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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式自我談話在動作學習上之研究 

吳高讚1、王清欉2、張凱隆3 

摘  要 

目的：探討教導式自我談話在網球正手拍動作學習上之應用。方法：研究

對象為本研究者，研究工具則採用自我敘說法，統計方法則採用質性分析法。

結果：一、以肩膀轉動、手腕固定與擊球點為主要動作要點。二、自我談話可

以誘發個體的暗示作用，並經由內、外在意象練習來產生肌肉的活動電位，進

而強化動作要點的認知與執行能力。三、在練習要點上，動作技術學習由單項

技術逐漸往多項技術與比賽來設計。在練習型態上，動作技術學習則結合身體

練習與意象練習。四、設立不同的自我談話內容並結合注意力焦點，以促進動

作表現。結論：運動個體可結合教導式自我談話與注意力焦點來強化動作要點

的認知與執行能力，並進而促進動作表現。 

 

關鍵詞：注意力焦點、教導式自我談話、意象練習 

 

                                                 
1吳高讚，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ktwu@nccu.edu.tw 
2王清欉，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 
3張凱隆，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 





教導式自我談話在動作學習上之研究 19 

 

壹、前  言 

當運動個體在學習動作時，教練經常以提示的動作要點作為學習的依據。

然而動作要點繁多且複雜，如何精簡動作要點並透過內在暗示來提高動作學習

效率，一直是運動心理學家所關注的議題。Bunker, Williams, & Zinsser (1993) 等

人指出：自我談話是個體在任何時間所思索的事情，其感覺在對自己說話，同

時也是認知控制的重要關鍵。Chroni (1997) 指出：自我談話用字眼或思緒等形

式，以言語或非言語的方式顯示出來，由文獻可知，自我談話可啟動內在暗示，

並期待促進個體的動作表現。 

自我談話分為動機式自我談話（motivational self-talk）與教導式自我談話

（instructional self-talk）。Theodorakis, Weinberg, Natsis, Douma, & Kazakas (2000) 

認為：教導式自我談話對精確性的作業比較有利(如足球傳球、羽球發球)，動機

式自我談話對肌耐力的作業比較有利(如仰臥起坐、膝伸展)。Hatzigeorgiadis, 

Zourbanos, Mpoumpaki, & Theodorakis (2008) 以競技網球員為參與者來測試網

球正手拍，其中教學式自我談話組以肩膀、低、深為自我談話內容；動機式自我

談話組以加油、我可以、強壯的為自我談話內容，結果顯示：實驗組在改善作業

表現，增進自信心，降低認知焦慮與降低身體焦慮上接近顯著差異。控制組在

任何變項沒有改變。在所有樣本中：作業表現與自信心有顯著相關；與認知焦

慮及身體焦慮沒有顯著相關，自信心的增進可視為自我談話在作業表現上之促

進效果。Perkos, Theodorakis, & Chroni (2002).以籃球初學者為參與者，經由教導

式自我談話來促進運球，傳球與投籃等動作技術，結果顯示：教導式自我談話

組在運球與傳球上顯著優於控制組，在投籃上則無差異。又提及實驗組在運球

與傳球比投籃使用較多教導式自我談話。其研究結果支持：在較低複雜程度的

技術上，教導式自我談話為獲得技巧之有效方法。由上述文獻可知，自我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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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進個體的動作表現。 

個體在學習動作技術時除了身體練習外，認知策略的介入可提升動作學習

效率，其包含放鬆訓練 (relaxation training)、目標設定 (goal setting)、自我談話 

(self-talk) 與視覺意象 (imagery-visualization) 等。Hardy (2006) 指出自我談話的

研究範圍包含視覺想像與注意力焦點，其論述內容也強化自我談話、視覺想像

與注意力焦點三者間應用研究的可能性。Cox (1994) 指出，雖然意象練習沒有

外顯的肌肉動作，但大腦在潛意識驅動下能輸出命令至肌肉，因此潛意識的神

經肌型式與實際的動作有一致的功能。Jowdy and Harris (1990) 指出，內外意象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agery) 均可產生肌肉的活動電位。以神經科學而言，腦

部神經元網路是儲存記憶的地方，而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 可以讓觀察者在

腦中意會他人的行為及意圖。Quian Quiroga, Reddy, Kreiman, Koch, and Fried 

(2005) 指出，有名病患的一個神經元對某演員七張不同的相片有反應，但對其

他相片卻沒有反應。此意謂，神經元活化現象指出腦部對靜態的相片會產生記

錄及回憶的效果。上述研究也證實，利用自我談話來誘發意象練習中的肌肉活

動電位並強化動作要點的認知與執行變得更加的有可能性。 

上述自我談話相關研究大部分以操控自我談話的有無來觀察實驗組與控制

組的動作表現差異，較少在質化觀點上作比較深入的探討，本研究欲以本研究

者為受試者，來探討教導式自我談話理論在網球正手拍動作學習之應用，並作

為日後研究之依據。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本研究者為研究對象，本研究者有二十五年休閒的網球學習經驗。

實驗時間為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研究工具則採用自我敘說

法，統計方法則採用質性分析法。實施步驟則為對方準備擊球前就要提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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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確立網球正手拍動作要點 

網球正手拍動作要點很多，為求效率性與有效性，以網球專家意見為主並

參酌自己的需求，設計肩膀轉動、手腕固定與擊球點為主要學習要點。不同學

習階段有不同的學習要點、初學者以基本單項技術學習為主並以應用多項技術

學習為輔，較高階學習者已落點控制並配合戰術需求之應用技術為主，且以基

本單項基本技術為輔。 

肆、確立練習型態 

在練習要點上，動作技術學習由單項技術逐漸往多項技術與比賽來設計。

在練習型態上，動作技術學習則由外在的身體練習結合內在的意象練習。在練

習難易度上，其練習情境難易度之設計依序為：比賽 => 球場對拉 => 牆壁拉

球 => 空揮拍 => 內外在意象練習。以內在的意象練習而言，Hird, Landers, 

Thomas, and Horan (1991) 指出，75%身體練習配合 25%心智練習的比率效果比

較好。Feltz and Landers (1983) 以 60 篇研究論文為研究範疇，其指出：心智練

習比沒有實際的身體練習更有學習效果；身體練習比心智練習更有學習效果；

心智練習加上身體練習能產生最佳效果。Suinn (1972) 提出：視動行為複演法，

其認為運動個體在模擬的比賽情境中，可結合放鬆法與假想的意象來練習動作

技巧，尤利用內在意象來體驗動作的肌肉知覺，並讓個體體驗正確的動作執行，

且利用外在的視覺意象來看到個體本身在執行動作技巧，並確認動作型態是否

正確；Mahoney and Avener (1977) 認為，內在意象本質上屬於肌肉的運動感覺，

亦即運動個體假想在自己的身體裏面執行動作表現；外在意象本質上屬於視覺

化的練習，亦即運動個體假想看到自己在身體外面執行動作表現。以外在的身

體練習而言，由閉鎖式運動鏈逐漸往開放式運動鏈來設計。其閉鎖式運動鏈可

以徒手動作或定點對牆擊球為主，利用簡化動作難度來強化動作要點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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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開放式運動鏈可以球場抽球或比賽為主，利用增加情境難度來體驗動作要點。

總之，本研究者利用一年時間隨機式練習各個練習型態，其練習型態包含內外

意象練習 、徒手揮空拍練習、牆壁拉球、球場對拉與雙打比賽。 

伍、自我談話在動作要點上之應用 

網球正手拍屬於開放式運動，要經由自我談話來促進動作表現，其使用的

文字內容應盡量精簡且符合動作要點的需求，同時於對方準備擊球前就要提示

自我談話內容。為求後續文章的了解，兹將本文採用的自我談話文字內容作簡

單的定義：『頂』亦即手腕固定動作、『轉』亦即肩膀轉動動作、『前』亦即擊球

點位置、『鎖』亦即手腕向後固定動作。在整個學習期間由不同的自我談話內容

來組成不同的練習階段，如「頂(第一階段) => 轉(第二階段) => 前(第三階段) 

=> 轉(第四階段) => 鎖(第五階段) => 鎖+前(第六階段) => 轉+前(第七階段) => 

鎖+前/轉+前(第八階段) => 鎖+轉+前/轉+鎖+前(第九階段)」。在第一階段中以

「頂」來提示手腕固定動作，其在動作中較容易體驗手腕固定動作，但不容易

體驗肩膀轉動動作。在第二階段中以「轉」來提示肩膀轉動動作，其在動作中較

容易體驗肩膀轉動動作，但不容易體驗手腕固定動作。在第三階段中以「前」來

提示擊球點位置，其在動作中較容易體驗擊球點位置，但容易使手部動作快於

肩膀轉動動作，而導致身體重心跟不上。為修正第三階段中的缺點，在第四階

段中又回到以「轉」來提示肩膀轉動動作，企圖進一步再強化肩膀轉動動作。在

第五階段中以「鎖」來提示手腕向後固定動作，此階段與第一階段中以「頂」來

提示手腕固定動作之主要差異，在於進一步強化手腕向後固定動作，其手腕固

定效果確實較好，此意謂在相同動作中，不同的自我談話字眼有不同的暗示程

度，進而有不同的動作效果。在第六階段中以「鎖+前」來提示字眼，亦即在對

方準備擊球前以「鎖」字實施自我談話，並於自己擊球後半段以擊球點位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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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焦點，此為自我談話與注意力焦點之組合應用。此兩個動作要點的組合

應用在閉鎖式運動(如間斷地對牆擊球或簡單化的球場對拉球)中較容易實施，在

比賽中較不易實施。在第七階段中以「轉+前」來提示字眼，亦即在對方準備擊

球前以「轉」字實施自我談話，並於自己擊球後半段以擊球點位置為注意力焦

點，此亦為自我談話與注意力焦點之組合應用。因在第六階段中以「鎖+前」為

提示字眼，太強調手腕動作與前面擊球點，容易使手臂動作先於肩膀轉動動作，

而忽略肩膀轉動動作，故以「轉+前」字眼來強化肩膀轉動動作。在第八階段中

以「鎖+前/轉+前」為提示字眼，亦即在一次練習中，以兩組自我談話輪流練習，

企圖強化手腕動作與肩膀轉動動作的轉換效果，亦即達到「鎖」與「轉」兩動作

間之轉移效果。此兩動作轉換不容易體驗，可簡化練習情境難度，以求體驗動

作轉換效果。在第九階段中以「鎖+(轉+前)/轉+(鎖+前)」為提示字眼，其中「鎖

+(轉+前)」為在對方準備擊球前以「鎖」字實施自我談話，並於自己擊球後半段

以肩膀轉動與擊球點位置為注意力焦點，此為自我談話與多個注意力焦點之組

合應用，另「轉+(鎖+前)」機轉與「鎖+(轉+前)」一樣，其目的在體驗動作轉換

效果。以上九個階段的設計內容以單項=>雙項=>多項動作要點漸進的組合練習

為原則，最後本研究者利用「轉+(鎖+前)」此機轉作為總結的自我談話學習語言，

亦即在對方準備擊球前以「轉」字實施自我談話，利用在正手拍的前半段以「轉」

來啟動肩膀轉動，並期待此肩膀轉動能慣性地延續到後半段，並於後半段把注

意力焦點放在「鎖+前」，以利有效地與直接地控制球體。本研究者認為：把自

我談話與注意力焦點結合起來較有利於動作學習且較符合比賽情境的需求。 

陸、結  論 

經由教導式自我談話來促進動作表現，其優點為：個體在每個練習單元中

均能清楚了解學習目標，且強化動作要點的認知能力，當個體碰到學習障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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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時轉換自我談話內容並得知動作要點間之邏輯關係，以利馬上進入比較正

確的學習方向。其缺點為：單一或二、三項動作要點的自我談話內容有時會損

害動作的流暢性與協調性，並無法吻合比賽情境的需求，而導致損害動作表現，

此時應可與專家討論來增加其他的自我談話內容。經由上述論述得知：一、自

我談話內容可以誘發個體的暗示作用，並經由內外在意象練習來產生肌肉的活

動電位，進而強化動作要點的認知與執行能力。二、在練習要點上，動作技術學

習由單項技術逐漸往多項技術與比賽來設計。在練習型態上，動作技術學習則

由外在的身體練習結合內在的意象練習。三、在不同學習階段中可設立不同的

自我談話內容，以促進單項動作要點與多項動作要點的動作表現。四、設立不

同的自我談話內容並結合注意力焦點，以促進動作表現。由上述可得，本研究

之結論：運動個體可結合教導式自我談話與注意力焦點來強化動作要點的認知

與執行能力，並進而促進動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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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search of instructional self-talk on 

motor learning 

 

Kao-Tsan Wu, Ching-Chung Wang, Kai-Lung Chang 

Physical Education Offi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self-talk on motor learning. 

Method: Using right-handed forehand as the learning item, and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self-learning and self-evaluation to state the effect of self-talk. Results: 1. Using the 

twisting of the shoulder, fixing of the wrist and the points of slapping the ball as the 

main motor key points. 2. Self-talk can induce the implication of individuals.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age practice, players can generate the active electric potential 

of muscle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recognition and execution of motor key 

points. 3. For the key point of practice, the design of motor skills learning move from 

single skill to multi-skill and games gradually. For the patterns of practice, the motor 

skills learning combine the body practice and image practice. 4. Setting different self-

talk content and combin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can facilitate motor performance. 

Conclusion: Sport individuals can combine instructional self-talk and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o reinforce the ability of recognition and execution of motors, and further 

facilitate moto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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