，其身體擺動的幅度將適度地縮減，以利於主要任務的執行。 

Balasubramaniam, Riley, and Turvey (2000) 的研究中包含了兩個實驗，實驗一要求參與者採行

額狀面與目標靶面平行或垂直之兩種立姿，以右手執光筆，平貼於大腿部位，以控制姿勢而非手部

控制之方式，瞄準一塊大小為 6cm x 6cm 的目標區塊，並操弄參與者與目標之間的距離：1.1、2.2 

及 3.3 公尺，採亂數方式進行，每一情境需完成10次試作每次試作，每次持續 30 秒鐘，並以測

力板記錄重心 (Center of pressure, COP) 位置資料，按其方向分為左右 (medio-lateral, ML) 及前後 

(antero-posterior, AP) 方向的擺動，分屬不同的動作控制次系統；因手部動作被限制，只得以姿勢

控制的方式進行調整，是以，當參與者在執行額狀面與目標平面平行的瞄準任務時，參與者須限縮

左右軸向的擺動；反之，當參與者的額狀面與目標平面垂直時，參與者須盡可能限縮前後軸向的擺

動，才能有較佳的瞄準任務表現；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任一目標距離，參與者皆能將光點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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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區塊之內，然而分析中，並未針對其軌跡與變動情形深入探討，在兩軸向的重心資料的迭代分

析 (Recurrence quantification analysis, RQA) 中，發現互異的決定性結構 (deterministic structure)，

或可作為兩控制系統彼此獨立之例證；在實驗二中，研究者新增一個以邊長4.89cm所圍構，面積約

為24cm2 的區塊作為標的，連同實驗一所採用的目標與距離，構成六種不同工作難度，參與者被

要求執行相同的工作任務，結果發現，符合研究者的預測，在額狀面與目標平面平行之情境，參與

者在前後方向的擺動大於左右擺動，而在額狀面與目標垂直的情境下則發現相反情形，左右軸相較

於前後軸向有較大的擺幅；招募左、右慣用手參與者，Balasubramaniam and Turvey (2000) 要求參

與者分別使用慣用手與非慣用手執行同一任務：持雷射光筆，以姿勢控制的方式進行瞄準任務，在

目標距離為 2.2 與 3.3 公尺，使用投射面積為 12cm2、18cm2 的雷射光束，使之維持在由四個

9cm2正方形於目標區塊四角所圍構之 6cm x 6cm 的目標區塊內，每次試作持續30秒，採樣頻率

100Hz，結果發現：（一）左右軸向的離均方誤差隨著工作難度的增加而逐漸減小，而在前後軸向

的擺動則呈現相反趨勢，亦即當工作難度愈漸嚴苛，為完成工作目標之要求，參與者會降低左右軸

向的擺動，而另一軸向的擺動可能是為一種補償效果，在維持等量的擺動情形下，次系統的擺動情

形產生適應與變化；（二）在瞄準手的檢證上，當使用慣用手進行瞄準時，所有組別在前後方向的

擺幅會較使用非慣用手時小；（三）組別差異達顯著，左慣用手組相較於右慣用手組有較小的擺幅，

且左右擺幅也小於前後擺幅。 

江勁政、江勁彥、相子元 (2004) 以體操運動員及一般非體育系大專男性作為研究對象，實驗

結果發現兩者在靜態平衡的測試中並無顯著差異，而在動態平衡測試中則發現體操專項運動員有較

佳的表現，此一研究結果除了顯示專項運動訓練有無之別所造成的差異外，必須注意的是測驗本身

能否顯現彼此間的異同；楊梓楣、湯鳴遠、黃嘉笙、施長志 (2015) 使用移動室典範，以大專甲組

選手為研究標的，檢證多種運動專項運動員之平衡因應行為：觀察參與者以單足、雙足安靜站立及

努力保持不動情境中之身體擺動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射箭選手的身體擺幅顯著小於桌、羽球選手、

體操選手和一般成人，顯示精準性運動項目之運動員確有較佳的平衡因應表現，然而本研究係屬橫

斷性 (cross-sectional) 研究，未能得知究竟是有個體擁有較佳的平衡因應能力，致使運動員得以獲

得成功，還是透過大量的專項訓練，引致個體有較佳姿勢控制能力；劉瑩芳、邱鈺淇、王嬿婷、黎

俊彥 (2010)招募 32 名國小學童，隨機分派為實驗組（9.5 ± 0.1歲）與控制組（9.6 ± 0.1歲），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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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介入所產生的效應進行檢證，其中，實驗組接受為期八週、每週三次的射箭運動介入訓練，其

中包含專項體能與心理輔導等課程，控制組則不施以任何的訓練或處置，觀察的依變項包含重心位

置 (COP) 之偏移半徑、搖晃速度與涵蓋面積等數種參數，以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平均數比較，研究

結果顯示，八週的射箭運動的介入有效減降實驗組在靜態平衡與瞄射過程中重心的偏移半徑與涵蓋

面積。 

Hawkins (2011) 使用光電子訓練系統，以100Hz的採樣頻率收取十名國家級空氣手槍選手在瞄

準標靶時，將不可見光投射在靶面上的移動軌跡，作為分析表現之依據，為提高生態效度，參與者

的服裝與所使用各項設備皆與比賽情境相同，以站姿方式執行空氣手槍射擊任務，目標距離為 10 

公尺，計有 10 次的練習試作與 60 次模擬比賽情境的正式試作，收取的依變項包含瞄準時間、水

平與垂直方向誤差等 15 個參數，以逐步階層迴歸以及主成分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作為統計分析手段；逐步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在三大項射擊指標中：瞄準點的維持 

(hold) 與瞄準 (aim) 佔有48%的解釋變異量，扣板機的控制不是決定射擊成績之主要因素，而主成

份分析之結果則指出：瞄準點的維持、瞄準點的維持時間 (time of hold) 以及瞄準（準星的空間精

準度），是影響射擊表現的主要因素；此研究結果顯示，擊發前的瞄準穩定性是射擊表現的一大關

鍵，而姿勢控制的能力則在瞄準穩定性上飾演著關鍵的角色；Hawkins and Sefton (2011) 操弄雙腳

站立寬度，以 15cm 為區間，小至 30cm，大至 90cm，探究站立寬度對姿勢穩定度和射擊表現所

帶來的衝擊，分析結果顯示：前後與左右軸向的重心速度隨著站立寬度變大而增加，此外，瞄準點

停留在 10 分環的時間百分比也隨之下降，在重心的偏移情形上則發現，30cm 站立寬度在左右軸

向上有最佳的姿勢穩定性，90cm的站立寬度則致使兩軸向的重心偏移皆增加，這意味著特定站姿

對於不同軸向姿勢控制之影響程度有所差異。 

 

二、技能水準因素在精準性運動中造成之差異  

個體透過大量的專項訓練，使得協調與表現不同於一般生手，這是為一種適應 (adaption) 的

過程，可能發生在各種層次，比如馬拉松選手透過長時間的練跑，致使心臟效率的提高，降低安靜

時的心率，是為一種生理的適應，或是射箭選手模擬在吵雜的環境中保持專注與平靜，則是為一種

心理的適應；不論是環境條件或是工作任務的要求，都可能促發個體產生適應現象，這是生命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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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能力，使之能夠應對生存環境或工作任務之所需；在準確性運動中，影響表現的因素甚多，長

時間的訓練也導致精熟的射箭、射擊運動員發展出特定的適應現象，並有效促進其競賽表現。 

Konttinen and Lyytinen (1992) 招募國家級水準來福槍選手與未受過相關訓練之成人各三名，收

取擊發前7.5秒的腦波與心率資料作為分析之依據，亟欲探討心跳率與射擊時扣板機之關係，分析

結果發現，擊發前心跳率的變化會隨著扣板機的自我配速動作產生愈趨穩定的狀態，亦即越靠近扣

板機的時機區段，心跳率會有較平穩且降低的狀態，然而此一研究樣本數不多，其代表性也相對不

足。Era, Konttinen, Mehto, Saarela, and Lyytinen (1996) 的研究中，招募四組參與者，包含6名國際

競賽層級男性選手、3名國際競賽層級女性選手、8名男性國家級選手及7名對射擊有基本概念的男

性生手，慣用手皆為右手，亟欲以橫斷法檢證射擊專項訓練效應；使用測力板量測重心 (COP) 速

度、振幅作為依變項，截取擊發前 7.5 秒至擊發瞬間的資料，每 1.5 秒作為切分點，將資料分割

為五個區段，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組別差異（四組），以成對樣本t檢定進行區間差異之分析；

結果顯示，國際級男性射擊運動員不論在x或是在y方向都有最小的重心位移速度，而在區間的檢證

則發現，優秀射擊運動員在擊發前 1.5 秒內，能有效減低x軸向的速度，而在生手族群中則發現各

個時間區段的重心、振幅並未達顯著差異；此外，另以最佳與最差 20 次射擊成績作為分類依據，

檢視其射擊表現與重心擺盪之關係，結果發現，受過訓練的頂尖射擊運動員（國際級或國家級），

其射出高分與低分成績時之重心移動情形並無顯著差異，顯示除姿勢穩定度以外，仍有其他因素影

響射擊選手的射擊準確度，可能是扣板機造成槍身晃動等原因，是在本研究中無法藉由實驗器材（測

力板）量測的數據；相反地，生手則在相對較差的射擊表現中展現了較大的動作速度，甚至在擊發

前4-6秒就可觀察到明顯的差別，由此顯見，對於射擊生手來說，身體穩定度是射擊表現好壞與否

的關鍵因素，但即便如此，射擊選手的動作速度仍小於生手組；然而，本研究中雖以表現成績作為

區分資料的依據，但卻未見射擊成績表現之相關分析，未能得知組別與高低分試作的差異，也許選

手的高低分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是以其重心位置的移動情形也無差異。 

Ball, Best, and Wrigley (2003a) 招募六名澳洲奧運射擊隊的來福槍射擊選手作為實驗參與者，

實驗中，參與者必須站於測力板之上，執行距離目標 10 公尺的射擊任務，共計20發，截取擊發前 

5 秒的身體擺動量、射擊表現與瞄準點變動等資料作為原始資料，並按「個體間 (inter-individual)」

以及「個體內 (intra-individual)」 進行資料的統計分析，探究依變項彼此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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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間的分析，身體擺動量與來福槍射擊成績的關係並未達顯著，但在個體內的分析則顯示，其中

三位參與者的身體擺動量與射擊表現之間的關係達顯著，顯示瞄準策略具有個體差異性，在身體裡

擺動與瞄準點變動的檢證上也發現類似的情形，除考量個體的特殊性外，也必須檢測是否為測量工

具的侷限。 

除卻來福槍的研究之外，Ball, Best, and Wrigley (2003b) 也探討空氣手槍射擊表現與身體擺動

之間的關係，招募五名精英空氣手槍選手，以SCATT射擊分析系統進行資料的收集，以「個體內」

與「個體間」進行資料分組，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個體內的分析中發現，僅一名選手之資料顯示其

成績與身體擺動的關係達顯著相關，三名選手其瞄準點變動情形與成績的相關程度達顯著，而有四

名選手之瞄準點變動與身體擺動相關，此些關係個體特定的 (individual-specific)；而群體資料（即

個體間的表現數據）的分析結果則顯示，僅瞄準點變動情形與成績的相關程度達顯著，從此可知，

部份效應因資料分類方式而被不易顯現，在實務介入上，精英選手射擊的表現資料，應以個體分析

技術為主，建立選手個人的表現檔案，而非以群體的資料作為調整訓練之依據，如此才能有效地提

升精英級選手之射擊表現。 

招募一般與頂尖層級之高中空氣手槍射擊選手各一名，馮文瑜 (2006) 的實驗中，以數位攝影

機 (30Hz) 以及Kwon 3D分析軟體，量測或計算瞄準時間、彈著密度、擊發前 0.5 秒、1 秒、3 秒

時，準星在靶紙上之瞄準軌跡長度、軌跡面積、水平與垂直方向位移等數據，考驗技術層級是否在

此些依變項上是否有所差異；結果顯示：頂尖層級選手相較於一般層級射擊選手有有較佳的瞄準時

間穩定性，雖然瞄準時間較長，但標準差較小；此外，在瞄準軌跡與其圍繞面積的比較上也發現頂

尖選手的表現也優於一般選手，有較佳的瞄準空間穩定度，特別是在擊發前 1 秒與 0.5 秒，其差

異愈見明顯，尤其是在水平方向上，垂直方向上則無太大差異；此一研究雖揭示了選手層級的瞄準

軌跡差異，然而樣本數嚴重不足，僅就描述性統計結果進行論述，未能以推論統計進行統計考驗，

是為此研究的致命傷；瞄準任務的表現與心跳率變化的穩定度呈正相關，豐東洋、季力康 (2005) 探

討不定向飛靶射擊選手在擊發前 10 秒的心跳率變化情形，研究發現在擊發前 10 秒的過程中，選

手們的心跳率會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現象；豐東洋、季力康 (2009) 進一步針對空氣手槍射擊選手

作為研究對象，研究中，共計招募14位射擊選手作為實驗參與者，練習資歷三年以上，並曾入選國

家代表隊的六名射擊選手定位為高技能組，練習資歷三年以下，未曾入選國手的八名選手編入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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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觀察之參數含括射擊成績以及擊發前 30 秒至擊發後 10 秒之心率，其中心率資料另以兩秒鐘

為區段，切分為21個視窗，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組間的比較；結果發現兩組參與者心率皆有

微幅上升在逐漸下降的趨勢，這或許意味著執行者的注意力形態，由內在的自我身體調節轉移至外

在目標專注，高技能組有較佳的射擊表現，其心率在擊發前六秒即達到最低點，大致維持平穩，但

有緩步上升的情況，而一般組的心率則在擊發瞬間達到最低，但仍然高於高技能組擊發瞬間的心率；

此篇研究雖以心率推論射擊選手注意力焦點之轉換，但在討論的部份亦提及心跳會造成身體晃動，

在擊發時的心率減降可能有助於選手保持身體的穩定，此一推論顯示，除了注意力焦點因素之外，

姿勢穩定性對於射擊成績表現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Hawkins (2011) 招募十名國家級空氣手槍射擊選手，利用光電子訓練系統 (optoelectronic 

training system) 收取不可見光投影在靶面上之移動軌跡，以站姿執行 10 公尺空氣手槍射擊，測量

瞄準時間、水平與垂直方向誤差等 15 個依變項，並以逐步階層迴歸以及主成分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作為統計分析手段；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射擊指標中：瞄準點的維

持 (hold) 與瞄準佔有48%的解釋變異量，扣板機的控制並非主要決定射擊成績之因子，而主成份

分析則識辨出三個主要的決定性因子：瞄準點的維持、瞄準點的維持時間 (time of hold) 以及瞄準 

(aiming)，研究結果意味著，擊發前的瞄準穩定性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姿勢控制在瞄準穩定性上

則扮演著關鍵的角色；Hawkins and Sefton (2011) 操弄雙腳站立寬度，亟欲探究站立寬度對姿勢穩

定度及射擊表現造成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前後與左右軸向的重心速度也隨著站立寬度而增加，

瞄準點停留在10分環的時間百分比也隨之下降，在重心的偏移上則發現：在左右軸向，30cm 站立

寬度有最佳的穩定性，90cm的站立寬度導致前後、左右兩軸向的重心偏移量的增加，這或許意味

著特定站姿對於不同軸向之姿勢控制有不同的效應。 

 

三、非慣用手之動作學習效應  

慣用手與非慣用手的動作表現與其成因一直是受人關注的課題，不同手慣用性與其強度也可能

調節個體的動作表現；Newell (1986) 提出個體、工作以及環境限制 (constraints) 會在功能性目標

的導引之下，彼此共動，最終產出最適協調形式，手慣用性可視為一種個體限制的來源，慣用手與

非慣用手的選用則為一種工作限制，都會影響個體的協調，進而導致動作表現的差異；然而慣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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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因相當複雜，個體的基因、選用的偏好、促進表現的考量等，都會影響個體在特定任務中所採

用的慣用手，比如為增加球路優勢，刻意選擇左手作為執拍手，如西班牙知名網球選手Rafael Nadal

即是一例，許多桌球選手在訓練初期就刻意改以左手作為執拍手，如曾為我國奪下奧運銀牌的桌球

好手陳靜，也有不少師長為求字體的美觀，要求孩童更改執筆的慣用手，從左手改至右手；縱然學

習初期或有些掙扎，但透過學習與訓練，執行特定工作任務時所選用的慣用手是可能被改變的，其

動作表現也不下於最原先採用的慣用手。 

Newell and Van Emmerik (1989) 招募左、右慣用手參與者各五名，參與者必須使用慣用手與非

慣用手進行書寫，以進行雙手的比較，書寫的內容則包括個人的簽名以及重複十個草寫 ”e” 字母；

收取之關節點位置資料，以空間時間圖做質化的陳述，結果發現：當右慣用手參與者使用非慣用手

執行書寫任務時，傾向於凍結末端肢段，利用近端 (proximal) 關節執行書寫任務，其動作有別於

使用慣用手時之書寫形式 (pattern)，使用非慣用手書寫可視為一種工作限制，促使執行者凍結部份

自由度，以完成功能性目標，然在左慣用手書寫者則無發現此一情形，可能是非慣用手使用經驗有

所差異之故，這也顯示個體特質是為一種個體限制，間接影響動作者的協調形式，但在交叉交關的

量化分析上則未達顯著之別；此外，其中三名右慣用手參與者更進行了1000次的非慣用手書寫練習，

並於練習開始前以及完成500與1000次的練習後，收取三次試作之資料，以探討非慣用手之書寫技

能學習情形，成對交叉相關進行量化分析結果顯示，非慣用手各肢段間位置資料的關聯程度，並未

因練習而產生顯著的改變，然而，在討論中也提及，以書寫此一高度精細的動作技能而言，1000

次的練習是否足以造成顯著的改變，仍待進一步的探討。Van Emmerik and Newell (1990) 招募左、

右慣用性參與者各三名，在實驗任務中，參與者使用慣用手與非慣用手進行圓形的繪製，並操弄書

寫平面角度（水平與垂直）、圓直徑尺寸 (0.6、1.2、2.4、4.8、19.2cm)，亟欲探討個體與工作限制

對於筆尖運動學參數與肢段協調之影響，結果發現：筆–腕、腕–肘、肘–肩之交叉相關程度，隨著

繪圓直徑的增加而遞升，垂直平面相較於水平平面的書寫，也有較大的交叉相關係數，此意味著同

步、同相位的書寫形式，當限制加諸於系統中，雖引致肢段內拓樸特徵 (topological features) 的改

變，但在筆尖的運動學拓樸特徵卻未有顯著地變化，這顯示個體能以不同的肢段自由度達成工作目

標的功能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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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 and Henneberg (2007) 以辨識性 (legibility) 為觀察變項，募集了32名參與者，其中8名

男性與13名女性完成為期28天的實驗，實驗初始，參與者必須以慣用手書寫例句以作為對照，訓練

期間，則必須使用非慣用手抄寫實驗提供的標準句子，每日兩次，印刷體或書寫體不拘，爾後，訓

練期程的筆跡會與慣用手之筆跡相對照，並依相似度給予1到10分的評分，並依年齡區分為一般成

人與年老者，研究結果發現，隨著練習期程的進展，書寫者的筆跡識辨性也逐漸提升，握筆的舒適

度與書寫速度也隨之提升，然而在參與者的自陳報告中也提及，當速度加快或是未完全專注於書寫

任務時，比如看電視或是與他人談話，都會影響筆跡的識辨度，但在筆跡的識辨度與年齡之相關性

檢證則未達顯著，而在手慣用性強弱與筆跡識辨度的驗證上則達顯著相關，可能與左慣用性樣本較

少（共計三名左慣用性參與者），其代表性略嫌不足，致使推論有所偏誤。 

Chase and Seidler (2008) 招募左、右慣用性的參與者各14名，為探究手慣用性強度對於動作技

能任務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即便是相同手慣用性，其手慣性強度也有所不同，但從手慣用性問卷

分數也可略微探知，右慣用性的參與者多數任務仍以右手為主，而左慣用性參與者則偏向於混合型

手慣用性；在研究中，參與者分別使用慣用手或非慣用手執行兩種工作任務，一是知覺動作適應任

務 (sensorimotor adaption task)：操縱搖桿，將畫面中的游標從螢幕正中央移至出現在距離中心位置

上、下、左、右 4.8cm 的目標上，另一則是序列學習任務 (sequence learning task)：執行特定按鍵

按壓任務，有一半的參與者先以慣用手進行序列動作的練習，另一半則使用非慣用手進行練習，其

中序列動作的順序有兩種，其一是空間的一致，亦即按鍵的順序全然相同，另一則是動作的一致，

亦即左、右手（慣用手與非慣用手）如鏡像一般執行動作對稱之工作任務，所觀測的依變項則為方

向誤差 (direction error, DE) 與起終點誤差 (initial endpoint error, IEE)；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手慣用

性為何，練習左手再使用右手執行知覺動作適應任務時，有較佳的遷移動作表現，且弱左慣用性參

與者有較佳的遷移表現；在序列動作任務方面，弱右慣用性參與者在動作一致的任務中有相對較好

的表現，但在兩種動作任務中，空間一致的任務表現會優於動作一致的動作表現。 

McGrath and Kantak (2016) 招募左、右慣用性參與者各十名，參與者必須分別使用慣用手與非

慣用手，將電腦螢幕上的游標，從起始位置經一不規則之路徑移至終點位置，在過程之中應儘量避

免超出路徑之外，所觀察的依變項涵括動作時間與超出路徑之百分比，結果發現：右慣用手組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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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慣用手執行任務時，相較於非慣用手有較佳的進步幅度，而在左慣用手組別則發現，慣用手與非

慣用手的進步幅度類似。 

由此些文獻略可窺知，非慣用手的訓練有其成效，但訓練的效果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工作任

務的特性、個體的手慣用性強弱、過去的經驗等，都是潛在的影響變項；射擊是為一種精準性運動，

必須以單手執槍並進行單手擊發，此一動作雖不複雜，但與姿勢穩定的維持有高度相關，是為一種

超姿勢工作，牽涉到個體全身的協調；Tuller, Turvey, and Fitch (1982) 在論述協調架構 (coordination 

structure) 的篇章中，引用Arutyunyan, Gurfinkel, and Mirskii (1969) 對於單一個案之研究，與控制

組相較，精熟射擊選手在不同肢段間會彼此協調、補償，動作協調是整體性的控制，而在控制組方

面，肩、腕的運作則是相對彼此獨立，然而此一研究僅針對瞄準點的變異進行探討，手部的協調可

能是主要涉入的肢段，假若考量姿勢的維持與控制，即以全身的協調為觀察變項，彼此協調共動的

肢段可能不僅限於肩、腕，是故本研究亟欲探究不同手慣用性之參與者，分別使用慣用手與非慣用

手進行空氣手槍射擊訓練，觀察練習在姿勢控制、射擊精準度上所帶來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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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伴隨著射擊經驗與練習，對10m手槍瞄準工作之姿勢控制的效應。以兩個實驗

檢驗專家與一般成人使用慣用或非慣用手，以及一般成人接受慣用或非慣用手的射擊訓練，為期一

到四週之後，其執行手槍瞄準時身體擺動與持槍手控制的改變。先由實驗者介紹實驗目的，再請參

與者簽署「參與者知情同意書」，並填寫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標註實驗日期，實驗者亦需簽名。

每位參與者必須依照實驗者設定的實驗步驟與流程，並清楚了解實驗工作之要求，完成實驗後將獲

贈參與實驗之參與費。 

 

一、實驗設計  

為檢證射擊專項經驗與練習，是否影響個體執行10m手槍瞄準的姿勢控制，實驗場地為依照射

擊競賽規則設置之實驗室空間，全長約13公尺，寬約4公尺，並設定射擊位置、標靶、以及蒐集資

料等儀器設備（如圖1）。實驗一之參與者分為射擊專項選手與一般健康成人兩組，自變項為專項經

驗與持槍手的慣用性（慣用與非慣用手），進行一次性的射擊測驗，包含暖身、空槍試射、正式射

擊30發（慣用與非慣用手各15發），時間約50分鐘；觀察之依變項為瞄準至扣板機瞬間（約1-3秒鐘），

其身體擺動的變異，包含前後與左右兩個向度，以及持槍手移動的情況，分為水平與垂直方向，此

外亦記錄射擊表現分數，藉此檢驗射擊專項經驗與持槍手慣用性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實驗二從招募之參與者分派為右慣用手使用右手、右慣用手使用左手、左慣用手使用左手、以

及左慣用手使用右手四組，進行每週1至少次共4次的射擊訓練課程，從熱身、空槍試射、到實際射

擊60發，每次練習時間約50分鐘；訓練課程的前、後實施一次性的射擊測驗，正式射擊30發並計分，

每次測驗耗時約50分鐘。自變項為練習（前測與後測）、手慣用性與持槍手練習（右慣用手練習右

手、右慣用手練習左手、左慣用手練習左手、左慣用手練習右手），依變項為瞄準至扣板機瞬間的

身體擺動變異（前後與左右方向）、持槍手擺動的位移資料（水平與垂直方向）、與射擊前後測的得

分，進一步探討個體執行10m手槍瞄準工作時，身體擺動與持槍手移動之變異是否因射擊訓練而有

所改變，而且，是否以慣用手進行訓練，其射擊瞄準的姿勢控制是否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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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實驗之射擊場地示意圖 

 

二、實驗場地與器材  

（一）格洛克(Glock)瓦斯槍：使用 KSC公司出品之 Glock 19型半自動瓦斯槍，6mm(0.17inch)口徑，

長度約 186mm，重量 740g，槍管長 172mm，並在槍管前端及滑套後四分之一處黏貼反光球

（如圖 2），以收取槍身移動資料進而判斷擊發時間點。動力來源為罐裝高壓瓦斯，彈藥使

用 6mm口徑球型塑膠 BB彈（如圖 3）。 

（二）標靶（紙）：將符合 10m空氣手槍正式比賽規格的靶紙以等比例放大 3.33倍印製於 A3大小

之白紙，面積為 410mm x 298mm，內 10分環直徑為 14.5mm（±0.1mm），其外圈 10分環直

徑約 30mm，每向外擴張一環增加 28mm，至 1分環尺寸為 283mm，靶環線寬度約 1mm，

7-10環為黑色，1-6環為白色，1-10環的分數數字印製在靶的垂直和水平兩條直徑上，數字

高度在 9mm以內（如圖 4）。標靶架設位置距離射擊線 10m±0.05m，靶心測量至標靶架設位

置的地面垂直高度約 1.4m±0.05m。 

（三）三維動作捕捉系統 (Cortex V4, Motion Analysis Corp., Santa Rosa, CA, USA)，包含 6台外接

式紅外線攝影機 (Osprey Digital Camera, Santa Rosa, CA, USA)、桌上型電腦、與動作分析軟

體，主要用來擷取手槍瞄準至擊發瞬間的動作資料。紅外線攝影機架設於射擊位置周邊，以

能夠清楚拍攝到實驗參加者執行射擊瞄準任務的過程為原則，每次實驗前必須進行系統校正，

電腦主機放置在射擊位置的後方，除了蒐集資料之外以便掌握實驗流程；標記反光球固定於

參加者頭部枕骨隆突的位置、雙手的手腕橈側，以獲取身體擺動及持槍手移動的資料。另以

反光球黏貼在槍管最前端及滑套後四分之一處，收取槍管滑套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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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格洛克瓦斯槍及反光球 

 

 

 
 
 
 
 
 
 
 

圖 3  罐裝瓦斯及 BB彈          
 

  
 

 
 
 
 
 
 
 
 

圖 4  標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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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一  

（一）實驗參與者 

招募射擊專項選手 12名（20-40歲），評選標準為從事射擊訓練達 5年以上，且曾經參與全

國第一級比賽、國際綜合型賽事、或單項比賽等，另招募 12名一般成人作為對照組（20-40

歲）。實驗參與者於近三個月內保持身體健康狀態，視力正常或矯正後正常，而且無前庭與

神經性等影響姿勢平衡的病史。 

（二）實驗程序 

由實驗者說明試射與正式射擊時應注意的事項，包含操作手槍時的安全守則。校正儀器之後，

在參與者的頭部枕骨隆突的位置，以及雙手手腕橈側固定反光球，接著開始空槍試射，慣用

手與非慣用手各練習 5次。先請參與者站立射擊位置，以動作分析儀器錄製兩次、一次約 5

秒鐘安靜站立之身體擺動，接著於進入正式射擊階段。 

每位參與者可依自身條件採用射擊站姿，但皆須單手持槍並保持手肘伸直。預備射擊時，先

裝彈，持槍手自然向下，與身體垂直線的夾角不得大於 45度，聽聞射擊開始的訊號後，即

可舉起持槍手瞄準標靶並擊發，每次射擊結束須回到預備姿勢，5發射擊後休息約 1分鐘，

三個區間共 15次射擊後，換至另一手持槍，依循同樣的步驟，三個區間共 15發，完成全部

30發射擊之後，分別統計慣用手與非慣用手（各 15發）的得分。先使用慣用手或非慣用手

的順序，在各參與者之間採平衡消去法 (counterbalance)。全程完成射擊測驗後，致贈實驗

參與費作為答謝。 

 

四、實驗二  

（一）實驗參與者 

以一般成人 32名（20-40歲），作為實驗參與者，左、右慣用手各 16名，收案條件為近三

個月內身體保持在健康狀態，視力正常或矯正後正常，而且無前庭與神經性等影響姿勢平衡

的病史；依據參與者之慣用手分派為右慣用手接受右手射擊練習、右慣用手接受左手射擊練

習、左慣用手接受左手射擊練習、以及左慣用手接受右手射擊練習，共四組。 

（二）實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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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射擊前測 

與實驗一相同，由實驗者在其頭後方、雙手手腕橈側共三個部位固定反光球，並說明射擊的

相關注意事項；開始空槍試射階段，以慣用手和非慣用手各練習 10次，接著正式射擊。正

式射擊的步驟與實驗一相同，每 5次射擊為一個區間，完成三個區間共 15次射擊後，更換

持槍手，同樣進行後 15次的射擊，30發射擊結束後，各自統計慣用手或非慣用手持槍的前

測分數，並記錄瞄準階段的姿勢控制資料，實驗時間約 50分鐘。 

2. 射擊訓練階段 

完成射擊前測之參加者，由實驗者安排射擊訓練的時間，參加者依照左、右慣用手分組，再

區分為右慣用手右手持槍練習、右慣用手左手持槍練習、左慣用手左手持槍練習、與左慣用

手右手持槍練習四個組別。射擊練習每週至少 1次，每次需射擊 60發子彈，共計 4次，每

次約 40-50分鐘。參加者依照同樣的操作程序，進行射擊練習，每 5發休息至少 1分鐘，每

15發統計一次成績，並更換靶紙，唯獨在正式射擊練習時，參與者必須使用前述分組所規

範的持槍手進行練習（各組都只使用相同的一隻手練習），練習期間不進行身體姿勢控制等

相關資料的蒐集，僅統計練習時一輪 15發的總成績。完成 4次訓練後，後測安排在第四次

練習後 24小時，測驗時間約 30分鐘。 

3. 射擊後測 

測試流程包含暖身、空槍試射、正式射擊階段，都與前測相同，擷取 30發射擊成績，以及

身體姿勢控制的資料，完成全部試作後，由實驗者致贈參與費作為答謝。 

 

五、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  

（一）手槍瞄準之身體擺動量 

依據每次手槍擊發的聲音訊號，判讀三維動作擷取系統的時間資料，擷取扣板機前 3秒至擊

發瞬間，頭部後側之反光球在空間中 x與 y軸的位移資料，區分為前後方向 A-P（x軸，與

標靶面垂直）與左右方向M-L（y軸，與標靶面平行），從瞄準到擊發每 1秒為一時間區段，

共三個區段，計算每時間區段內頭部位移的標準差，作為身體姿勢穩定之參照。 

（二）持手槍瞄準之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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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手槍擊發之聲音訊號，檢視動作擷取系統的時間，並擷取扣板機前 3秒鐘，持槍手腕關

節橈側之反光球，在空間中 y與 z軸的位移資料，區分為水平方向M-L（y軸）與垂直方向

Z（z軸），同樣把扣板機前 3秒鐘每 1秒分為三個時間區段，計算此時間內手部位移之移動

量，即代表持槍手姿勢控制的穩定度。 

（三）射擊表現分析 

1. 射擊分數：實驗一蒐集一次性的射擊測驗，以及實驗二的前測與後測，每張靶紙最多 15

發，計算 15發總得分，最高為 150分；實驗一每位參與者有慣用手與非慣用手的射擊分

數，實驗二有前測的慣用手與非慣用手射擊分數，後測則是接受訓練手和非訓練手的射

擊分數。 

2. 絕對誤差值：標記子彈落點位置，並計算與靶紙中心點（圓心）的距離，即半徑誤差，

進一步估算絕對誤差值，代表射擊的準確性。 

3. 恆常誤差值：包含水平與垂直方向，代表射擊誤差的偏向。 

4. 變異誤差值：包含水平與垂直方向，代表射擊的穩定性。 

（四）身體擺動、持槍手移動量與射擊表現之相關分析 

僅針對實驗一，將每一位參與者以慣用手和非慣用手的射擊成績 (射擊靶上的總得分，非轉

換後的 T分數) 與其身體擺動量（包含 A-P軸、M-L軸）、持槍手擺動量（包含垂直軸向、

水平軸向），進行兩兩成對的簡單相關分析。 

 

前述各依變項經兩個實驗蒐集、並計算處理後，依據研究問題進行統計分析。實驗一以射擊專

家與一般成人的身體擺動量、手部移動量、以及射擊成績，其中身體與手部擺動資料分為三個時間

區段扣板機前 3.0-2.0秒、2.0-1.0秒、1.0-擊發瞬間，分別進行 2 (專項經驗) × 2 (持槍手慣用性) 混

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重複量數為持槍手的慣用性，檢驗射擊專項運動員和一般成人以慣用和

非慣用手執行 10m手槍射擊工作，其瞄準期間的姿勢控制與表現是否有不同。 

實驗二以訓練前、後射擊測驗的身體擺動量、手部移動量、與射擊成績作為依變項，身體與手

部姿勢控制資料亦分為三個時間區段，分別進行 4 (組別) × 2 (持槍手慣用性) × 2 (前後測) 混合設

計三因子變異數分析，重複量數為持槍手慣用性和前後測，檢視一般成人之左、右慣用手接受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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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非慣用手的射擊訓練後，是否影響 10m手槍瞄準的姿勢控制與射擊表現。 

從實驗一資料中，分析射擊專家、生手，射擊成績、持槍手手腕、以及身體擺動三者，其兩兩

成對之相關性，檢驗其瞄準期間調整控制的關係，此外，以每發射擊之身體擺動量和射擊得分進行

相關係數分析，檢視專家與生手在執行射擊工作時，身體擺動與射擊成績的關係。 

本研究之顯著水準 α定為 .05，獨立因子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重複量數因子採用

Bonferroni事後比較法，並計算效果大小 (簡稱 ES)，且如果統計結果違反球形檢定 (Mauchly 

Spherical Test)，將採 Geisser-Greenhouse校正的方式來調整自由度，使研究結果不造成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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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    結果與討論  

一、專家與生手的射擊表現 

（一）射擊成績 T-score 

    因射擊成績為等距級數而非連續數，違犯變異數分析之基本假定，是故將原始射擊分數轉換為

T分數再行分析，結果顯示 2 (組別) x 2 (持槍手慣用性) 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100, p 

= .755, ηp
2 = .005)；主效果顯示，組別差異達顯著，專家組射擊成績顯著優於生手組 (F(1,22) = 46.538, 

p = .000, ηp
2 = .679)，符合實驗假說，但持槍手慣用性的差異檢證上並未達顯著 (F(1,22) = 1.535, p 

= .228, ηp
2 = .065)，數據顯示，不論組別，慣用手的射擊表現微幅優於非慣用手，這或許意味著執

槍手恐非影響射擊成績的主要因素，知覺因素可能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是以連同有長期練習經

驗的專家射擊選手，兩手表現的差異也不大，這也表示射擊有高度的對側遷移性。 

        

 

（二）絕對誤差 (AE) 

    標定彈著點座標，以畢氏定理回推計算其距離靶心位置之半徑誤差，即為絕對誤差值，相較於

等距的射擊分數是更為精確反映射擊誤差之依變項，惟部分彈著點在靶紙之外，無法劃定彈著點，

是以訂定「前測至少五發且後測至少七發上靶（得分）」排除分析條件，以避免誤差距離被低估而

無法反應出真實彈著點分布之情形，依此條件篩選後，所有參與者皆符合此條件，故未排除任一參

與者之資料；4 (組別) x 2 (持槍手慣用性) 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441, p = .513, ηp
2 

= .020)，近一步檢視主效果，持槍手射擊之絕對誤差值亦未達顯著差異 (F(1,22) = 1.252, p =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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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射擊成績原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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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p
2 = .188)，顯示射擊的執槍手訓練特定性或許不高，非為射擊準確度的關鍵因素，而在組別差異

的檢證上，結果顯示兩組差異達顯著水準 (F(1,22) = 29.557, p = .000, ηp
2 = .573)，符合實驗假說，

與射擊分數 t-score之分析結果相仿。 

 

 

（三）X軸恆常誤差 (CE) 

    以標靶X軸軸向上之恆常誤差作為變異數分析之依變項，結果顯示 2 (組別) x 2 (持槍手慣用性) 

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215, p = .647, ηp
2 = .010)，主效果皆未達顯著。 

 

 

 

（四）Y軸恆常誤差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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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標靶 Y軸之恆常誤差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結果發現 2 (組別) x 2 (持槍手慣用性) 二因子交互

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3.497, p = .075, ηp
2 = .137)，主效果皆未達顯著。 

 

 

 

（五）X軸變異誤差 (VE) 

    以標靶 X軸之變異誤差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2 (組別) x 2 (持槍手慣用性) 二因子交互

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F(1,22) = .049, p = .826, ηp
2 = .002)，組別差異達顯著(F(1,22) = 16.566, p = .001, 

ηp
2 = .430)，射擊專家組相較於生手組有較小的變異誤差，顯示專家的在水平軸向彈著點的位置更

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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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Y軸變異誤差 (VE) 

    以標靶 Y軸（絕對空間垂直軸）之變異誤差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2 (組別) x 2 (持槍手

慣用性) 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F(1,22) = 2.179, p = .154, ηp
2 = .090)，組別差異達顯著

(F(1,22) = 12.911, p = .002, ηp
2 = .370)，射擊專家組相較於生手組有較小的變異誤差，顯示專家的在

垂直軸向彈著點的位置更為穩定。 

 

 

二、專家與生手的身體擺動量 

（一）擊發前一秒之身體擺動量：A-P軸（矢狀軸） 

    以 2 (組別) x 2 (持槍手慣用性)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結果顯示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859, p = .364, ηp
2 = .038)，主效果則顯示組別差異達顯著  (F(1,22) = 33.612, p = .000, ηp

2 

= .604)，專家組的身體擺動量小於生手組的身體擺動量，符合實驗預期，專家在擊發前有更穩定的

站立姿勢，亦有較佳的射擊表現成績。 

（二）擊發前一秒之身體擺動量：M-L軸（橫軸） 

    以 2 (組別) x 2 (持槍手慣用性)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結果顯示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004, p = .947, ηp
2 = .000)，主效果則顯示組別差異達顯著  (F(1,22) = 5.350, p = .030, ηp

2 

= .196)，專家組的身體擺動量小於生手組的身體擺動量，符合實驗假說，專家在擊發前有更加穩定

的站姿，亦有較佳的射擊表現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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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與生手的持槍手擺動量 

（一）擊發前一秒之持槍手擺動量：Z軸（垂直軸） 

    Z軸手部位移直接對應了子彈在標靶 Y軸的落點，以 2 (組別) x 2 (持槍手)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考驗持槍手擺動量之差異，結果顯示：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106, p = .747, ηp
2 = .005)，

主效果則發現組別 (F(1,22) = 18.330, p = .000, ηp
2 = .454) 與持槍手 (F(1,22) = 6.550, p = .018, ηp

2 

= .229) 的差異皆達顯著，這顯示專家在擊發前一秒有更穩定的手部控制，慣用手相較於非慣用手，

也有更好的控制，與實驗預期相符，亦對應了較佳的射擊表現。 

（二）擊發前一秒之持槍手擺動量：Y軸（橫軸） 

    Y軸手部位移直接對應了子彈在標靶 X軸的落點，以 2 (組別) x 2 (持槍手)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考驗持槍手擺動量，結果顯示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22) = 1.155, p = .294, ηp
2 = .050)，主效果則顯

示組別差異達顯著 (F(1,22) = 12.026, p = .002, ηp
2 = .353)，專家在擊發前，有更穩定的手部橫向控

制，與實驗假說相符，亦對應了其相對較佳的射擊成績。 

 

四、各時間區段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 

（一）專家組 

    1. A-P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擊發前 0-1秒（擊發前一秒）、擊發前 1-2秒（擊

發前兩秒）、擊發前 2-3秒（擊發前三秒）」時間區段之身體擺動量進行統計考驗，結果發現：

身體擺動差異達顯著 (F(2,22) = 14.558, p = .000, ηp
2 = .570)，事後比較發現，擊發前一秒的身

體擺動量顯著小於擊發前兩秒與擊發前三秒，擊發前兩秒的身體擺動量亦小於擊發前三秒，

顯示射擊專家能在擊發前將身體擺動有效地限縮，維持身體的穩定，並有效地提升射擊準確

度，獲致較佳的射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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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非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非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之身體擺動量進行

統計考驗，結果發現：身體擺動差異達顯著 (F(2,22) = 5.746, p = .010, ηp
2 = .343)，事後比較發

現，擊發前一秒與擊發前兩秒的身體擺動量顯著小於擊發前三秒，顯示射擊專家即便是在非慣

用手射擊情境，亦能在擊發前將身體擺動逐漸地限縮，維持身體的穩定，這意味著身體擺動與

持槍手的控制是相對地獨立。 

 

 

3. M-L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之各時間區段身體擺動量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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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射擊專家組慣用手射擊之各時間區段身體擺動量 

圖 12  射擊專家組非慣用手射擊之各時間區段身體擺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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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結果顯示身體擺動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F(2,22) = .334, p = .720, ηp
2 = .029)，這可能意味

著在射擊表現上，M-L軸的穩定性相較於 A-P軸是相對較不重要的因子，即便在熟悉的慣用

手情境，射擊專家也未刻意將此軸向的擺動加以減降。 

4. M-L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非慣用手射擊 

    針對非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身體擺動量，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

檢驗，結果發現不同時間區段之身體擺動差異亦未達顯著水準 (F(2,22) = 1.043, p = .369, ηp
2 

= .087)。 

 

（二）一般成人組 

1. A-P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擊發前 0-1秒（擊發前一秒）、擊發前 1-2秒（擊

發前兩秒）、擊發前 2-3秒（擊發前三秒）」時間區段之身體擺動量進行統計考驗，結果發現，

違反球形檢定，以 Greenhouse-Geisser修正，身體擺動差異未達顯著 (F(1.114,11.143) = 3.982, 

p = .068, ηp
2 = .285)。 

2. A-P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非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非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之身體擺動量進行

統計考驗，統計分析結果發現違反球形檢定，以 Greenhouse-Geisser修正，身體擺動差異未達

顯著 (F(1.188,13.070) = 4.335, p = .052, ηp
2 = .284)。 

3. M-L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之各時間區段身體擺動量進行統計

考驗，結果顯示身體擺動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F(2,22) = 1.674, p = .213, ηp
2 = .143)，這意味著

在一般成人參與者並未有在擊發前大幅減降身體擺動幅度之能力，這也反映在射擊成績之

上。 

4. M-L軸身體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非慣用手射擊 

    針對非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身體擺動量，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

計檢驗，結果發現各區間身體擺動差異達顯著水準 (F(2,22) = 5.438, p = .012, ηp
2 = .331)，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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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前一秒與擊發前兩秒的身體擺動量皆小於擊發前三秒之身體擺動量，然而在射擊專家組並

無發現此一情形，且射擊專家在此情境下的身體擺動幅度亦小於一般成人。 

五、各時間區段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 

（一）專家組 

1. Z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之持槍手擺動量進行

統計考驗，結果發現：持槍手擺動量差異達顯著 (F(2,22) = 6.935, p = .005, ηp
2 = .387)，事後

比較發現，擊發前一秒與擊發前兩秒的持槍手擺動量皆顯著小於擊發前三秒，顯示在擊發前，

射擊專家降低了手部在垂直軸上的晃動。 

 

 

2. Z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非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之身體擺動量進行統

計考驗，結果發現：持槍手擺動量差異達顯著 (F(2,22) = 15.614, p = .000, ηp
2 = .587)，事後比

較發現，擊發前一秒的持槍手擺動量顯著小於擊發前兩秒的持槍手擺動量，且擊發前兩秒的

持槍手擺動量亦顯著小於擊發前三秒，這表示在擊發前，射擊專家也能有效地降低了非慣用

手在垂直軸上的晃動，有相當的動作遷移效果，這在實驗預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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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射擊專家組慣用手射擊之各時間區段橫軸持槍手擺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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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之各時間區段持槍手擺動量進行統

計考驗，結果顯示持槍手擺動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F(2,22) = 1.982, p = .162, ηp
2 = .153)，這可

能意味著在射擊表現上，X軸的穩定性相較於 Y軸是相對較不重要的因子，與身體擺動的控

制相類似，即便在熟悉的慣用手情境，射擊專家也未刻意將此軸向的擺動加以減降。 

4.Y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射擊專家組非慣用手射擊 

    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之各時間區段持槍手擺動量，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

計考驗，結果發現：持槍手擺動量雖有漸小的趨勢，但各時間區間的持槍手擺動量並未達顯

著差異之水準 (F(2,22) = 3.408, p = .051, ηp
2 = .237)。 

（二）一般成人組 

1. Z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之持槍手擺動量進行

統計考驗，結果發現：持槍手擺動量差異達顯著 (F(2,22) = 8.545, p = .002, ηp
2 = .461)，事後

比較發現，擊發前一秒的持槍手擺動量小於擊發前兩秒的持槍手擺動量，且擊發前兩秒的手

部晃動情形亦小於擊發前三秒，顯示在擊發前，一般成人也降低了手部在垂直軸上的晃動，

甚至比射擊專家組的晃動還小，但並未直接反映在射擊表現成績之上，足見晃動幅度與射擊

表現，不全然是呈現完全線性之關係，另一可能是專家有更佳的肢段協調，以維持整體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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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射擊專家組非慣用手射擊之各時間區段垂直軸持槍手擺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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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此些肢段可能不在本實驗所觀察的標的之中。 

 
 
 

2. Z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非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各時間區段之持槍手擺動量進行

統計考驗，結果發現：持槍手擺動量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F(2,22) = 2.487, p = .106, ηp
2 = .184)，

但仍有愈接近擊發，擺動幅度愈小的趨勢。 

3. Y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慣用手射擊 

    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之各時間區段持槍手擺動量進行統

計考驗，結果顯示持槍手擺動量差異達顯著水準 (F(1.183,11.827) = 6.844, p = .019, ηp
2 = .406)，

事後比較結果顯示：擊發前一秒與擊發前兩秒的持槍手擺動量皆小於擊發前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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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一般成人組慣用手射擊之各時間區段垂直軸持槍手擺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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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軸持槍手擺動量之時間序列差異：一般成人組非慣用手射擊 

    針對慣用手射擊情境之各時間區段持槍手擺動量，以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

計考驗，結果發現資料違犯球形檢定，檢視 Greenhouse-Geisser調整後的數據發現，各時間區

段之持槍手擺動量達顯著 (F(1.217,13.387) = 9.854, p = .001, ηp
2 = .473)，擊發前一秒與擊發前

兩秒的持槍手擺動量皆小於擊發前三秒。 

 

 

六、射擊成績與身體控制之相關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射擊表現與身體控制的關係，擷取每一位參與者使用慣用手和非慣用手的射擊成

績 (射擊靶上的總得分，非轉換後的 T分數) 與其身體擺動量（包含 A-P軸、M-L軸）和持槍手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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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一般成人組慣用手射擊之各時間區段橫軸持槍手擺動量 

圖 17  一般成人組非慣用手射擊之各時間區段橫軸持槍手擺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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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量（包含 Z軸、Y軸），進行兩兩成對的簡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無論使用慣用手或非慣用手，

一般成人的射擊成績與持槍手在垂直方向（Z軸）的擺動量有顯著的負相關，意味著當持槍手上下

晃動越小，則射擊成績越高 (如表 1)；反之，兩個軸向的身體擺動、以及持槍手水平方向的擺動量，

和射擊成績的相關都未達顯著水準，無論慣用手或是非慣用手皆是如此。另一方面，射擊專家使用

慣用手或是非慣用手，射擊成績與身體擺動量、持槍手擺動量的關係，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1  一般成人組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之射擊成績與身體控制變項之相關係數 

	   A-‐P軸向身體擺動	   M-‐L軸向身體擺動	   Z軸持槍手擺動	   Y軸持槍手擺動	  

慣用手	  

射擊成績	   	  
-‐.084	   .125	   -‐.858***	   -‐.290	  

非慣用手	  

射擊成績	   	  
.265	   .381	   -‐.689*	   	   	   .993	  

*** p < .001, * p < .05 

 

表 2  射擊專家組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之射擊成績與身體控制變項之相關係數 

	   A-‐P軸向身體擺動	   M-‐L軸向身體擺動	   Z軸持槍手擺動	   Y軸持槍手擺動	  

慣用手	  

射擊成績	   	  
.103	   .051	   .035	   .084	  

非慣用手	  

射擊成績	   	  
-‐.095	   -‐.486	   -‐.157	   -‐.471	  

 

 

     

實驗二    結果與討論  

一、射擊表現分析 

（一）射擊成績 t-score 

    射擊成績為非連續數，違犯變異數分析之基本假定，是故將原始射擊分數轉換為 t分數再行分

析，結果顯示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8) = 2.613, p = .071, 

ηp
2 = .219)，近一步檢視二因子交互作用，發現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二因子交互作用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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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8) = 6.533, p = .016, ηp
2 = .189)；此外，前後測主效果達顯著 (F(1,28) = 23.973, p = .000, ηp

2 

= .461)，後測成績顯著優於前測，與實驗預期相符，這意味著經過練習後，參與者的射擊成績有一

定程度的提升；持槍手測驗成績亦達顯著 (F(3,28) = 6.734, p = .015, ηp
2 = .194)，慣用手有較佳的射

擊表現，組別則未達顯著差異。 

 

 

（二）絕對誤差 (AE) 

    標定彈著點位置，計算其距離靶心位置之半徑誤差，即為絕對誤差值，相較於等距級數的射擊

分數，是更能精確反映射擊誤差之依變項，惟部分彈著點在靶紙之外，無法劃定彈著點，是以訂定

「前測至少五發且後測至少七發上靶（得分）」排除分析條件，以避免誤差距離被低估而無法反應

出真實彈著點分布之情形，依此條件篩選後，R-R組納入分析的資料減為 7位，L-L組則為 6位，

另兩組則維持為 8位；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5) = .801, 

p = .505, ηp
2 = .088)，近一步檢視二因子交互作用，皆無交互作用，主效果則顯示前後測 (F(1,25) = 

4.292, p = .049, ηp
2 = .147) 與持槍手 (F(1,25) = 6.394, p = .018, ηp

2 = .204) 的絕對誤差達顯著差異，

後測優於前測，慣用手優於非慣用手，組別亦無差異，大致與射擊分數 t-score之分析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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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X軸恆常誤差 (CE) 

    以標靶 X軸之恆常誤差進行統計考驗，結果顯示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交

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5) = .144, p = .933, ηp
2 = .017)，二因子交互作用與主效果皆未達顯著。 

 
 

（四）Y軸恆常誤差 (CE) 

    以標靶Y軸之恆常誤差作為依變項進行三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發現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5) = 1.330, p = .287, ηp
2 = .138)，二因子交互作用皆未

達顯著，而在主效果則發現持槍手差異達顯著，慣用手相較於非慣用手有較小的恆常誤差，彈著點

多在靶心之上。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PRE-D PRE-ND POST-D POST-ND 

絕
對
誤
差

 (c
m

)

射擊情境

R-D 
R-ND 
L-D 
L-ND 

-3.00 
-2.00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PRE-D PRE-ND POST-D POST-ND 

X
軸
恆
常
誤
差


射擊情境

R-D 
R-ND 
L-D 
L-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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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標靶 X軸軸向之恆常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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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X軸變異誤差 (VE) 

    以標靶 X軸之變異誤差分析，結果顯示：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 (F(3,25) = 1.126, p = .358, ηp
2 = .119)，二因子交互作用與主效果皆未達顯著。 

 
 
 

（六）Y軸變異誤差 (VE) 

    以標靶 Y軸之變異誤差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結果發現，結果顯示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

後測) 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5) = .070, p = .975, ηp
2 = .008)，二因子交互作用皆未達顯著，

主效果則顯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 (F(1,25) = 6.445, p = .018, ηp
2 = .205)，後測有較低的變異誤差，顯

示經過四次練習之後，穩定度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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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標靶 Y軸軸向之恆常誤差 

圖 22  標靶 X軸軸向之變異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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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瞄準階段的身體控制 

（一）A-P軸身體擺動量 

    以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 A-P軸身體擺動量進行統計考

驗，結果發現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8) = .376, p = .539, ηp
2 = .073)，二因子交互作用與主效果皆

未達顯著，顯示經過四次的練習，雖有效地提升了射擊表現成績，但並未使參與者的姿勢控制更加

穩定，這也間接驗證了成績與身體擺動並非為完全的線性關係。 

（二）M-L軸身體擺動量 

    針對M-L軸身體擺動量，以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考

驗，結果發現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8) = .154, p = .926, ηp
2 = .016)，二因子交互作用皆未達顯著，

僅在前後測之身體擺動量差異達顯著(F(1,28) = 4.517, p = .043, ηp
2 = .139)，後測的身體擺動量小於

前測，顯示透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四組參與者皆提升了身體穩定度，並獲致射擊表現的進步。 

三、手部擺動量 

（一）Z軸持槍手擺動量 

    以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 A-P軸持槍手擺動量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8) = .722, p = .547, ηp
2 = .072)，二因子交互作用與主效果皆未達

顯著，顯示經過四次的練習，雖然射擊表現成績有所提升，但並未使參與者的手部控制更加穩定。 

（二）Y軸持槍手擺動量 

    以 4 (組別) x 2 (持槍手) x 2 (前後測) 三因子變異數分析M-L軸之持槍手擺動量，結果發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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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標靶 Y軸軸向之變異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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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未達顯著 (F(3,28) = 1.334, p = .283, ηp
2 = .125)，二因子交互作用與主效果皆未達顯著，這意

味著手部的穩定性，可能與射擊成績的進步無直接相關。 

 

結論  

根據結果與討論，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有二：第一、射擊專家有較穩定的身體與手部控制能力，

亦有較佳的射擊成績，與實驗假說相符，此外發現未經射擊訓練的健康成人，無論使用慣用手或非

慣用手射擊，當垂直軸向的手部晃動愈小，其射擊的成績愈好，然而此關聯性並未在射擊專家身上

顯現。第二、經練習後，個體的射擊表現有明顯提升，後測成績顯著優於前測，而且慣用手的射擊

表現優於非慣用手，但在身體姿勢與手部控制上，僅有少部分數據顯示穩定度增加，顯見有其他因

素影響了射擊的成績表現，更待未來研究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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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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31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第 23 屆歐洲運動科學院會議(23rd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主題是”尖端的運動科學”(Sport Science at the Cutting Edge)，旨在透過嚴謹的研究，將運動科學推向高

峰，強調運動科學研究發現應用於競技運動的提升以及健康促進。歐洲運動科學院創立於 1995 年，每

年舉辦國際會議，旨在推廣運動有關的科學和研究，尤其強調運動科學與運動醫學的科際

(interdisciplinary)整合。 

本次研討會共計有 2900 人參加，與會者的背景主要包括運動科學所屬各學科(主要是運動生理

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心理學和運動醫學)的研究者。會議形式含:主題演講共同時段(plenary sessions),

邀約演講共同時段(invited sessions),口頭和迷你口頭(4 分鐘)發表時段(oral and mini-oral sessions)、傳統

海報發表時段(conventional poster sessions)、以及電子海報發表時段(E-posters sessions)。所發表的議題: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112– 

計畫名稱 空氣手槍射擊表現與瞄準時的身體擺動－檢驗練習與經驗效應 

出國人員

姓名 
卓俊伶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2018 年 7 月 4 日

至 

2018 年 7 月 7 日 

會議地點 
都柏林，愛爾蘭 (Dublin, Ireland) 

會議名稱 

(中文) 第 23 屆歐洲運動科學院會議 

(英文) 23
rd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發表題目 

(中文) 自我控制回饋行為的決定因子：檢驗決策時宜與前次動作表現 

(英文)  Determinants of self-controlled feedback behavior: Examination    

of decision timing and previous movement performance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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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訓練與測驗(Training and Testing) 325 篇，16%，生理學(Physiology) 293 篇，14,5%，健康與體適能 

(Health and Fitness) 217 篇，11%，生物力學(Biomechanics) 142 篇，7%，運動醫學和整形外科(Sport 

medicine & orthopaedics) 134 篇，6,5%，心理學(Psychology) 116 篇，6%。 

本次研討會來自台灣的發表者共計有 94 位，本人帶領博士生王重引，分別進行傳統海報發表，

並且全程積極參與聽講與討論活動。 

 

二、與會心得 

此次研討會的特點是多元學科融合，好處在於互通新知訊息以及知曉最新研究議題與策略，然而

缺點是學理理念能有隔閡，這可能是運動科學學科發展的必然現象。 

此次研討會參加者眾多，以致行政事務在籌備方面，顯然服務不足。在研討議事效率方面，由於

是專業會議中心執行，尚稱順利。 

 

三、發表論文摘要 

Determinants of self-controlled feedback behavior: Examination of decision timing 

and previous movement performance 

 

Hank Junling Jwo, Min-Jen Tsai, Shih-Wei Wu, and Chung-Yin W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Previous researches suggested self-control is a motor learning variable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self-determination. Besides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for learning strategies, it is feasible for learners to 

initiate self-regulation on the decision of practice or feedback to shape individualized practice schedules 

while being in the condition with autonomy. The findings of self-controlled feedback researches indicated 

that learners’ feedback request pattern was affected by perceived and actual motor performance, and 

involved with perceived competence and outcome expectation. Thus,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feedback requesting in the course of motor learning acquisition. The effect 

of performance of previous trial on motor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were examined by manipulating 

feedback decision timing and opportunity of self-controlled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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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irty-six adults were recruited 36 as participants who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Pre-self-controlled 

feedback, Pre-self-controlled feedback yoked, or Self-controlled yoked groups. Golf- putting precision 

was adopted as experimental task. The experiment consisted of 60 practice trials and 24hr delay retention 

test of 12 trials.  

Result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previous trials that learners requested feedback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rials that they did not request feedback in Pre-self-controlled group during 

acquisition phase. Pre-self-controlled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 higher accuracy than that of 

Pre-self-controlled yoked group and Self-controlled group in retention test. 

Conclusions: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making decision of feedback provision prior to motor performance benefits 

motor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under a self-controlled circumstance. Also, feedback requesting prior to 

motor performance depends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vious motor performance. Thus, self-controlled 

feedback prior motor execution is a variable of motor performance and motor learning. 

 

四、建議 

 建議往後國內舉辦研討會時，採用電子海報(E-poster)發表方式，以利更有效率進行研討。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手冊 (Final Program)(活動網址: http://sport-science.org/) 

 

六、其他: 附錄 

附錄一: 海報內容 

附錄二: 海報發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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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海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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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海報發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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