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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預先計劃運動表現 (planning performance, PP) 與反應性運動表現 (reactive performance, RP) 

都是賽場所需的技術運用能力，但不同競技水準選手的 PP 和 RP 可能存有差異。本研究的目的是量

化拳擊選手以 PP 及 RP 執行專項動作與一般動作（蹲踞跳高度、伏地推高度）之運動表現，並分析

不同競技水準拳擊選手 PP 與 RP 之差異。方法 : 16 位青少年男子拳擊選手依競賽成績區分為優秀

組 (n=6) 及一般組 (n=10)。以運科儀器量化受試者以 PP 及 RP 的方式執行拳擊專項動作與一般動

作之運動表現。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組內 PP 及 RP 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

二組間各依變項之差異，顯著水準定為 α =.05。結果 : 優秀組 PP 的專項動作反應時間及專項打擊

時間 (單拳、雙拳、連續 6 拳) 顯著優於 RP (p < .05)，但一般運動表現無顯著差異(p > .05)；一般組

無論是專項運動表現或一般運動表現，PP 均顯著優於 RP(p < .05)。優秀組以 RP 執行單拳及連續 6

拳的專項打擊時間顯著優於一般組 (p < .05)。結論 :相同技能水準的選手，以既定計畫執行的 PP 運

動表現優於需要因應刺激做出反應的 RP 運動表現。競技水準較佳選手執行發力時間較長的動作，

不受 PP與 RP的影響。以 RP執行單拳與連續 6拳的能力是優秀拳擊與一般拳擊選手關鍵的差異，

故推論優秀拳擊選手的優勢建立於執行專項動作時快速的反應時間及肌肉能連續且快速收縮的能

力。 

 

關鍵詞：技擊運動、專項動作、反應時間 

 

壹、緒論

優異的反應能力有助於特定運動技術的發揮，讓

選手得以盡速發動攻擊更可縮短總體運動時間，是技

擊項目 (例如空手道、拳擊、跆拳道及擊劍等) 至關

重要的能力 (Iermakov, Podrigalo, & Jagiełło, 2016)。在

競技運動賽場上，選手發動攻擊的原因可能是戰略的

運用，稱為預先計劃運動表現 (planning performance, 

PP)，或是對於某一種狀況的對應表現，稱為反應性運

動表現 (reactive performance, RP)。但不同技能水準選

手的 PP 和 RP 可能存有差異 (Sekulic, Krolo, Spasic, 

Uljevic, & Peric, 2014; Spasic, Krolo, Zenic, Delextrat, 

& Sekulic, 2015)。以拳擊運動為例，選手自主攻擊對

手是 PP；而因應對手動作 (攻擊或防禦) 引起的視覺

刺激完成攻擊或反擊則為 RP。PP 與 RP 都是賽場所

需的技術運用能力，近年來運科研究企圖解析此二種

能力是否作為量化選手技能表現的關鍵指標。

Giovanni, Michalis, Enzo, Eugenio, Giovanna, Giuseppe, 

與 Alessandra (2017) 比較不同層級足球選手依照預

知路徑的折返跑 (changes of direction, CODS) 及利用

視覺感知的反應性折返跑 (reactive agility, RA)，其速

度表現是否具有差異，研究結果顯示資深組的反應性

折返跑速度顯著優於新生組。但 Haris, Erik, Ante, Ivan, 

Ognjen, Miodrag, 與 Damir (2018) 比較二個技能水

準的足球員改變方向折返跑及反應性折返跑的速度，

研究結果發現優秀組改變方向折返跑的速度顯著優於

初級組，但二組間反應性折返跑的速度無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可知，預先計劃運動表現或利用視覺感知做

出反應的運動表現雖為競賽所需能力，但是否作為選

手技能水準評量的依據，文獻回顧結果仍有分歧。此

外，建構可量化競賽所需能力的檢測方式，一直是訓

練科學努力的目標之一，因精準的量化數據不但能監

控與評估運動員技能表現更是技術訓練的參考依據。

拳擊運動屬於短時間快收縮速度的技擊項目，除必備

極快與正確的反應能力外，負責發力的下肢爆發力與

展現出拳速度的上肢爆發力，均是拳擊選手關鍵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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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現 (Pedro, Leandro, & António, 2015)。在運科研

究中常以閃燈代表發動攻擊的訊號並計算整體動作的

時間做為量化 RP 的檢測策略 (Bianco, et al. 2011; 

Stefan, Miroslav, Iva, Jan, & Zbigniew, 2017)。現階段，

蹲踞跳的檢測廣泛用於評估下肢發力率與爆發力的指

標 (張瑞祥、張木山、王令儀、辜瀞儀，2010)；以爆

發性的上肢力量將自身或外部負荷 (物體) 彈射至空

中的彈震式動作檢測則可量化上肢肌群快速產生力量

的能力 (Moir, Munford, Moroski, & Davis, 2018)。另一

個值得訓練科學關注的議題是，研究已證實參加國際

競賽且開始有高峰表現的運動員年齡不斷下降，特別

是男性的技擊、體操及游泳項目  (Longo, Siffredi, 

Cardey, Aquilino, & Lentini, , 2016)。因此針對青少年

選手積極規劃最高級別賽事的長期培訓計劃與運科協

助是各國競技育才的策略。綜合以上，本研究針對青

少年拳擊選手及上述檢測策略，量化並比較不同層級

選手以自主執行動作的方式 (PP) 及看到燈光訊號再

執行動作的方式 (RP)，其一般運動表現 (蹲踞跳、伏

地推) 與拳擊專項運動表現 (專項反應時間、專項打

擊時間) 之差異。本研究之重要性包括：可分析出相

同競賽成績選手 PP 與 RP 是否具有差異？可釐清不

同競賽成績水準選手間 PP 與 RP 是否具有差異？可

建構拳擊選手專項技能的檢測策略。 

 

貳、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以 16位青少年男子拳擊選手為受試者，經

研究目的與檢測內容說明後均自願參與本研究並與家

長共同簽署受試者同意書。所有受試者依近二年競賽

成績分層分配，受試者招募時首先排除曾獲得全國成

績第二名與第三名者，再將 16名受試者區分為具國手

資格或全國冠軍之優秀組 (n=6) 及未曾取得全國成

績前三名之一般組 (n=10)。受試者之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受試者基本資料 (n=16) 

組別 年齡 (yr) 身高 (cm) 體重 (kg) 

優秀組 16.1±1.2 170.1±4.7 57.9±8.5 

一般組 16.3±0.9 171.0±3.1 59.9±5.5 

 

 

二、檢測方法 

本研究自變項包括技能水準 (競賽成績) 及運動

表現方式 (PP, RP)。依變項包括: 一般運動能力(蹲踞

跳高度、伏地推高度) 及專項運動能力 (專項反應時

間、專項打擊時間)。各依變項之檢測方法如下： 

(一) 蹲踞跳檢測 

以測力板 (force plate, PASCO, American) 測量受

試者蹲踞跳之高度 (取樣頻率設定為1000Hz)。測試時

受試者手插腰並以 180度自然站立，下蹲至膝關節角

度約 90度後迅速跳起，擷取測力板訊號消失與訊號再

次出現的時間 (空中滯留時間) 計算跳躍高度 (根據

自由落體運動h=1/2gt
2，將騰空時間除以2帶入公式取

得高度)。PP檢測時，受試者準備好即可自行跳躍；

RP檢測時受試者看到燈光亮起後迅速完成蹲踞跳動

作。所有受試者須完成 PP及 RP檢測各 3次，每次中

間休息 30秒，擇優紀錄作為分析資料。 

(二) 伏地推檢測 

以測力板 (force plate, PASCO, American) 測量受

試者伏地推之高度。受試者以伏地挺身姿勢二手伸直

於測力板。當受試者準備好後自行執行伏地推動作，

但必須以最快速度將身體推至空中 (圖1)。擷取測力

板訊號消失與訊號再次出現的時間 (空中滯留時間) 

根據自由落體運動 h=1/2gt
2 

(騰空時間除以二) 計算

出推蹬身體至空中的高度。PP檢測時，受試者準備好

即可自行完成動作；RP檢測時受試者看到燈光亮起後

迅速完成動作。所有受試者須完成 PP及 RP檢測各 3

次，每次中間休息 30秒，擇優紀錄作為分析資料。 

 

 

圖 1 伏地推動作示意圖 

 

(三) 專項動作反應時間 

以反應燈訓練系統  (trainer kit , Blaze Pod, 

American)測量受試者以直拳動作觸擊燈光之整體時

間。檢測前將六顆反應燈以併排方式 (上下各 3顆反

應燈) 裝置於沙包上，第一排燈光高度為 120 公分，

每顆反應燈間距 5公分。檢測時，受試者立於沙包前

方，反應燈訓練系統之軟體會以倒數 3秒方式啟動燈

光，當六顆反應燈全亮瞬間，受試者以最快速度依序

觸擊反應燈 (觸擊後立即熄滅)，待六顆反應燈全熄滅

後，系統會顯示全程時間作為 PP 之專項反應時間。

RP 專項反應時間檢測時受試者立於沙包前方，反應燈

訓練系統之軟體以倒數 3 秒方式啟動燈光，六顆反應

燈會隨機亮燈，受試者要以最快速度觸擊亮起的反應

燈 (觸擊後反應燈熄滅另一顆反應燈立即亮起)，待六

顆反應燈全已觸擊且熄滅後，系統會顯示全程時間作

為 RP 專項反應時間。PP 及 RP 專項反應時間各測試 

3 次，每次中間休息 30 秒，擇優紀錄作為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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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項打擊時間 

以肌電感應器的慣性測量器  (trigno EMG & 

additional sensors, Delsys, American) 內置之三軸加速

規擷取受試者以單直拳、雙直拳及連續 6直拳攻擊沙

包之秒數。前導實驗 (Pilot test) 確認拳擊選手以直拳

攻擊沙包時，黏貼於受試者右肩及右膝之慣性測量器

最早產生訊號，故本測試將慣性測量器黏貼於受試者

右肩三角肌中束處 (用以紀錄 PP 動作開始的時間)，

另一顆慣性測量器黏貼於沙包正前方離地 150 公分

高的位置 (紀錄每一拳擊中沙包的時間)。此外，將同

步組件 (trigger module, Delsys, American) 之燈光裝

置於第二顆慣性測量器旁 (受試者可直視的位置)。檢

測時，受試者以專項攻擊姿勢站立於沙袋前方 (紀錄

每一位受試者選擇之距離)，準備好後以最快速度攻擊

沙包，以受試者右肩慣性測量器訊號產生至沙包的慣

性測量器訊號產生之時間作為 PP 專項打擊時間。RP

專項打擊時間則是計算受試者看到同步組件之燈光裝

置亮燈至攻擊沙包使慣性測量器產生訊號之時間。PP

及 RP 專項打擊時間各測試 3 次，每次中間休息 30

秒，擇優紀錄作為分析資料。 

三、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所得資料以 IBM SPSS for windows 20.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測試所得數據以平均數及

標準差表示。以相依樣本t檢定考驗組內 PP及 RP是

否具有顯著差異，並以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二組間各

依變項之差異。顯著水準定為 α=.05。 

 

参、結果 

以 t 檢定考驗組內 PP 與 RP 之差異及二組間各

依變項之差異結果顯示，組內與組間均有部分依變項

具顯著差異 (p < .05)，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組內 PP 與 RP 之差異比較 

表二顯示，優秀組以 PP 與 RP 執行一般運動表

現不具顯著差異 (p > .05)，但以 PP 與 RP 所執行的

專項反應時間及專項打擊時間 (單拳、雙拳、連續 6

拳) 具有顯著差異 (p< .05)；分析樣本平均數之大小

可知，優秀組 PP 的專項反應時間顯著快於 RP 專項

反應時間 (p < .05)，PP 的專項打擊時間無論是單拳、

雙拳或連續 6 拳均顯著快於 RP 專項打擊時間 (p 

< .01)。 

表二同時顯示，一般組所有依變項的 PP 檢測成

績與 RP 檢測成績均有顯著差異 (p < .05)；分析樣本

平均數之大小可知，一般組 PP 蹲踞跳與伏地推的高

度顯著高於 RP 的蹲踞跳及伏地推高度 (p < .05)，一

般組 PP 的專項反應時間顯著快於 RP 專項反應時間 

(p < .01)，一般組 PP 的專項打擊時間無論是單拳、雙

拳或連續 6 拳均顯著快於 RP 的專項打擊時間 (p 

< .01)。 

 

二、組間 PP 與 RP 之差異比較 

圖 2 顯示優秀組與一般組除了 RP 的專項反應

時間及 RP 的連續 6 拳打擊時間具顯著差異外 (p 

< .05)，其餘依變項無論是 PP或 RP均無顯著差異 (p 

> .05)。分析樣本平均數之大小可知，優秀組 RP 的專

項反應時間顯著快於一般組 (p < .05)，優秀組 RP 連

續 6拳打擊時間顯著快於一般組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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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一般組與優秀組一般運動能力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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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一般組與優秀組專項運動能力之差異 

 

肆、討論 

依據研究結果有 3點重要發現，包括：(一) 相同

競賽成績水準的選手執行 PP 的運動表現均優於執行 

RP 的運動表現；(二) 競技水準較高選手 (優秀組)，

其一般運動能力不受到 PP 或 RP 的影響；(三)不同競

技成績水準選手，以 RP 執行專項打擊動作 (單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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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組組內PP與RP之差異比較 

 組別 PP 

M (SD) 

RP 

M (SD) 
t 

蹲踞跳高度 (cm) 優秀組 30.75 (8.01) 30.73 (8.04) 1.58 

 一般組 29.16 (6.33) 28.98 (6.37) 7.37* 

伏地推高度 (cm) 優秀組 11.91 (6.53) 11.76 (6.24) .98 

 一般組 8.15 (2.92) 8.06 (2.91) 6.33** 

專項反應時間 (sec) 優秀組 2.60 (0.31) 3.27 (0.10) -5.88** 

 一般組 2.84 (0.16) 3.47 (0.23) -11.05** 

專項打擊時間 (sec)       

單拳 優秀組 0.33 (0.08) 0.54 (0.09) -15.54** 

 一般組 0.35 (0.07) 0.61 (0.08) -10.53** 

雙拳 優秀組 0.54 (0.09) 0.76 (0.08) -15.88** 

 一般組 0.57 (0.12) 0.86 (0.15) -10.54** 

連續 6拳 優秀組 1.31 (0.11) 1.53 (0.12) -19.05** 

 一般組 1.45 (0.22) 1.72 (0.21) -30.69** 

註:相依樣本 t檢定，*p < .05, **p < .01。M代表平均數。SD代表標準差。 

 

及連續 6 拳) 的運動表現具有顯著差異，優秀組快於

一般組。本研究針對 3 點發現進行探討與推論。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優秀組或一般組，以 PP 執

行動作之運動表現均優於以 RP 執行的運動表現。換

言之，預先計畫的專項攻擊動作，在不需要反應判斷

的情境下，其動作速度快於因應視覺刺激 (燈光變化)

再完成攻擊的反應性專項攻擊動作。 Francesco, 

Francesco, Teresa, 與 Donatella (2006) 表示，技擊選

手執行專項動作時，若需要判斷對手動作真偽，發動

攻擊前大腦必須進行訊息判斷、任務決定 (執行或不

執行) 及決定最簡單的任務執行策略，故選手對應對

手的虛假動作時，可能將預期動作迅速轉換為新的且

更適當的動作。因此，依據判斷再進行反應的動作表

現，有較高延遲與錯誤的機率。Valentina, Francesco, 

Rinaldo,  & Marika (2016) 也解釋選手執行 PP 與 

RP 的運動表現具有差異的原因，是因為技擊運動需要

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動作，且在不同情境下，大腦進行

運動準備 (motor preparation) 的週期長短不同；當選

手沒有充分時間處理刺激訊息時，無法有效完成正確

與快速的動作。 PP 的執行是大腦透過認知經驗所做

出的動作，有較長的運動準備週期，故能發揮較佳的

運動表現。Valentina 等人同時表示，執行無準備性動

作的能力，受到各單項特定練習的頻率影響，故技術

教練可透過高頻率的特定練習，縮短選手執行 PP 與

RP 間的差距。 

本研究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結果是:「優秀組的一般

運動表現能力 (蹲踞跳、伏地推的高度) 並不受到 PP

與 RP 二種不同動作執行策略的影響」。運科研究發現，

不同專項運動的發力時間具有特殊性，技擊選手單一

攻擊動作通常計算  50 毫秒的發力率  (Aagaard, 

Simonsen, Andersen, Magnusson,  & Dyhre-Poulsen, 

2002)，而策略性跳躍 (蹲踞跳形式) 從下蹲到重心上

升 (向上運動) 期間與地面接觸時間長，最大力量鋒

值出現在 250 毫秒，屬於緩慢發力的 SSC 動作

(McLellan, Lovell, & Gass, 2011)。如同 Valentina 等人

(2016) 的論點，優秀選手可能因為高頻率的特定練習，

使 RP 的運動表現增高並縮短 PP 與 RP 間的差距；

再加上 250 毫秒的時間讓技能水準較高的受試者有

充分的準備，故其跳躍高度不受「反應」快慢的影響。

本研究推論相同競技水準之選手，以 PP 與 RP 執行

蹲踞跳及伏地推的運動表現與發力時間長短有關，技

能水準較高選手執行發力時間超過 250 毫秒的動作

時，其 PP 與 RP 的運動表現不具差異。 

本研究進行組間差異比較的主要目的是企圖推論

哪一個依變項可能是優秀拳擊選手與一般拳擊選手間

關鍵的差異，用以建議教練據此擬訂提升拳擊選手技

能水準之策略。本研究結果顯示，優秀組以 RP 執行

單拳與連續 6拳的專項運動表現顯著優於一般組。此

結果與 Giovanni 等人 (2017) 的研究結果相符，

Giovanni 根據其研究結果推論，所有選手的既定路線

折返跑 (COD) 成績和反應性折返跑 (RA) 成績具有

高度相關，但較資深或技能水準較高之選手具備「預

期」的能力和經驗，能迅速做出較為正確的決定。

Araújo, Davids, 與 Hristovski (2006) 也提出相同的論

點，其表示優秀足球選手能使用環境中的可用信息來

轉變行動，而非使用離散的選擇進行決策，此將提高

踢出球後對球的速度和位置做出反應的能力，故優秀

足球選手具備較佳的反應性運動能力。綜合以上，優

秀選手的 RP 能力優於一般選手似乎可依據文獻及本

研究結果做出定義；然而，細究本研究結果可知，優

秀組 RP 的運動表現雖然都優於一般組的運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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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單拳與連續 6 拳的專項運動表現達到統計學

的顯著差異。 

為釐清二組間單拳與連續 6 拳專項運動表現差

異之關鍵要素，進一步檢視原始數據發現，優秀組單

拳的完成時間平均 0.54秒，其中反應時間 (燈光亮起

至右肩慣性測量器產生訊號) 為 0.20秒，動作時間為 

0.34 秒。一般組單拳的完成時間平均 0.61秒，反應時

間為 0.26 秒，動作時間為 0.35 秒；表示優秀組單拳

運動表現顯著優於一般組的關鍵要素是反應時間。再

進一步檢視優秀組連續 6拳的原始數據發現，完成連

續 6拳的時間平均 1.53秒，其中反應時間為 0.22秒，

動作時間為 1.31 秒。一般組連續 6 拳的完成時間平

均 1.72秒，其中反應時間為 0.27秒，動作時間為 1.46

秒；換言之，優秀組的反應時間及肌肉連續快速收縮

的能力均優於一般組。故本研究推論優秀組與一般組

單拳與連續 6拳專項運動表現的差異，與反應的能力

及肌肉連續快速收縮的能力有關。 

運科研究證實，高水準運動員具有快速的反應能

力 (對視覺信息的快速處理和隨後產生的適當運動指

令)，技能水準不佳的選手可能會在關鍵時刻無法排除

干擾甚做出不利的行為 (如眨眼)，故影響反應的時間

(Brendan, et al., 2020)。Ashker (2011)也證實，拳擊賽

獲勝選手在頭部或身體的進攻動作，其反應能力均優

於比賽失利的選手。Mori, Ohtani, 與 Imanaka (2002)

的研究已證實，優秀技擊項目選手能因應對手的動作

做出更快的反應，以展開更快進攻或反擊動作。本研

究也發現優秀拳擊選手除具備較為優勢的反應能力外，

亦具備連續快速打擊的能力。王翔星、朱木炎與湯惠

婷 (2016) 表示，多數的跆拳道選手只能展現單一快

速的動作，但優秀跆拳道選手面對高水準的比賽所需

的是快速且連續的攻擊能力，故教練應設計能突破選

手肌肉收縮速度模式，且能讓肌群接受快速且連續收

縮刺激的阻力訓練。跆拳道與拳擊同屬技擊項目，快

速反應並能連續快速攻擊的能力對於賽場主導性與安

全至關重要。 

本研究驗證了不同競賽成績水準選手間  PP 與 

RP 確實具有差異。但本研究受限菁英選手之招募數量

及年齡層 (青少年)，故受試者人數過少與聚焦於青少

年選手均為本研究限制。 

 

五、結論 

本研究綜合以上論述做出三點結論，(一) 無論是

優秀組或一般組，以既定計畫執行的 PP 運動表現優

於需要因應刺激做出反應的 RP 運動表現；(二) PP 與 

RP 運動表現的差異，可能與動作發力時間長短有關，

加上優秀組選手可能具備較短決策時間的能力，故以 

PP 與 RP 執行蹲踞跳與伏地推的成績沒有差異。(三) 

優秀與一般拳擊選手運動表現之差異為單拳與連續 6

拳攻擊的能力。優秀拳擊選手單拳與連續 6 拳的優勢

則建立於反應時間的快慢及連續快速肌收縮的能力。

本研究建議，因 RP 的執行是非計劃且無法預期的表

現，故教練可設計需要立即判斷的訓練刺激以改善專

注與決策能力，提高反應的速度。此外，能連續且快

速攻擊的能力也是成為優秀選手的關鍵，教練可於週

期性阻力訓練計畫的速度與爆發力訓練期，融入輕負

荷 (45%1RM 以下) 快速收縮的訓練動作，並以漸進

超載原則進行高反覆次數的訓練，用以強化主肌群連

續快速收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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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Planning performance (PP) and reactive performance (RP) are both technical skills 

required in the competition, but athletes of different levels may have differences in PP and RP.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quantify the planning and reactive performance of boxers in specific sport 

movements and general movements respectively,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P and RP 

of boxers of different competitive levels. Methods: Sixteen young male boxers were divided into 

excellent group (n=6) and general group (n=10) according to their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Force 

plates, IMU, and reaction testing system were used to quantify the PP and RP performanc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Paired-Sample T-test to compare difference of PP and RP within groups.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Results: Reaction 

time and strike time of specific movement (single punch, double punch, 6 continuous punches) of 

P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RP in excellent group (p < .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eral movement (p > .05); as for the general group, regardless of specific sports 

performance or general sports performance, P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RP (p < .05). The strike 

time of single punch and 6 continuous of RP in excell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general group (p < .05). Conclusion: The performance of P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RP in both group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P and RP in the performance of countermovement jump and push 

up in excellence group. The RP of single punch and 6 continuous punches of excellent group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general group.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advantage of an excellent boxer is based 

on reaction time and continuous rapid muscle contraction. 

 

Keywords: combat sports, sports-specific skill, reac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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