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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爆發力是結合速度與力量，也就是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徵召大量的運動單位將有助於運動表現，在大部分的實驗設

計是以成年人或高中生為主，很少以學童作為實驗樣本，而本實驗設計則以國小四年級學童作為受試者進行為期八

週的訓練，共分為三組，分別為跳繩訓練組、立定跳遠組與控制組。實驗結果為跳繩組在爆發力的表現較佳，立定

跳遠組在 20m 衝刺跑最不理想，控制組在垂直跳及立定跳遠表現最不理想。另外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則發

現垂直跳測驗在三組間都達顯著，立定跳遠只有跳繩組達顯著，20m 衝刺跑皆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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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爆發力對於學生從事體育運動佔有極重要的地

位，擁有好的上肢爆發力就可以擲的遠、丟的高，擁

有好的下肢爆發力就可以跳的高、跑的快，Ed McNeely

（2007）指出，爆發力是力量與速度的結合，是從事

各種運動成功的重要要素，同時從公式 P=F×V 得知，

力量與速度越大所得到的爆發力越大。在大多數的競

技運動中，爆發力是運動表現好壞的重要因素，如何

在最短的時間內徴召大量的運動單位參與發力常常是

致勝的關鍵。過去的研究大多針對成人去設計增強式

訓練的方式，較少針對兒童部份，而現今卻有許多教

練及體育教師將其方法融入訓練課程以增進孩童的爆

發力（Faigenbaum，2006）。有鑑於愈來愈多的學童參

與運動訓練，因此，本實驗將對兒童設計兩種不同增

強式訓練來考驗其結果。

二、研究目的

比較兩種不同跳躍訓練後對垂直跳、立定跳遠以

及 20 公尺衝刺跑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四年級學童三十名（平均年齡

11.4±0.49；平均身高 135.1±6.13cm；平均體重 33.17±

7.51kg），分為跳繩組、立定跳遠組以及控制組，為期

八週每週三次，訓練方式如表一、表二及圖一所示，

跳繩組訓練方式為一跳一迴旋，訓練強度採漸增負荷

原則，共實施五回合，每回合之間休息 1-2 分鐘，其

次數分別為一、二週為每次每分 80 下，三、四週 85

下，五、六週 90 下，七、八周 95 下；立定跳遠組訓

練方式為連續的三次水平跳，以三個呼拉圈作為立定

三次跳之標記，其呼拉圈直徑為 86 公分，呼拉圈擺設

距離依序為一、二週 5 公分，三、四週 7 公分，五、

六週 9 公分，共實施 10 回合、12 回合、14 回合、16

回合，回合之間休息 1 分鐘，雙腳與地面接觸總次數

分別為 6×10、6×12、6×14、6×16 次。評量下肢爆發力

的方法為立定跳遠、垂直跳及 20 公尺衝刺跑，分別進

行前後測，將各參數以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比較不同組別訓練前後之差異，若達顯著水準，則採

LSD 法進行事後比較。再以相依樣本ｔ考驗，分析各

組前後測是否達顯著水準。顯著水準訂於α=.05。

表一 跳繩次數及訓練方法

表二 立定跳遠訓練方法

圖一 立定跳遠訓練方法圖示

四、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1.從表三發現訓練後測驗結果，跳繩組在爆發力測驗

項目結果優於立定跳遠組、控制組，顯示跳繩組訓練

對爆發力較有幫助。

週數 1-2 週 3-4 週 5-6 週 7-8 週

距離 5 公分 7 公分 9 公分 11 公分

次數 60 72 84 96

採淺蹲姿勢以立定跳遠方式連續往前跳

週數 1-2 週 3-4 週 5-6 週 7-8 週

次數 80 85 90 95

訓練方式 每生一繩，採前迴旋，一跳一迴旋

86公分
5公分



2.根據表四所得知，在垂直跳前後測 t 考驗，跳繩組訓

練最有效果；在立定跳遠前後測 t 考驗，跳繩組也是

表現最好；在 20m 衝刺跑前後測 t 考驗，三組都沒有

達到訓練效果。

（二）討論

洪孟嘉（2005）實驗結果實驗組在衝刺跑表現優

於控制組；Kotzamanidis（2006）以三十名男童為實驗

對象(平均年齡 11.1±0.5)，設計各式不同的增強式訓練

課程，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衝刺跑與蹲跳

測驗有顯著不同，兩篇研究都與此次實驗不同。咎其

原因，立定跳遠訓練方式中沒有考慮到兒童下肢長短

及個別能力差異，所以對部分同學可能強度不足進而

影響訓練結果。另外從實驗結果也發現跳繩運動對水

平(立定跳)及垂直方向(垂直跳)的爆發力有明顯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各組間跳繩組與立定跳遠組、控制組達顯著水

準，顯示跳繩組訓練對爆發力較有幫助。各組內跳繩

組對水平(立定跳遠)及垂直方向(垂直跳)的爆發力有

明顯影響，立定跳遠組只對垂直方向(垂直跳)爆發力

有顯著差異，跳繩組與立定跳遠組在肌肉協調性的跑

步爆發力(20 公尺衝刺跑)均無顯著差異。

表三 測量結果三組之比較

表四 各組爆發力測驗前後測ｔ考驗摘要表

建議計時操作以分段計時器進行測量，以免造成

時間的誤差；立定跳遠組的訓練效果較跳繩組不理

想，建議立定跳遠的距離及重複次數增加，可能較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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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後測
測驗項目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跳繩組 21.55 3.75 26.75 6.34 -3.348* .009

立定跳遠組 21.35 4.89 25.1 2.81 -2.129* .01

垂直跳

控制組 20.6 6.26 24.8 5.60 -2.845* .019

跳繩組 125.3 18.05 141.05 15.41 -5.127* .001

立定跳遠組 131.15 20.54 136.95 16.86 -2.192 .056

立定跳遠

控制組 122.65 19.08 127.6 21.8 -1.931 .085

跳繩組 4.59 0.37 4.67 0.39 -1.049 .302

立定跳遠組 4.52 0.3 5.23 0.42 -2.239 .052

20m 衝刺跑

控制組 4.7 0.45 4.79 0.46 -0.472 .645

組 別 垂直跳 立定跳遠 20m 衝刺跑

跳繩組

立定跳遠組

控制組

26.75±6.34 141.75±15.41 4.67±0.39

25.1±0.28 136.95±16.86 5.23±0.42

24.8±0.32 127.6±21.8 4.79±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