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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談論到籃球比賽，彈跳能力將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教練及選手們為了提昇球隊的戰鬥力，透過

各種訓練法，試圖提昇選手的彈跳能力，以增加球隊之競爭優勢。衝擊式訓練則是以快速有力的肌肉收

縮方式，經由肌肉之伸展性、彈性、及可收縮性等構成要素做訓練 (Lundin,1985)。這種結合離心、向

心兩種收縮的訓練方式，比單純的向心訓練提高更大的力量與動力(O,Bryant,1985)。本研究之目的地主

要在探討籃球選手接受被動反覆衝擊式肌力增強器訓練後，各項彈跳能力之表現。研究結果顯示經「被

動反覆衝擊式肌力增強器」訓練後之籃球選手在垂直跳、助跑單腳跳、助跑雙腳跳、側向跳、橫向跳等，

彈跳能力均顯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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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談論到籃球比賽，彈跳能力將是決定勝

負的重要因素；由於籃球運動戰術水準的提

升，其競爭也由地面延伸至空中，彈跳能力的

重要性更是不可缺少，擁有制空權將使球隊不

論在攻、防方面都享有絕對的優勢。教練及選

手們為了提昇球隊的戰鬥力，透過各種訓練

法，試圖提昇選手的彈跳能力，以增加球隊之

競爭優勢。 

對於神經肌肉反射、伸長反射、爆發性

的動力及彈跳動作的發達，衝擊式訓練是必需

的(Chu,1983)。衝擊式訓練則是以快速有力的

肌肉收縮方式，經由肌肉之伸展性、彈性、及

可 收 縮 性 等 構 成 要 素 做 訓 練 

(Lundin,1985)。這種結合離心、向心兩種收

縮的訓練方式，比單純的向心訓練提高更大的

力量與動力(O,Bryant,1985)。 

二、研究目的 

主要在探討籃球選手接受被動反覆衝擊

式肌力增強器訓練後（如圖 1），各項彈跳能

力之表現。 

 

 

 

 

 

 

圖 1 被動衝擊式肌力增強訓練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第十四屆釜山亞洲運動會中華

男籃培訓隊 14 人。（為不影響其訓練計

畫，未將受試者分成實驗組與控制組加以

比較，而將所有隊員皆列為實驗組，比較

其訓練前後之差異。） 

2.訓練內容： 

(1)適應期：僅進行一次，目的是讓受試

者於訓練時，動作能做的正確，適應

機器，減少運動傷害。 

(2)訓練期：為期六週，每週三次，共計

十八次使用被動反覆衝擊式肌力增強

器訓練。 

3.實驗流程：說明實驗目的及實驗流程   

  填寫受試者同意書及基本資料         

  前測      實施訓練計劃       

   後側       資料分析處理。  

4.資料處理：本研究所有受試者之個人資料

及測驗成績均以平均數及標準差表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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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處理以 SPSS1.0 FOR WINDOW 未修改版統

計套裝軟體相依樣本 T 考驗，比較前後測

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統計考驗顯著水準

定為α=.05。 

四、結果與討論 

由表 1 得知經過六週，每週三次之反覆

衝擊式肌力增強器訓練後，受試者： 

(1)垂直跳有顯著提升之效果 t 值=−5.07 (p

＜0.05)，由訓練前的平均 62.98± 6.40

公分，至訓練後的平均 67.32± 5.25 公

分，平均進步 4.33 公分。 

(2)助跑單腳跳有顯著提升之效果 t值=−4.45 

(p＜0.05)，由訓練前的平均 73.07±4.60

公分，至訓練後的平均 77.71± 4.95 公

分，平均進步 4.63 公分。 

(3)助跑雙腳跳有顯著提升之效果 t值=−3.65 

(p＜0.05)，由訓練前的平均 73.68±6.83

公分，至訓練後的平均 78.87± 4.41 公

分，平均進步 5.18 公分。 

(4)側向跳有顯著提升之效果 t 值=−8.33 (p

＜0.05)，由訓練前的平均 71.07± 6.09

公分，至訓練後的平均 76.16± 5.89 公

分，平均進步 5.08 公分。 

(5)橫向跳有顯著提升之效果 t值= −4.70 (p

＜0.05)，由訓練前的平均 71.02±4.91 公

分，至訓練後的平均 75.00± 4.87 公分，

平均進步 3.97 公分。 

表 1：被動反覆衝擊式肌力增強器訓練後對垂

直跳、助跑單腳跳、助跑雙腳跳、側向跳、橫

向跳的 t 檢定表 

 

 

 

 

 

 

 

 前測 後測 t 值 

 M(S.D.) M(S.D.)  

垂直跳

(公分)
62.98(6.40) 67.32(5.25) −5.07*

助跑單

腳跳(公

分) 

73.07(4.60) 77.71(4.95) −4.45*

助跑雙

腳跳(公

分) 

73.68(6.83) 78.87(4.41) −3.65*

側向跳

(公分)
71.07(6.09) 76.16(5.89) −8.33*

橫向跳

(公分)
71.02(4.91) 75.00(4.87) −4.70*

*p＜0.05                      (N=9) 

五、結論 

經「被動反覆衝擊式肌力增強器」訓練

後籃球選手之各項彈跳能力顯著進步。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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