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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型態熱身方式對籃球運動員速度、敏捷性與下肢爆發力之影響 

張鳳儀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摘要 

運動前的熱身在訓練上有其功效與義意，運動前充分的熱身可達到預防運動傷害發生之目的，本研究針對不同性別之籃球選

手共 40 名為對象，其中男生 20 名、女生 20 名，以重測法，在不同日期、相同地點、相同時間觀察不同型態的熱身方式下

對籃球員之速度、敏捷性與爆發力之影響。以 t檢定比較不同型態熱身方式運動比現之差異。結果為：不同熱身型態不影響

籃球運動員速度、敏捷性及爆發力表現。 

關鍵字：熱身型態、速度、敏捷性、爆發力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籃球運動隨著規則的改變，比賽節奏緊湊且衝撞性

高，比賽進攻具有高強度與對抗激烈、進攻成功率與

速度成正比、隊員進攻的面廣、點多、比賽中突出核

心隊員的特長技術等特色。防守特色則是防守戰術形

式多且變化大，更富攻擊性、質量與防守的意識提升

（江孟珍，2002）。故籃球是一種無論傳球、運球都

要具備速度與爆發力，在防守時快速的移位與攻擊時

的閃、切等更需要具備高度的敏捷性。研究指出籃球

員的運動傷害原因以熱身不足為主要或次要原因（林

燕君，2003）。熱身運動（warm-up）指進行激烈運動

前對肢體進行一系列的活動，除了可提升中樞神經系

統興奮外亦可提高身體和肌肉溫度、血流量、氧的使

用等，同時能縮短身體和肌肉的收縮與放鬆時間（林

正常，1993）。一般熱身運動型態分為動態及靜態二

種型式，動態多以跑步加上各關結活動為主，靜態則

以肌肉群伸展為主。目前運動訓練前所選擇熱身方式

均不相同。現代籃球運動根據專項運動特質，籃球運

動員的速度、敏捷及爆發力與熱身運動有密切相關。

過去的研究多數針對熱身運動在生理上的影響，黃錦

裕、陳明星（2000）及熱身前後對運動表現的影響

Williford 等（1996）。就訓練實務上，本研究企圖尋

找專項運動最佳熱身方式提供專項運動熱身之參

考，以落實專項運動熱身方式之進行，對於運動表現

及訓練效果期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以提供未來籃球

運動訓練之參考。 

貳、研究方法 

一、對象：以 40 名健康高中籃球員男女生各 20 名為

研究對象。有肩部、腰部或下背及脊椎傷害及下肢傷

害者均不得參加此次測驗。二、方法：本研究中之靜

態熱身以伸展身體各肌群為 10 秒黃啟煌等（1998）。

動態熱身以跑步為主加上各關節活動為輔。各進行 10

分鐘的熱身運動。根據（邢文華，1985）體育測量與

評價一書所列選擇下列距離為測試標準。（一）速度：

以 30 公尺跑為主要測試。（二）敏捷性：以 6X6 公尺

折返跑為主要測試項目。（三）爆發力：以立定跳遠

為主要測試項目。三、資料處理 1.本研究方法以重複

量數法（identical subject repeated measures）

在不同日期，但相同地點、時間，進行不同型態熱身

方式對籃球運動員速度、敏捷及爆發力表現之影響。

使用重覆量數法主要為避免個體之間運動能力的差

異性與過度疲勞影響運動表現因子之產生。2.以

spss10.0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處理。3.以 t 檢定不同型

態熱身後的運動表現。 

叁、結果與討論 

一、結果：如表一。 

表一  結果與統計量表 

*p≦.05 

二、討論：縱使熱身運動的益處只有少許的科學證

據，但多數運動員往往會在運動前從事熱身以增進運

             統計值 

運動型態 

平均值 標準差 個數 T 值 自由度 顯著性）

靜態熱身後立定跳（M） 2.07 .39 

動態熱身後立定跳（M） 2.1 .38 

38 -.316 74 .753 

靜態熱身後折返跑（sec） 11.32 1.22 

動態熱身後折返跑（sec） 11.05 1.84 

38 .754 64.17 .453 

靜態熱身後 30M 衝刺（sec） 4.99 .51 

動態熱身後 30M 衝刺（sec） 4.88 .64 

38 .892 70.69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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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現及減少運動傷害的發生（Stewart,1998）。因

為僵硬的肌肉及柔軟度不足是骨骼、肌肉受傷的主要

原因，所以保持良好的柔軟度亦能幫助預防在運動時

肌肉與骨骼系統的損傷（Rosenbaum & Hennig, 

1995）。靜態伸展運動（strecting exercise）是指

以緩慢溫和的方式將關節持續伸展，使肌肉持續放鬆

張力減至最小，結諦組織產生永久性的延展，擴大關

節活動範圍增加柔軟度（森本哲郎，1996）。因為肌

肉在伸展時會使拮抗肌之間拉力減低，改善肌肉的柔

軟度並促使動作協調性提高（李祖遠，1997）。

（Richards，1968）的研究指出，垂直跳前若做 1到

2 分鐘的伸展操可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能力，4 分鐘則

沒有影響，6分鐘則會退步百分之 27 的跳躍能力。根

據伸展反射的神經生理學，當肌肉受到伸展時肌梭

（muscle spindle）會立即將衝動（Sensory Impulse）

傳到脊髓引起肌肉反射性的收縮。如果肌肉伸展超過

6秒鐘，高爾肌腱器（Golgi Tendon Organs）即反應

肌肉長度及強度增加的變化，抑制過度收縮的肌肉反

而會將肌肉放鬆，以避免因相互拮抗而產生肌肉拉

傷。本研究之測試項目有可能受伸展反射之影響而造

成沒有差異之現象，測試時每隊熱身時間平均為十分

鐘左右，有可能因為熱身時間不足而影響速度與敏捷

性的顯著性。多數研究者（林正常，1993；Rosnbaum 

& Hennig，1995）對於伸展熱身運動能提升體溫、增

加關節活動角度、預防運動傷害的發生有正面的肯

定。然而在需要彈跳及爆發力的運動中應注意肌肉伸

展之神經生理反應，適度進行以避免生理機能過度反

應而產生反效果。通常輕度的熱身運動（如慢跑）能

使體溫升高，促使肌肉收縮時更為順暢，同時增加肌

腱和韌帶的延展性，若進行靜態伸展時能可先做輕度

的熱身運動，免免操作時關節結諦組織因過度伸展或

力量太大造成傷害（林晉利、陳俊忠，1992）。 

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籃球運動進行時整個過程為多種基本技術

的組合，而籃球運動又屬於高強度、高衝擊性的運

動，由本研究結果來看若將靜態熱身方式與動態熱身

的方式分開進行似乎對運動表現並無幫助。二、建

議：建議未來籃球運動員進行熱身運動時，應將動態

熱身與靜態熱身同時進行，進行伸展操則不應過度，

避免影響過度刺激神經肌肉而產生抑制作用，以提升

運動表現，降低運動傷害的發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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