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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震動式訓練(vibration training)是近年來所發展出的一種神經肌肉訓練方式，希望藉由震動刺激能夠有效的改善羽球選手的

下肢敏捷性。招募 15 名國立嘉義大學羽球甲組選手做為受試對象並以隨機方式分為震動組與對照組。測量方法有：觀察

3、4、6 點專項步法敏捷性及 10 公尺折返跑的移動速度是否有效的改善下肢敏捷能力。本研究以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

析針對各依變項進行統計檢定分析(α＝.05)，所有數值以平均數±標準誤表示。結果震動組在 3、4、6 點專項步法敏捷性及

10 公尺折返跑的移動速度表現上皆有顯著差異，對照組則皆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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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現今世界羽球運動正朝著「技術全面、特長突出、

主動攻擊、攻守均衡、快速制勝」的方面發展，並

強調以「主動、快速、狠準」為羽球技術之首要。

所以專項步法敏捷性的好壞都會影響到最後的比賽

成績，步法是羽球運動的基礎，肌力的發展與敏捷

性的訓練，皆是要提高在羽球場上移動的速度。然

而震動式訓練(vibration training)是近年來所發展出的

新的神經肌肉訓練方式，其原理是藉由機械震動的

刺激激發身體感覺受器，如肌梭，進而增進α神經元

的反應進而造成肌肉收縮，最後得到肌肉表現的改

善(Bosco, Cardinale, ＆ Tsarpela, 1999)。Cochrane ＆

Stannard (2005)以18位女性績優曲棍球員，實驗組實

施3次全身性震動刺激訓練 (WBV)，振動頻率為

26Hz，結果，擺臂下蹲垂直跳(ACMVJ)和敏捷性的

成績在統計上都達顯著。近年來也已有眾多文獻已

證實震動訓練對人體有正面的影響，例如：增加肌

力、爆發力、速度和增加神經反應。尤其對增進運

動員肌力的訓練的效果更被肯定。因此，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在探討接受垂直震動訓練是否可以提升羽

球選手在專項步法的敏捷性。

二、研究方法

本實驗受試者為 15 名國立嘉義大學羽球甲組選手做

為受試對象，並以隨機方式分為震動組與對照組，

震動組接受為期八週震動訓練，每週接受兩次震動

訓練。分別以平常羽球準備姿勢 (墊腳尖屈膝彎曲

60 度) 的方式，以及跨步姿勢 (前腳彎曲 60 度) 讓受

試者站立在全身性震動訓練器上，接受頻率 35Hz 及

震幅 2.56mm 的震動刺激，每種姿勢各訓練 5 次，

每次 60 秒，訓練之間間隔休息 60 秒。測驗分為前

測、中測及後測。測驗內容分別為 3 點(Y)專項步法

測驗引自 Wonisch 等, (2003)、4 點(X)專項步法測驗

引自 Ghosh 等, (1993)、6 點(米)專項步法測驗引自

Chin 等, (1995)及 10 公尺折返跑(Eider 等, 2006)。觀

察羽球選手 3、4、6 點專項步法敏捷性及 10 公尺折

返跑的移動秒速是否因接受振動訓練而有達到顯著

差異。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

三、結果

本實驗所測得資料以 SPSS 12.0 版，以單因子重複

量數變異數分析針對各依變項進行統計檢定分析，

顯著水準 α值定為 0.05。分析結果發現：震動組在

3、4、6 點專項步法敏捷性及 10 公尺折返跑的移動

速度的秒速表現上皆有達到顯著水準(p<.05)；對照

組在 3、4、6 點專項步法敏捷性、10 公尺折返跑移

動的秒速表現上皆無顯著差異。3 點步法 (圖一)、 4

點步法 (圖二)、6 點步法 (圖三) (p<.001)及 10 公尺

折返跑移動的秒速表現上(p<.01)(圖四) 。

樣本數(人) 年齡(歲)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實驗組 9 19.7±0.9 166.3±9.8 61.5±9.1
對照組 6 20.1±1.1 170.1±1.9 63.5±5.9



圖 一 震 動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3 點 步 法 之 比 較

(***=p<0.001; N.S=no sigingficant)

圖 二 震 動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4 點 步 法 之 比 較

(***=p<0.001; N.S=no sigingficant)

圖 三 震 動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6 點 步 法 之 比 較

(***=p<0.001; N.S=no sigingficant)

圖四 震動組與對照組在折返跑之比較 (**=p<0.01;

N.S=no sigingficant)

四、結論與建議

由實驗結果得知，震動訓練可以有效提升選手下肢

移動的敏捷性。推論原因應該是由於羽球步法是需

要急停、改變移動方向後急跑的運動，常需要瞬間

做改變，所以選手在接受震動刺激時，有效的達到

刺激肌梭效果，進而增進 α神經元的反應進而造成

肌肉收縮，最後得到選手在瞬間啟動時有效的增進

運動表現。但是是否有學習效應的存在，這點必須

要再做更進一步的釐清與研究。建議未來可以將實

驗範圍擴大增加樣本數，以求得更有信度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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