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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重量與速度對肌肉訓練之影響(以肱二頭肌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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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現今的運動員而言，除了一般的術科訓練之外仍需加強重量訓練藉以提升本身肌肉的條件，所以，對於重量訓練方

式加以探討的重要性可說是必然的。而在各種訓練方式中，大都是以重量與速度的變化造成肌肉的疲勞負荷。因此，本

研究將以肱二頭肌為例，以重量與速度為變項，透過肌電圖（electromyography，簡稱ＥＭＧ）對該部位肌肉平均施力

加以了解其間的差異性。藉由實驗得知肌肉活化程度與肌肉負荷重量或動作速度之增加成正比關係，但在最快的動

作速度下，將重量負荷增加至最大未必能達到最佳訓練效果。並以此建議各選手、教練，切勿以增加重量負

荷或提升動作速度就認定訓練效果的提升，以免造成運動傷害。 

關鍵字：重量、速度、肌肉訓練、二頭肌。 

 

壹、前言 

目前的運動員從事重量訓練或教練從事重量訓練器材

的指導時，皆以提升肌力、爆發力為目標設計練習課

表。一般而言，肌力收縮可歸類為三類：（１）、等長

收縮（isometric contraction），（2）、等張收縮

（ isotonic contraction ），（ 3 ）、 等 速 收 縮

（isokinetic contraction）。肌肉在收縮時除了會產

生力量之外，也會因神經衝動之傳導造成電壓變化，

透過電子儀器觀測、記錄肌肉活動所產生的電壓變化

即是一般所稱肌電圖（electromyography）。由於 Komi 

等人（1987）發現向心或離心收縮之積分肌電

（integrated electromyography IEMG）與運動強度

或角速率（角速度＝角位移÷時間）成正比關係。但對

於負荷重量越重是否達到更大訓練效果？而運動之動

作速度增加是否亦達到更佳訓練效果？因此，本實驗

將以重量與速度為變項加以實驗並進行探討，並期望

能對選手及教練於進行重量訓練時提供參考。 

貳、研究內容 

研究對象：本實驗以一名男子游泳選手為受試對象（身

高 173 公分，體重 63 公斤）對其左臂二頭肌（biceps 

brachia）施測。肘關節活動範圍為 0~120 度（以肘關

節完全伸展為 0度） 

研究工具： 

1、計時器。 

2、槓鈴 2.5 公斤、5公斤、10 公斤各一。 

3、Biopac MP150 多頻道訊號擷取系統，並配合分析

軟體 Acqknowledge。 

4、量角器。 

研究方法： 

本實驗設計參考謝伸裕 姚承義（1991）與李志文

（1993），於受試者左手二頭肌肌腹黏貼雙極表面電極

片（Bipolars）兩片，其間隔為 1.5 公分，地線接於

尺骨莖突，並使用放大倍率 500 倍之放大器，取樣頻

率為 1000Hz，受試者以每秒 1次（動作一）、每兩秒 1

次（動作二）、每三秒 1次（動作三）的三種不同動作

速度控制下，分別完成 2.5 公斤、5 公斤、10 公斤三

種不同重量負荷之肱二頭肌向心、離心收縮動作並持

續動作 30 秒，且分別取其肌肉電流平均求平均值。 

動作流程： 

受試者背後靠於椅背保持端正坐姿，正面靠近桌緣，

左手臂放鬆平伸，手心朝上放置於桌面，輕握槓鈴（以

能抓住為原則）待發令後以動作三完成 30 秒之向心、

離心收縮，依序完成 2.5 公斤、5 公斤、10 公斤，為

避免疲勞過度，每種重量負荷之間休息 2 分鐘。完成

之後以動作二完成向心、離心收縮，依次完成 2.5 公

斤、5 公斤、10 公斤，每種重量之間間隔的休息時間

調整為 3 分鐘。依此類推完成動作一之向心、離心動

作，間隔休息時間調整為 5 分鐘。在實驗過程中，藉

由Biopac MP150多功能訊號系統接收與紀錄肱二頭肌

之肌肉收縮時肌肉活化程度，透過低通濾波（cutoff 

frequency 125Hz）、翻正等步驟後求出肌電平均震幅

（mean value）加以分析。重複實驗步驟十次（N＝10）

並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探討不同負荷重量與動作速

度對肌肉活化程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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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與討論 

本實驗結果之各平均值與其標準差如下表（表一）所

示： 

表一  不同重量與動作速度之肌電平均值（平均值±

標準差） 

 2.5 公斤 5 公斤 10 公斤 

動作一 

N＝10 

0.226±

（0.033） 

0.251±

（0.039） 

0.336±

（0.026）

動作二 

N＝10 

0.136±

（0.017） 

0.144±

（0.013） 

0.238±

（0.029）

動作三 

N＝10 

0.089±

（0.009） 

0.108±

（0.023） 

0.224±

（0.045）

在二因子變異數統計分析下，由受試者內效應項的檢

定，可看出兩自變項（重量負荷與運動速度）主要效

果的動作速度自變項（F＝245.939, p＜0.05）及負荷

重量自變項（F＝181,565, p＜0.05）皆達顯著水準，

而動作速度與負荷重量交互作（F＝1.348, p＞0.05）

未達顯著。因此得知：在重量負荷與動作速度為變因

下，若固定其一變因則另一變因將與肌肉活化程度成

正比增加。但若兩變因同時增加未必能達到更大的肌

肉活化程度。本實驗結果數據如表一所示，在相同重

量之下，肌肉活化程度平均值之比較：動作一（每秒

1 次）的平均肌電值顯著大於動作二（兩秒一次）大

於動作三（三秒 1次），以五公斤為例（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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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5 公斤對不同動作速度之肌肉活化平均值 

因此，可知在相同負重之下若要提升動作速度將需要

更多的肌肉活化程度。而在相同速度之下，肌肉活化

程度平均值之比較，以動作一為例（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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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動作一對不同負重之肌肉活化平均值 

在同一動作下，重量最大負荷（10 公斤）的肌肉活化 

平均值顯著大於次負重（ 5公斤）大於最低負重（ 2.5

公斤），可知在相同動作速度控制下，負重越重需要越

多的肌肉活化程度才能提起。惟在 10 公斤負重之下，

動作一、動作二、動作三的相對差異不如在 5 公斤、

2.5 公斤負重之下三種動作速度之間所造成的肌肉活

化程度差異，反有拉近趨向，以 5 公斤（見圖一）與

10 公斤（圖三）之下肌肉活化平均值圖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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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10 公斤對三種動作速度之肌肉活化平均值       

即謂在動作速度較快的頻率之下對較輕的負荷重量能

提升較多的肌肉徵召，使其與較重負荷的肌肉活化程

度差距縮小。 

肆、結論與建議 

本實驗在三種重量負荷與三種動作速度之下發現：若

負荷重量固定，則肌肉活化程度與動作速度之增加成

正比關係。若動作速度固定之下，肌肉活動程度與負

荷重量之增加亦成正比關係。但仍需注意：未必兩變

因同時增加即可得到更多的肌肉徵召。建議教練與運

動員在求最大訓練效果時，仍應考慮適度重量與動作

速度，切勿依據增加重量負荷或提升動作速度就認定

訓練效果的提升，以免造成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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