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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等長收縮經動作習慣化之力量變異性研究 

蔣懷孝1 

摘要 

有關力量的控制與研究，多著重於施力輸出的快慢或變化率 (rate of force)
與變異性(variability)，此二者彼此存在高度的相關性。基於速度與準度不共存 
(speed-accuracy trade-off) 之原則，在快速的力量輸出下，無形中造成變異性之急

遽增加，此論點在動作控制文獻中已有具體地證實，藉由力量變化率發展之遞增

模式中，已得出變異性為生物系統得以解釋有關自由度 (degree-of-freedom) 的
關鍵因素，也就是生物系統在動作執行過程中，所能控制之自由度小於空間自由

度之結果；本文透過以「習慣領域理論」 (Habitual Domains Theory) 之角度，證

明人類行為經由反覆練習的習慣化，得以降低行為之變異性，減少行為之偏差，

提高技能之穩定性。 

本研究方法針對 29 名北部某大學生進行手指等長收縮之力量控制分析，受

試者以右手食指對不同力量、不同變化率及不同收縮時間進行各 40 次之等長收

縮，以力量輸出誤差之變異性為依變項，資料分析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就施力

時期 (上升、穩定、下降)、力量大小 (25%及 50%) 與習慣化階段 (學習前、學

習後) 進行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在施力過程有關的三個動作變數上均呈顯著效

應，分別為時期 F(2,56)= 169.69，P<.000，力量 F(1,28)= 206.78，P<.000，與習

慣化 F(1,28)= 97.04，P<.000。力量誤差在上升期與下降期均較穩定期來得高，

三者呈一 U 字關係，表示力量變化過程中之控制難度較穩定力量輸出為大，但

上升期與下降期力量誤差之關係並未達顯著效應。針對平均曲線之變異性上明顯

發現，經過四週，每週三次的反覆練習後，施力曲線之變異性已具體下降，自施

力開始直到結束，學習後之變異性均低於學習前，由本研究結論得知力量變異性

隨不同施力時期而有所不同，動作習慣化對於力量控制在增加、維持與遞減上均

有顯著的幫助。 

關鍵詞：手指、力量變化率、習慣化、力量變異性、動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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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Habituation Associated with Force Variability 

During Finger Isometric Contraction 

Huai-Hsiao Chiang 

Abstract 

Most motor control studies emphasized force production on two different aspects: 
1. how fast was force produced or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or 2. variability of force. 
According to speed-accuracy trade-off theory, high variability was observed during 
rapid force output and numerous studies had carried out in the literatures of motor 
control. During the decrement of force, variability associated with habitual domains 
were used to elaborate the bio-system in terms of degree of freedom. As a result, the 
variability of human behaviors were suggested to change as a function of habituation 
via repetitive practice to reduce errors and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skill.  

This study analyzed force variability of finger isometric force production. 29 
college studesnts were asked to produce different levels of force, rates of force 
development and contraction times. 40 trials were performed in each block of task.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variability of force trace, the absolute mean error of 
force trace. 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timing F(2,56)= 
169.69，P<.000，force (1,28)= 206.78，P<.000，and habituation F(1,28)= 97.04，
P<.001. Force error reveled higher on both ramp and decrement of force than that of 
static phase. A U-shape relationship was found in three force phases. The control of 
force revealed less variability when force remained constantly. After practicing three 
times a week for four weeks, the variability of force traces reduced as a function of 
movement habituation. To conclude, force variabi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phases 
of force production and the consistency of finger force control improved after 
movement habituation.   

Keywords: finger,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movement habituation, force variability, 
mot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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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腦為人體信息處理中心，大腦功能的組織與運作為所有念頭、思路的綜合

展現，根據習慣領域 (Habitual Domains)創始人游伯龍（1998）認為人體的動作

不外乎亦藉由相關的神經機制予以統整，因此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除了重大事件

發生之外，與動作有關的策略模式會穩定在一個固定範圍，使動作訊號呈現出習

慣性的模式。舉凡人體對許多物件的操作無非需要精巧的手指協調，完全歸功於

手部複雜的神經迴路與解剖構造，因此相關生理與環境的多元性，造就了動作科

學領域豐富與深奧的自然定律。 

變異性 (variability)是廣泛地存在所有生物性系統 (biological system)中，眾

所周知，在連續或周期性動作中，若要產生完全符合時空因素相同之動作是不可

能的，主要的原因在於生物系統中所能控制的自由度 (degree of freedom)，遠不

及動作執行過程中的自由度(Bernstein, 1967)。人體動作主要是經由神經系統之支

配，透過作用於多肢段所串連而成之動作鏈 (motor chain)而產生，例如軀幹連結

上下肢，上下肢連結手與足等，其中各部位又由為數不少的關節所結合而成，因

此每個動作的形成，無非受到各環節之交互作用所影響。由於空間性的自由度無

從定義，造成相同的動作得有無窮盡的方式呈現，自然出現某種程度上的變異性 
(Rosenbaum, 1991)。就廣義之自由度而論，若隨著感覺與動作(sensorimotor) 系
統的層面，由外在或宏觀面 (macroscopic) 向內在或微觀面 (microscopic)進行細

微地分析，自由度的數目將由肢體(個位)、關節(十位)、肌肉(百位)、運動單位(千
萬位)、細胞(億兆位)等無限擴增，對於動作系統間之各神經、生理與解剖環節所

牽涉到的協調性與複雜性，無形中提高了不少，游伯龍（2000）亦強調人體動作

之間其中巧妙細膩的關係為大腦功能整合的潛在價值，即動作與行為學家得以解

釋動作控制，因何以產生變異性的主要原因 (Sherrington, 1906)。 

感覺動作系統間存在的變異性，通常具有的操作性含義，為對於所給予的特

定動作經重覆測量影響該動作之變數後，所得出該動作中所有試作的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SD)。根據「習慣領域」證實，人類的記憶、想法、觀念、動

作、反應等，雖然是動態的，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會漸漸地穩定下來，停留在

一個固定的範圍內，這使人的思維和行為具有習慣性（游伯龍，1998，2000）。
因此變異量的習慣化概念乃基於任何動作變數，對於集中趨勢離散程度的穩定機

制，故藉由完成行為與動作之量化 (quantification)，得以就動作習慣化之內容進

行程度上的比較與分析。 

變異性在行為控制研究的方向，另外亦得以在進行動作習慣化分析之際，就

不同行為在控制與學習之穩定的狀況，可依動作習慣形成前後所形成的差異或變

異性而有所不同。由於動作系統透過反覆執行與練習，對行為有關的動作變數，

如力量與速度等，形成最大的適應能力，以強化神經迴路之連結及利用訊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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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修正，因而降低肢體間異常的補償 (Willingham, 1998)，使得動作變數間之變

異性明顯減小，這對於瞭解行為如何產生習慣化的關係至關重要。故若能就變異

量的內容進行組內、組間及不同族群之間的研究，將對動作在各個層面的分析有

更確切的結果，並能有效強化技能之習慣化，對高度複雜的大腦行為做最大的發

揮，並得以鞏固正確及有效的動作，不致因個體或環境因素予以改變。上述幾種

不同變異性的層面，長久以來一直都是動作控制研究的重要課題。 

動作科學研究多以手指具有單自由度 (degree-of-freedom, DOF) 之特性，做

不同運動學與動力學檢測，手指在執行不同的屈伸活動時，主要透過神經系統依

任務所需要的時空因素，就參與肌肉的收縮與抑制 (Nordin & Frankel, 1989)，如

各個手部肌肉的收縮強度大小與先後順序之控制。由於受試個體在執行手部運動

時，含蓋大量及複雜的肌肉活動，整個動作的過程乃經中樞神經控制的機制加以

調節，透過觀察外在的有形之行為與表現後，反覆執行與修正後的最佳動作策

略。由於手指以屈肌收縮做為力量產生來源，過去有關手指施力之研究僅在於力

量之增加，對於力量遞減過程中，手部肌群之作用機制為抑制屈肌收縮，或由伸

肌作用以減除力量之原因尚有待證實。但對於力量施力過程中，因動作之特定要

求，在力量的轉換上(增力/減力)，偶有出現過度施力 (overshoot) 與施力不足 
(undershoot) 等現象，所牽涉到力量輸出之策略，或透過反覆練習後對施力的控

制，經由動作學習及習慣化之影響，仍未能予以瞭解。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手指等長收縮中，藉由為期四週的動作練習反覆產生

的習慣化中，針對特定變化率對於不等力量之輸出、維持與減少，探討力量變異

性在不同力量時期之關係，並透過反覆練習，瞭解動作習慣化與力量變異性之關

係，得以進一步闡釋力量變異性中就動作控制與習慣領域之潛在意義。 

2. 方法 

2.1. 受試者 

受試者為 29 位的北部某大學學生，分別為 16 位男性同學，平均年齡為 23±2.7
歲，平均身高 173±6.7 公分，平均體重 66±10.4 公斤，13 位女性同學，平均年齡

為 21±1.1 歲，平均身高 161±6.2 公分，平均體重 52±6.8 公斤，全部受試者皆為

慣用右手且無手部損傷和神經方面疾病之病史。 

2.2. 實驗設備 

本實驗，力量的量測儀器為 Entran 公司編號 ELFS-B3-20L-/R 之測力器，此

測力器驅動電壓為 15 VDC，內部採用半導體技術來檢測力的變化量。經由差動

放大電路放大測力器輸出之直流電壓訊號，其放大倍率為 100。放大之電壓訊號，

使用 National Instruments USB – 6008 12 bit A/D 擷取卡接收，取樣率為 1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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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USB 介面傳輸到電腦。此動作行為的資料收集，及視覺回饋的力量曲線，

是使用 National Instruments LabVIEW 7.1 軟體所特別開發的。 

2.3. 實驗程序 

本實驗，受試者被要求在微暗燈光環境下，坐在一個面對電腦螢幕的椅子上，

全身放輕鬆並以右手平放於桌面且食指可以準確觸及測力器，和眼睛能直視於螢

幕之穩定坐姿來進行測試。每位受試者進行正式實驗前均接受 5 次以上不等的練

習，以求受試者習慣並熟悉測試模式，減少誤差影響實驗結果。受測者盡量保持

手指放在感應器上，特別是要強調受測者不要舉起食指離開感測器，其它非食指

之手指在食指施力時皆不要抬起。於實驗開始前，對每位受試者測量當下右手食

指的最大肌力 (maximal voluntary contraction, MVC)，並記錄之。每位受測者量

測最大肌力時皆盡可能施力五秒鐘，並測試兩次且利用這兩次最大肌力的平均值

來做 25、50 (MVC/sec) 兩種力量變化率的力量輸出，每組變化率皆以 40 次的試

驗為。兩種變化率皆有三個週期，分別為：力量上升期 (ramp)、力量穩定期 
(static)、力量下降期 (decrease)。整個練習過程共分為 12 階段，每週三次共進行

四週，於每次實驗開始前，對每位受試者測量當天右手食指的最大肌力，並記錄

之。由 MVC 的值來做 50、25 (MVC/sec) 三種力量變化率的力量輸出，各組變

化率皆以 40 次的試驗為完整工作。 

受測者試驗時，電腦螢幕會出現二條垂直線與一條平行線 (如┼┼)，要求受測

者以食指盡可能從螢幕左下角施力到達第一條垂直線，此為力量上升期，以 50% 
MVC/sec 之固定變化速率施力，因此在 50%MVC 動作中，由耗時 1 秒，而在

25%MVC 中為 0.5 秒，待力量通過第一條垂直線後，循平行線依目標力量維持，

此為穩定力量期，在 50%MVC 中耗時為 2 秒，在 25%MVC 試驗中為 3.5 秒，待

力量施力於第二條垂直線之後，再依 25%MVC/sec, 之固定變化率，進行力量的

遞減，此為力量下降，在 50%MVC 中為 2 秒、在 25%MVC 中為 1 秒，每次試

驗全程皆為 5 秒鐘。施力之間隔皆由受試者自行控制(self-paced)，兩組實驗皆做

40 次測試，兩組變化率試驗間隔為 5 分鐘，受測者實驗期間皆不會感到疲勞。 

2.4. 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是利用 Statistica 軟體做分析，利用重複試驗變異數分析 (ANOVA) 
分析 3 種變異數，力量週期(上升期、穩定期和下降期)，力量輸出 (25%和

50%MVC)，動作習慣化 (練習前和練習後)。依變項為三個力量週期的平均絕對

誤差，Newman-Keuls 事後分析將針對顯著差異繼續進行統計分析。P < 0.05 為

主要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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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 

受試者施力的結果如圖 1 呈現，經過四週，每週三回，每回進行力量輸出大

小分為 25%與 50%各 40 次，其中力量上升期之變化率均為 50 MVC/sec，也就是

以每秒鐘達到最大肌力 50%之速率施力，而力量下降期之變化率固定於 25 
MVC/sec，力量穩定期分別為 3.5 與 2sec。進行力量輸出誤差分析中，在施力過

程有關的三個動作變數上均呈顯著效應，分別為時期 F(2,56)= 169.69，P<.000，
力量 F(1,28)= 206.78，P<.000，與學習 F(1,28)= 97.04，P<.000。可知經由反覆的

練習後，力量控制的穩定性由施力之離散程度轉為集中的趨勢，故在動作習慣化

上已有明顯地改善。 

 

圖 1  某一受試者 40 次反覆輸出之力量時間曲線。左二圖為練習前，右二圖為

練習後。上二圖為 25%MVC，下二圖為 50%MVC。深色粗實線為理想目

標曲線。25%及 50%之力量變化率在上升與下降期均相同，分別為 50 及

25MVC/sec。 

圖 2 為力量誤差就 25%與 50%MVC，經由 12 週反覆練習之學習前後及力量

上升、穩定與下降期之平均結果。學習前之力量誤差在時期變數 F(2,56)= 81.0，
P<.000，與力量變數 F(1,28)= 84.71，P<.000，均達顯著差異；同樣地，學習後之

力量誤差亦在時期變數 F(2,56)= 154.06，P<.000，與力量變數 F(1,28)= 378.72，
P<.000，均達顯著差異。可由圖中明顯看出，上升期與下降期之誤差均較穩定期

來得高，三者呈一 U 字關係，表示力量變化過程中之控制難度較穩定力量輸出

為大，但上升期與下降期力量誤差之關係， 25%MVC 仍有顯著差異 F(1,28)= 
91.65，P<.000，但在經反覆練習後，50%MVC 中已接近相同 F(1,28)= 3.86，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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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力量誤差在學習 25%及 50%MVC 前後，分別在力量上升、穩定、下降期結果 

圖 3 為經過四週練習，平均力量誤差在學習前後差異的狀況，即由所有受試

者之平均力量曲線在 25%及 50%最大肌力下，學習前與後之差(學習前－學習

後)。整體看來，可明顯地看出 50%較 25%MVC 有較高的誤差值，符合力量控制

的能力隨著力量增大而下降，而力量誤差在不同施力階段中，經過四週動作習慣

化之後的變化，出現在力量穩定期之前後轉換，也就是力量上升期與力量下降

期，就 25%MVC 而言為力量開始後至 0.5 秒及施力結束前 1-2 秒；就 50%而言

為力量開始的第 1 秒及施力結束前 2 秒，上升期中出現的誤差較小，可解釋為受

試者在上升期對施力的控制，不受於動作開始及力量轉換之變化所致。 

  

 

 

 

 

 

圖 3  平均力量曲線在學習前與後之差異。左圖為 25%，右圖為 50%。二者差異

最大的階段出現在力量上升期與穩定期之間。 

圖 4 為平均力量曲線與曲線的變異性在動作習慣化前後之關係。右手食指進

行二種不同力量之施力狀況可由二種分析方式予以瞭解：平均值與標準差。在平

均力量曲線上(實線)，得知學習前後之平均力量曲線差異不大，受試者均能按要

求之目標力量，視特定力量變化率進行施力、維持與遞減上的控制。但就由平均

曲線的離散狀況，也就是曲線之標準差則明顯發現，經過四週，每週三次的反覆

練習的動作習慣化之後，曲線的標準差(虛線)已出現具體下降的情況，不僅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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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性較高的轉換階段外，自施力開始直到結束，整體之標準差均有改善，學習後

之標準差均小於學習前 F(1,28)= 51.43，P<.000，變異量的差距又以 50%最大肌

力較高，可見反覆練習對於力量控制的習慣化，在手指技能表現上有顯著的幫助。 

 

 

 

 

 

 

 

圖 4  手指施力 25%MVC (上列)及 50%MVC (下列)之力量平均曲線(實線)、平均

標準差(虛線，坐標在右側)及學習前後標準差之差異(右二圖)。 

4. 討論與結論 

本研究主要探討不同施力過程中力量變異性之差異，以及反覆練習後的習慣

化對於減少力量變異性之影響。習慣領域學說自 1980 年代起創立，已能整合、

剖析、昇華成為導正、解釋人類各方面行為，並擴展到許多科學研究所不及之處

（游伯龍，1998，2000），但不可諱言的，對於人類行為如何經習慣化之現象，

或在動作習慣化的層面上並無實質科學研究。藉由本研究整合動作控制相關的研

究，足以證實為能解釋系統間之各神經、生理與解剖環節所牽涉到的自由度問

題，變異性乃動作與空間之中，存在巧妙細膩的關係之主要原因 (Rosenbaum, 
1991; Sherrington, 1906)。 

本研究以 25%及 50%MVC 二種目標力量，配合相同之力量變化率，進行力

量之產生、維持與遞減，以探討有關力量變異性之問題，就力量誤差上而言，力

量大小與變異性成正比，顯示隨著力量之增減，控制系統所動員之能量單位亦隨

之改變，自然影響動作之變異性 (Newell & Corcos, 1993)，此結果在經動作習慣

化整體控制能力後亦相同，在四週反覆練習後，二者不同力量之變異性均明顯下

降，但 25%MVC 之變異量仍低於 50%MVC 之變異量。本研究實驗進行的施力

過程分成力量上升、穩定及下降三個時期，藉由力量自有到無之消長變化，探討

二種次最大力量之產生與遞減，並利用反覆練習強化力量控制之穩定性，透過變

異性分析，客觀地比較與分析手指力量控制之情形，期望能就力量變異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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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習慣化有更進一步地瞭解動作與空間的關係。 

本研究之結果可用以解釋動作習慣化模式建立之機制，練習初期由於個體掌

握力量控制之訊息有限，頻繁出現力量過大與不足而有較明顯之誤差，隨著系統

中回饋機制之作用與參與，進行力量控制之調整與適應，自然反覆加強施力過程

所需要之感覺運動統合 (Dosher, & Lu, 2007)，方得以於學習後期獲得較大及穩

定的力量控制訊號，進而鞏固有效之動作模式，優化之動作策略因此形成，而減

低力量曲線之變異性。 

本研究採用之力量變化率對於上升期與下降期有所不同，上升期為下降期之

二倍在於考量手指施力乃透過屈肌收縮， Fleckenstein, Watumull, Bertocci, Parkey, 
Peshock (1992)等人證實單手指力量的產生作用在不同的屈指深肌和屈指淺肌

中，藉由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設

計給分開壓力在屈指深肌與屈指淺肌上，發現不同的手指屈肌確實在連接活動，

出現不同的神經軸突群組活動，但伸肌在力量產生中並無參與任何反應，

Fleckenstein 等 (1992)推論力量遞減中是受到內部肌肉 (intrinsic muscles) 之作

用。若施力過程中下降速率過快，將無助於手指對力量遞減之習慣化調整，也無

從達到動作控制之目的，因此本實驗以較緩慢之變化率予以克服，結果亦發現下

降期之力量變異性與上升期並無顯著差異，表示受試者均得以透過練習所產生的

習慣化，有效控制力量的遞減。由於過去罕有針對力量遞減之研究（張潤偉，

2007），對於有關力量遞減之作用機理可再做進一步地瞭解。 

過去在有關力量的控制與研究，多著重於施力輸出的快慢或變化率 (rate of 
force) 對於力量變異性 (variability) 之影響，似乎力量大小與施力快慢常相提並

論、密不可分，此二者彼此存在高度的相關性。基於速度與準度不共存

(speed-accuracy trade-off)之原則，在快速的力量輸出下，無形中造成變異性之急

遽增加，此論點在動作控制文獻中已有具體地證實 (Fitts, 1954，Jordan 等, 2007)。 

動作開始至結束分為三個時期，上升期、穩定期與下降期。基於本研究利用

相同時間內 (5 秒) 完成二種不同力量，並各以固定的上升及下降之變化率做力

量之增減，關於在變異性的分析與比較上，因 50%MVC 之穩定期相對減少 (2
秒)，受試者被要求在達到 50%力量後進入穩定期，緊接著進入下降期，如此力

量之轉換亦為 50%力量之變異性高於 25%MVC 之主要因素。就習慣化結果之比

較看來，反覆練習前 50%MVC 之變異性甚高，但也表示改善之潛能亦大，學習

後的變異性已較學習前之 25%MVC 為低。故整體說來，受試者能經由反覆練習，

改善學習初期之動作策略，產生習慣化之力量控制。 

動作的習慣化得以藉由手指單自由度 (one degree-of-freedom)，在不同運動

學與動力學的實驗控制下，結合人體動作系統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差異性與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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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進而得以明瞭手指施力過程所包含的內在機制。故本研究對於手指施力在不

同施力過程中的習慣化，可歸因於習慣化的相關作用，即手指的力量控制乃經由

反覆練習過程，對於施力的穩定性已在神經中樞命令和個體手指力量間之動作系

統，達到予以整合得以降低行為之變異性，減少行為之偏差，進而提高技能之穩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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