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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振動作為訓練手段是有別於傳統的肌力訓練法，因此利用目前國際上最新的運動訓練理論－機械式振動(mechanical 

vibration)刺激來增強散手運動員下肢的肌力與爆發力。以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系散手隊 10 人為受試對象。研究方法：一、

每位受試者接受共十周為訓練期的振動訓練。二、振動刺激的頻率由 10 Hz 至 26 Hz 的範圍內。三、在訓練期前一周及訓練

後第一周各進行下肢肌力測驗。四、使用 SPSS for window 10.07 相依樣本 t-test 檢驗前後測之間的差異。顯著水準定為

(α=.05)。統計結果顯示除了蹲舉項目前後測具有顯著差異(p＜.05)外，其餘並無顯著差異，可能是因為負荷不足和振動刺

激頻率過低而無達到預期訓練效果。 

關鍵字：機械式振動、振動刺激、振動頻率、散手隊 

 

壹、緒論 

將振動當成運動訓練的手段，首先是由俄國科學家進

行應用研究（Issune et al,1994）。有些研究者發現

振動在增強優秀運動員的肌力上是有效的，且已經有

許多研究針對立即性的和長期的振動曝露之後的運

動訓練效果(Issurin et al. 1994; Bosco et al. 1999; 

Mester etal. 1999; Delecluse C. et al. 2003; 

Bosco et al. 1999;)。但也有些學者的研究結果顯

示振動刺激訓練並沒有顯著效果，如(Torvinen et al. 

2002; Torvinen et al. 2002; )。機械式振動刺激

對於肌力提升的機轉，一般是引用張力性振動反射

（Tonic Vibration Reflex）的理論來解釋，主要是

對於肌肉中肌梭的產生刺激。對於肌肉本身的肌腹上

或是在韌帶上，都能夠誘出肌肉反射性收縮，稱之為

張力性振動反射。振動主要是和α運動神經的反射激

活有關，可以激活肌梭和導致伸張反射迴路的增強，

因此振動刺激對於受試者的肌力可能會有所提升。本

研究目的是希望利用漸進式全身振動刺激的訓練法

提升散手運動員下肢的肌力。 

貳、研究方法 

（一）10 位中國文化大學國術學系散手隊散手運動員

自願參與 10 周的振動刺激訓練，其年齡範圍為 20-23

歲，身高 175.2 ±5.83 公分，體重 67.9±8.31 公斤。

受試者充分了解實驗的內容與目的，並在參與前簽署

同意書 。 

（二）受試者接受每週兩次的振動刺激，訓練時須站

在振動台上（台面寬 50 公分、長 60 公分，圖一）。

振動台會產生垂直正弦波(Model VS 5060 LD, by 

Vibration Source Inc. Taiwan)，受試者自行調整

膝關節角度，維持固定姿勢（圖二、圖三），接受 20

秒的振動刺激，然後休息 120 秒，再換下一組頻率。

本研究的振動頻率設定，第一、二週為 10、12、14、

16 和 18 Hz，第三、四週則為 12、14、16、18 和 20 

Hz，第五、六週為 14、16、18、20、22 Hz，第七、

八週為 16、18、20、22、24 Hz，第九、十週為 18、

20、22、24、26Hz。同樣頻率維持兩週，然後每兩週

往上調整 2Hz，振幅設定(Peak to peak)為 3mm（圖

四）。 

    

    圖一 振動台       圖二 振動訓練（正面） 

       

圖三 振動訓練（側面）  圖四  振動台操作設定 

（三）受試者於第一次測試前接受 30 公尺快跑、垂

直跳、深跳摸高、立定三次跳與蹲舉(1RM) ，作為體

能的基準值，經過第十周的振動訓練後，再接受同樣

的測驗一次。使用 SPSS for window 10.07 相依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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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est 檢驗前後測之間的差異。顯著水準定為α

=.05。 

参、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以 30 公尺快跑、垂直跳、深跳摸高、立定三

次跳與蹲舉(1RM) 等體能基準值，作為前測與後測之

間差異。統計結果發現蹲舉項目前後測達到顯著差異

(p＜.05)，其餘均無達到顯著差異。 

表一各變數相依樣本 t考驗表 

項目 前測（mean±SD） 後測（mean±SD） t 值 p 值

30公尺快跑 4.66±0.25(s) 4.58±0.22  (s) 1.38 .19

垂直跳 57.5±5.19(cm) 56.65±4.15(cm) .86 .40

深跳摸高 53.9±5.02(cm) 53.2±4.18(cm) -.48 .64

立定三次跳 7.60±0.53(m) 7.68±0.58(m) .44 .66

蹲舉 125±15.89(kg) 178±30.28(kg) -5.6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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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所示蹲舉的前後測成績的差異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實驗得到的資料與處理後，我們得到以下

結論與建議：各個項目測驗成績統計出來的結果，除

了蹲舉成績達到顯著水準外(p＜.05)，其餘測驗項目

並無達到顯著水準，我們綜合以下的討論：（一）振

動頻率的過低可能影響訓練的效果：在 Cardinale & 

Lim（2003）研究中，30 Hz 可以引起最大的反射量，

可當作適當震動刺激強度的方針，（陳婉菁，2004）。

（二）負荷量的不足：根據陳婉菁（2004）等人實驗，

在訓練組的等長收縮時給予震動刺激的介入可增加

肌肉活化程度，隨著負荷強度的增加，中樞神經必須

徵召更多運動單位以維持運動表現；但在震動刺激組

中不同震動頻率刺激對於等長收縮時肌肉活化程度

並没有顯著影響。本研究中受試者除了自行調整下肢

膝關節角度與身體重心位置以降低來自振動台上所

傳導至頭部的共振外，其餘並無任何負荷。（三）震

動刺激時間過長：Bongiovanni（1990）研究指出：

長時間的震動刺激會深深影響運動單位的激發頻

率，因振動所誘發的高頻的肌梭活動或是等長收縮所

造成低頻的肌梭活動，均可能引起肌梭被疲勞而影響

運動神經池而影響週邊神經驅動力。（陳婉菁，

2004）。 

二、建議：（一）、相關文獻研究證明在等長收縮時，

振動刺激介入，可增加肌肉活化程度，隨著負荷量的

增加，中樞神經必須徵召更多運動單位以維持運動表

現，對爆發力的提升應有顯著的效果。（二）、關於振

動刺激影響害運動神經池，影響週邊神經驅動力，影

響運動表現的因素，雖非本研究範圍，但在後續的實

驗中可加以研究探討。（三）、針對受試者的訓練成效

問題，除了在訓練期中確實執行訓練計畫外，對於受

試者的日常生活、心理輔導與正規訓練更應加強規範

與保護，都會影響受試者的運動表現。（四）、振動訓

練目前是體育學界新興的機械式訓練法之一，其相關

領域一直被不斷研究與開發，未來可互相搭配神經肌

電、血液中各種激酶變化以及生物力學等參數的蒐

集，發展出更新、更有效的最佳化訓練模式。 

伍、參考文獻 

1.盧英治（2001）:不同速度之下肢被動反覆衝擊式

訓練肌電活動分析。國立體育學院教練研究所 

2.陳婉菁（2004）:不同震動刺激型態對等長收縮時

肌肉活化程度之影響。國立體育學院教練研究所 

3.Bosco C., Cadinale M., & Tsarpla O.(1999). Influence 

of vibration on mechanical power and electromyogram 

activity in human arm flexor muscles. European 

Journal Applied Physiology,79,306-311. 

4.Issurin V. B., Liebermann D.G.& Tenenbaum G.(1994). 

Effect of vibratory stimulation training on maximal 

force and flexibility.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12, 

561-566. 

5.Issurin V.B., & Tenenbaum G.(1999). Acute and 

residual effects of vibratory stimulation on explosive 

strength in elite and amateur athletes. Journalof Sports 

sciences, 17,177-182. 

6.Mester, J., Spitzen, P., Schwarzer, J., & Seifriz, 

F.(1999). Biological reaction to vibration-Implications 

for sport.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Sport, 2, 

3, 211-226.

受試者

單
位(

公
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