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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比較我國網球不同球齡、性別、勝負、單雙打選手之賽前狀態

焦慮差異情形。以參加八十九年度全國網球第五次排名賽，單雙打會內賽第一
輪之 91 位男女網球選手為研究對象，使用運動狀態焦慮量表 -2 (CSAI-2) 為測

量工具，所獲得之資料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差異分析，獲得結論如下:
一、獲勝選手比失敗選手在賽前具有顯著低的認知的焦慮、 (p<.05) 。
二、雙打選手比單打選手在賽前具有顯著高的認知的與身體的焦慮(

p < .05 )。

三、球齡 l‘0 年以上之選手比 5 年以下之選手在賽前真有顯著低的認知的與身體
的焦慮 (p<.05) 及顯著高的自信心(

p < .05

)。

四、男女選手賽前認知的與身體的焦慮分數及自信心，皆無差異存在 (p>.05) 。

本研究並試提建議作為爾後訓練選手之參考。
關鍵詞:運動狀態焦慮( The 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認知的焦慮( Cognitive
Anxiety) 、身體的焦慮( Somatic Anxiety) 、自信心( Self-Confidence) 。

壹、緒論

一、自 U 昌

影響比賽 的勝負除了運動員本身具備的體能和技術等外在因 素，其內在的

心理因素亦為 不容忽視的重要關鍵，尤以選手面對緊張的競爭情 境壓力下產生

的焦慮反應最為運動心理學者所關注(劉鎮國、李瑞娟'民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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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很強烈而且非常直覺的想法認為運動員的心理狀態和運動成績是有

關聯的( Te訂y&Slade ， 1995 )。因此在運動心理學方面對運動員賽前的心理測量

與運動成績的表現，尤其是運動員賽前之狀態焦慮已經是運動心理學家們廣

泛、努力且持續研究的課題( Te叮， 1995;Te汀y & Young , 1996 )。

近年運動狀態焦慮量表- 2

CSAI-2

(the 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Inventory-2 ，簡稱

)最常被運動心理學家們用來測量運動員之心理狀態。它是由 Martens，

Vealey&Burton ( 1990 )等於 1990 年發明的並經 Lane， SeweU , Ter句， Bartram&
Nesti (1999) 等於 1999 年修訂而成，它是用來評價特殊運動員的認知的和身
體的狀態焦慮(

Cox , 1998

)。認知的焦慮是當運動成績表現不理想時，會有像負

面的自言自語和想像會失敗的象徵;身體的焦慮的特徵是肌肉緊張、心跳加快、

胃部緊張和手心出汗，這些象徵與運動成績的表現是呈曲線闕係

( Chapman ,Lane ,Brierley & Terry, 1997 )。
雖然比賽時產生的焦慮會對成績表現造成負面的影響是大家所接受的，但
是有關比賽狀態焦慮與成績表現相關之研究卻產生不同之結果(

Slade, 1995

Terry &

)。許多研究者已經特別強調認知的焦慮會影響比賽結果，例如在摔角

和游泳的比賽中，焦慮的分數與成績表現豆現很顯著的相反關係( Gou肘，

Petlichk。在 Weinberg， 1984;

Barnes , Sime, Dienstbier, Plake , 1986; Burton,

在手槍射擊的比賽中，焦慮的分數與成績表現豆現倒

U

1998) 。

字型關係

( Gould ,Petlichkoff,Simons& Verera, 1987 )。但是相反的，許多研究卻有不同的結
果，例如有 78. 內的空手道選手藉由他們在賽前的焦慮反應，能夠很正確的指
出勝利者比失敗者具有較低的認知的與身體的焦慮的分數和較高的自信心的分

數( Te叮y & Slade , 1995

) 0 Chapman,Lane ,Brierley & Terry ( 1997 )對 142 位男跆拳

道選手在賽前一小時實施 CSAI-2 測量，經多變項變異數分析後亦顯示相同的結
果。王正松(民 90 )對參加 2000 年美國南方海灣聯盟棒球比賽四所大學

(HSU ， CBU ， OBU ，UAM) 之 68 位棒球選手在賽前一小時實施 CSAI-2 測量，亦
發現勝隊選手比負隊選手在賽前其有較高的自信心分數及較低身體的焦慮與認
知的焦慮分數，經 t 按定復自信心及認知的焦慮達顯著的差異水準 (p< . 05) 。

在網球比 賽中，亦有相同的研究結果。 Terry， Coakley&Karageorghis

( 1995)

對 100 位參加 國家青少年錦標賽的優秀青少年網球選手大約在賽 前一小時完成
CSAI-2 測量， 然後在賽後一小時將所有選手隨機分配為四等份 並加入戰略指

導，發現這些 選手在認知的與身體的焦慮、有顯著的降低並且自信 心亦顯著的提

高。 Terry， C瓜，Lane&Karageorghis ( 1996 )亦對 100 位男女網球選手在參加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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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雙打比賽前一小時完成 CSAI-2 測量，經多變項變異數分析顯示贏得單打比賽
者比失敗者具有較低的認知的焦慮和較高的自信心;同時贏得雙打比賽者比失
敗者明顯的具有較高的自信心 。

由上述之文獻探討可知 CSAI-2 已被許多運動心理學者用來評價不同運動項
目選手之狀態焦慮，並且有不同的研究結果。國內有關網球選手賽前狀態焦慮

之研究卻付之闕如，因此筆者利用協辦 89 年度全國網球第五次排名賽之機會，
對參加比賽之男女選手實施 CSAI-2 測量並作相關之分析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比較我國網球勝、負選手之賽前狀態焦慮差異情形。

(二)比較我國網球單、雙打選手之賽前狀態焦慮、 差異情形。
(三)比較我國網球不同球齡選手之賽前狀態焦慮差異情形。
(四)比較我國網球不同性別選手之賽前狀態焦慮差異情形。

三、研究範團與限制
本研究是以參加 89 年度全國網球第五次排名賽之 91 位男、女網球選手為
研究範園，僅以賽前狀態焦慮 CSAI-2 測量並作相關之分析研究，其他影響焦慮
因素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內。

四、名詞解釋
(一)賽前狀態焦慮可分1.認知的焦慮 2. 身體的焦慮 3. 自信心。

(二)認知的焦慮(

Cognitive Anxiety ) :當運動成績表現不理想時，會有像負面

的自言自語和想像會失敗的徵兆，是屬心理的因素。

(三)身體的焦慮:

(Somatic

Anxiety) 身體的焦慮的特徵是肌肉緊張、心跳加

快、胃部緊張和手心出汗，是屬生理的因素。

(四)自信心(

Self-confidence )

:是對成功有確信期望的特徵。

五、操作性定義
(一)勝、負網 球選手:是指參加 89 年度全國網球排名賽，在單 、雙打會內賽
第一輪比 賽之勝、負選手而言。

(二)不同球齡 網球選手:本研究將接受測量之選手區分為 二 組 ; -!且為球齡

10 年(含)以上，另一組為球齡 5 年(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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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以參加 89 年度全國網球第五次排名賽，單、雙打會內賽第一
輪之 91 位男女網球選手。依賽會公佈之賽程表，男子單打會內賽應有 32 籤(

32

人) ，雙打應有 16 籤( 32 人) ;女子單打會內賽應有的籤(1 6 人) ，雙打應有 8

籤( 16 人)。因此男子單、雙打選手共有 64 人，女子單、雙打選手共有 32 人，
共計 96 人。檢視回收之運動狀態焦慮、量表 -2 時，發現二位男子單打選手填答不

完全，另亦有二位男子雙打選手填答不認真，所有題目之答案皆相同，因此剔

除不計;女子則有一位單打選手棄權。故實際有放問卷男子單打選手 30 位、雙

打選手 30 位，女子單打選手 15 位、雙打選手 16 位，共計 91 位男、女網球選

手。
二、研究工具
賽前狀態焦慮、之測量是使用 Lane，
之運動狀態焦慮量表 -2

Sewell , Te的， Bartram&Nesti ( 1999 )修訂

( Competitive State Anxiety Inventory-2 ) ，簡稱 CSAI-2

0

分成認知的焦慮、身體的焦慮和自信心三個向度，每向度 9 題，共 27 題。修訂

之運動狀態焦慮量表 -2 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三個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係
數分別為認知的焦慮 α =.80 、身體的焦慮、 α= 鈞、自信心 α=.88 ，皆大於標準

值 . 70 '因此修訂之運動狀態焦慮量表-2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受試者在固定

的四分比率表之答案中，對每個題目之描述劃出「你現在的感覺」程度。 例如:
「我感覺緊張的 J ' 1 是代表 r 一點也不』、 2 是代表『有點』、 3 是代表『普通的』、
4 是代表『非常的』。在 27 題問卷量表中，除第 14 題外，其餘皆按照受試者所
劃出之感覺程度計分。劃 l 者給 1 分、劃 2 者給 2 分、劃 3 者給 3 分、劃 4 者
給 4 分;第 14 題則顛倒計分。認知的焦慮、身體的焦慮和自信心的分數是單獨

計分，每一部 分的給分範園是從 9 分到 3 6 分 。

二、施測日期及地點
填寫運動 狀態焦慮量表 -2 日期男子單打是在 89 年 8 月 16 日 ，男子雙打、
女子單雙打皆 在 89 年 8 月 17 日 。 填寫運動狀態焦慮量表 -2 之地 點是在台中市
中興網球場室內看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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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方式
筆者依據賽會競賽組所公佈之比賽時間，約提前一小時到達比賽場地，徵

得每位受試選手之同意後，隨即向受試選手說明填答方法及所測得之資料絕對
保密並僅供學街研究之用，以取得受試選手之信任。所有填答完成之運動狀態

焦慮量表 -2 約在受試選手比賽前 30 分鐘收回。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獲得之資料皆以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不同球齡、不同性別、勝負及單雙打選手之賽前狀態焦慮差異情形。
顯著差異水準定為 α=.05 。

參、結果與討論
一、比較我國網球勝、負選手賽前狀態焦慮之差異情形

賽前狀態焦慮

( Cognitive )
身體的

( Somatic)
自信心

(Self-confidence )
可 < . 05

勝負勝負勝負

認知的

勝負

呵呵川一“的“衍俑衍

表一我國網球勝、負選手賽前狀態焦慮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M)

(SD)
5.23
5.56
4 .4 5
4.25

16 .1 9
18 .46
14.82
15.55
24.63
24 .1 7

6.2 8

t {J直

-2.01 *
-.79
.37

5.09

由表一得知，獲勝選手在認知的及身體的焦慮分數皆低於失敗選手，自信

心的分數則獲勝選手高於失敗選手。經 t 檢定結果，僅認知的焦慮 達顯著的差異

水準 (þ<.05) ' 身體的焦慮、與自信心則無差異存在 (p>.05 )。此 結果與王正松
(民 90 )、 Terry

& Slade ( 1995 )、 Te訂y， Cox ，Lane & Karageorghis ( 1996 )、
Chapman,Lane ,Brierly & Terry ( 1997 )等研究有相同的結果，由此 可知獲勝選手
於比賽前認知的及身體的焦慮較少，能平常心專注於比賽，發揮平日訓練的水

準，減少焦慮影響運動表現;另勝、負選手在身體的焦慮與自信心皆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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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水準，其原因可能是本次之受試者是會內賽第一輪之選手，因此不論是技
術、體能皆達一定之水準，當技術、體能相當時勝負的關鍵取決於心理的素質。

二、比較我國網球單、雙打選手賽前狀態焦慮之差異情形
表二我國網球單、雙打選手賽前狀態焦慮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賽前狀態焦慮

平均數

標準差

(N)

(M)

46
45
46
45
46
45

18.63
15.97
16.08
14.26
23.89
24.93

(SD)
4.88
5.80
4 .4 0
4.13
5.06
6.29

單、雙打人數

認知的

雙打

( Cognitive )

單打

身體的

雙打

( Somatic )

單打

自信心

雙打

( Self-confidence )

單打

t

值

2 .3 6*
2.03*
-.87

*p<.05
由表二得知，雙打選手在認知的及身體的焦慮分數皆高於單打選手，自信

.心的分數則單打選手卻高於雙打選手。經 t 檢定結果，在認知的及身體的焦慮皆

達顯著之差異水準 (p<.05) ，自信心則無差異存在 (p>.05) 。雙打選手認知的
及身體的焦慮分數明顯高於單打選手，其原因可能是雙打比賽競爭比單打比賽
激烈，由於球速較快，同時球之落點變幻莫測，因此造成雙打球員較多的身體

焦慮;另外雙打比賽，戰略戰術之應用非常重要，在比賽當中二位球員必須適
時的互相鼓勵與打氣，方能克敵制勝。

三、比較我國網J}K不同球齡選手賽前狀態焦慮之差異情形
表三我國網球不同球齡選手賽前狀態焦慮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賽前狀態焦慮

球齡別

言皂、 知的

5 年以 上

( Cognitive )

10 年以上

身體的

5 年以上

( Somatic )

10 年以上

自 信心

( Self-confidence )
*p<.05

5 年以上

10 年 以上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N)

(M)

21
26
21
26
21
26

18.66
13.88
15.90
12.88
24.04
27.23

(SD)
5.81
4.53
4.12
3.58
5.62
4.29

t

值

3 :1 6*
2.68*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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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三得知，球齡 10 年以上之選手認知的及身體的焦慮的分數皆明顯的低

於球齡 5 年以下的選手;自信心的分數則相反。經 t 按定結果，無論是認知與身
體的焦慮及自信心皆達顯著的差異水準 (p<.05 )。

球齡愈長的網球選手，比賽經驗豐富，生、心理較成熟，在賽前較不會焦
慮不安，並且在比賽中都能激勵自己、扭轉乾坤，對贏得比賽亦充滿自信心。

四、比較我國網球不同性別選手賽前狀態焦慮之差異情形

ω 一
呵呵川

表四我國網球不同性別選手賽前狀態焦慮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M)

(SD)

16.83

5.05

31

18.25

6 .2 2

60

15 .1 5

4.15

31

15.25

4.77

自信心

60

24 .1 1

5.35

(Self-confidence )

31

24.96

6.36

賽前狀態焦慮

( Cognitive )
身體的

( Somatic)

男女男女男女

認知的

性別

t

值

-1. 175

-.112
-.673

可 <.05
由表回得知，男選手在認知的與身體的焦慮及自信心分數皆低於女選手，

經 t 被定結果亦皆無顯著差異存在。此結果與 Perry &

William ( 1998 ) ; Sewell

& Edmondson ( 1996 )等人之部分研究結果相同。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依上述結果與 討論所獲得結論如下:

(一)獲勝選 手比失敗選手在賽前具有顯著低的認真口的焦慮 (p < .05) 。
(二)雙打選 手比單打選手在賽前具有顯著高的認知的與身 體的焦慮(

<.05

p

) 。

(三)球齡 1 0 年以上之選手比 5 年以下之選手在賽前具有顯著 低 的認知的與身
體的焦慮 (p<.05 )及顯著高的自信心 (p<.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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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男女選手賽前認知的與身體的焦慮分數及自信心，皆無差異存在(

>.05

p

)。

二、建議
(一)獲勝選手賽前有較低的焦慮，所以教練應在賽前降低選手的焦慮因素，
提高自信心，克敵制勝。

(二)網球為非身體接觸之開放性的運動;身體接觸、閉鎖性的運動焦慮情形
應有不同，未來研究可朝此方向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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