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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震動持續時間對男性上肢肌力表現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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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不同震動刺激持續時間對男子慣用手最大自主等長收縮肌力之影響，本實驗以 42 位男性健康大專學生

為受試者，隨機分別進行三次採樣。重覆接受震動刺激持續 10 秒鐘、震動刺激持續 30 秒鐘和震動刺激持續 45 秒鐘三種不

同持續時間之實驗設計（振幅 3cm；頻率 7.5Hz），每次採樣時間間隔一天。所得資料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異數統計進行分

析。結果顯示，經過震動刺激持續 10 秒鐘及 30 秒鐘後，對男子上肢肌力表現上在初始最大拉力表現和發力率上都有顯著的

進步（震動刺激持續 10 秒鐘及 30 秒鐘＞45 秒鐘震動刺激和基礎值），但經過 45 秒鐘震動刺激後，對男子上肢肌力表現並

未有所幫助。本研究建議在進行震動刺激時，震動刺激的持續時間不宜太長，在 30 秒鐘的震動持續時間之內，對男子上肢

肌力表現有極佳的幫助。 

關鍵字：震動持續時間、上肢肌力表現 

 

壹、前言 

震動刺激訓練是一種以重量負荷及外在機械引起張

力性震動反射機制以達到刺激神經肌肉系統的方

法，可在極短時間內提升肌力表現。在以往探討震動

刺激訓練對人體神經系統表現上，常可分為急性影

響、長期適應。在震動刺激訓練的急性影響中，其單

次震動持續時間大都為數十秒至幾分鐘以內為主。而

相關研究如Iissurin and Tenenbaum(1999)、陳婉菁

（2004）和徐吉德（2006）更曾利用單次震動刺激持

續十秒鐘對上肢等長肌力收縮表現進行研究，結果皆

顯示出單次震動數十秒鐘對於肌力表現具有正面性

影響。但在鄭景峰（2005）在其論述上論及當單次震

動運動強度固定時，肌肉收縮表現將會隨著震動刺激

時間的增加而縮短。Mester, Kleinoder, and Yue

（2005）認為單次震動訓練下，若負荷重量太大則震

動持續時間不宜太長，其研究中建議在20-60秒之間

為宜。 

在單次震動急性影響之下，上肢肌力表現是否會隨震

動持續時間增加而有所改變是一值得深入探討的主

題。因此，本研究擬以健康男性大專學生之慣用手為

研究範圍，針對上肢肌群進行10秒鐘、30秒鐘和45秒

鐘三種不同震動持續時間的刺激並以拉力計收集受

試者的肌力相關指數探討不同震動持續  時間對上

肢最大自主等長收縮表現之影響。 

貳、方法與步驟 

一、實驗受試者 

本實驗以42位健康的男性大專學生為受試者，並在一

年內無嚴重的身體上傷害，實驗主要以根據個人的慣

用手為主（表一）。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料表 

人數 年齡（年）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42 23.1±2.1 173.2±7.1 70.45±4.9 

二、場地佈置及實驗流程 

（一）在本研究中震動刺激負荷重量以所有受試者平

均拉力值的 70％為設定值。此外，震動頻率相

設定於實驗前先經拉力計檢驗震動刺激儀器

所產生的震動頻率為 7.5±0.06Hz，其頻率誤差

百分比低於 2％以下，符合實驗設定震動頻率

為 7.5Hz 的需求。  

（二）由同步器產生電壓至 Biovision 系統及 LED 訊

號以進行同步。以 LED 訊號作為受試者開始用

力之基準，燈亮時持續用力三秒鐘直到三熄為

止，每人以輪轉方式測試共 4 次。 

（三）42 位受試者隨機分別進行三次採樣，重覆接受

震動刺激 10 秒鐘、震動刺激 30 秒鐘和震動刺

激 45 秒鐘之實驗設計（振幅 3cm；頻率

7.5Hz），每次採樣時間間隔一天。 

（四）所收集到的各項肌力指數進行相依樣本單因子

變異數統計分析，顯著水準定為 α=.05。 

參、結果與討論 

表二 肌力指數變異數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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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5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在經過震動刺激持續時間 10 秒鐘

及 30 秒鐘後，對男子上肢肌力指數上在初始最大拉

力表現和發力率上都有顯著的進步（p＜.05），但經

過 45 秒鐘震動刺激後，對上肢肌力指數並無幫助（表

二）。在 1990 年 Bongiovanni, Hagbarth, and 

Stjernberg 的研究曾比較震動持續時間（2-3 分鐘）

對踝關節背屈肌肌腱的影響，結果發現踝關節背屈肌

肌群的力量與肌電訊號皆會隨著震動時間增加而降

低其表現。本研究中，42 位受試者接受震動刺激持續

時間 10 秒鐘及 30 秒鐘之實驗處理下，各肌力指數並

無顯著差異情形。但在 45秒鐘震動刺激持續時間後，

對男子上肢肌力表現並無幫助，甚至出現下降的情

形。這顯示出，無論是上肢或者下肢肌力表現皆會隨

著震動持續時間的增加有肌力表現下降的情況產

生。探究其原因，從相關研究中提及當單次震動刺激

持續時間太長會引起肌肉疲勞而導致肌力下降，特別

是高負荷重量下。這原因除了震動刺激會在運動初期

促進肌肉收縮力量與活性，導致肌肉提早進入衰竭狀

況，另一則是單次震動持續時間太長會抑制運動單位

的徵召，而降低神經肌肉的運動表現（Bongiovanni

等人，1990；Luo, McNamara,＆Moran，2005）。 

在震動刺激持續時間長短對反應時間上並未達顯著

水準。蔡崇濱、劉立宇、林政東、吳忠芳（2004）曾

指出反應時間是難以在短時間內訓練而成，這與本研

究結果相符合，表示無論在何種震動刺激持續時間下

都無法增快受試者在本實驗中的反應時間。 

肆、結論與建議 

從結果顯示，在經過震動刺激持續 10 秒鐘及 30 秒鐘

後，對男子上肢肌力表現上在初始最大拉力表現和發

力率上都有顯著的進步（p＜.05），但經過 45 秒鐘震

動刺激後，對上肢肌力表現並未有所幫助。 

因此，根據本研究結果建議在進行震動刺激時，震動

刺激的持續時間不宜太長，在 30 秒鐘的震動持續時

間之內，對男子上肢肌力表現有極佳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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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數 實驗處理 平均值±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比較 

基礎值 160.66±54.29 

震動 10秒 178.48±55.93 

初始

最大

拉力

(N) 

震動 30秒 

震動 45秒 

166.66±49.39 

134.68±57.14 

8.18
＊ 

.00 

震動 10 秒＞ 

其他三組； 

震動 30 秒＞ 

震動 45 秒 

基礎值 207.63±117.77 

震動 10秒 360.63±164.4 

發力

率 

(N/s

) 

震動 30秒 

震動 45秒 

356.69±138.81  

212.94±90.3 

9.3＊ .00 

 震動 10 秒＞基

礎值、震動 45秒；

震動 30 秒＞基

值、震動 45秒 

基礎值 0.45±0.02 

震動 10秒 0.43±0.05 
反應

時間

(s) 
震動 30秒 

震動 45秒 

0.44±0.09 

0.43±0.06 

.5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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