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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肱三頭肌屬於上臂的大肌群，目前少有文獻獨立探討組數在阻力訓練中的重要性，本實驗的研究目的為，探討組數對於坐

姿肱三頭肌伸展動作時向心收縮及離心收縮時肌電訊號的影響。以十位慣用手為右手的男性大學生，隨機於六種啞鈴重量

的情境下進行坐姿肱三頭肌伸展，每個重量進行 3 組動作，收集動作過程中肱三頭肌的肌電訊號。在肱三頭肌進行向心收

縮及離心收縮時，第一組與最後一組的肌電訊號有顯著差異（p<.05），這個差異分別可以在六種重量情境中皆可發現，顯

示組數對於肱三頭肌在向心收縮及離心收縮時的肌肉活化情形是有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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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阻力訓練中，明顯可見的是肌肉的肌力與肌耐力

的增加，其中肌力與肌耐力又合稱肌肉適能，是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公佈的體適能評估項目之一，可見

肌肉適能對一般大眾及運動員的重要性。另外，美

國運動醫學學會對肌肉適能的建議處方中提到，在

進行肌肉適能訓練時，應先從質量較大的肌群先訓

練，再轉而訓練質量比例較小的肌群（Dwyer &

Davis, 2005）。就手掌而言，手掌的肌群的質量在

上肢肌群的比例中佔有較小的比例，是小肌群；以

上臂肌群而言，肱三頭肌的質量在上臂肌肉群中約

佔 66%的比例，對上臂而言是大肌群。

阻力訓練的相關文獻提到，阻力訓練計畫中，控制

組與組之間的休息時間、每個運動之間的休息時

間、強度或是重量等，都是影響肌肉適能增加的因

素（Campos et al., 2002）。另外，文獻也提到，

動作速度也可能是影響肌肉適能的因素（Andersen

et al., 2005），進行阻力訓練時應加以控制。

由於上臂肌群中肱三頭肌的質量比例大，屬於上臂

的大肌群，且目前少有文獻獨立探討組數在阻力訓

練中的重要性，因此本實驗的研究目的為，探討組

數對於坐姿肱三頭肌伸展動作時向心收縮及離心收

縮時肌電訊號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本實驗收集十位慣用手為右手的男性大學生，平均

年齡為 21.2±1.1 歲，平均身高為 171.4±6.5 公分，

平均體重為 70.8±12.2 公斤。所有受試者在實驗開

始前至少六個月沒有接受過正式的阻力訓練，也沒

有規律的阻力訓練計畫。

本實驗使用 MA300 肌電訊號收集系統，採樣頻率為

1000 赫茲，貼置表面電極片於受測者慣用手的肱三

頭肌上，以收集動作過程中肱三頭肌的肌電訊號。

受試者隨機進行六種重量情境，使用 0、2、4、6、

8 及 10 公斤重的啞鈴，進行肱三頭肌肌力訓練動作

－坐姿肱三頭肌伸展（seated triceps extension）

（圖 1），每個重量進行 3 組動作，每組動作重複

10 次。其中，使用重量約 0.025 公斤的空寶特瓶，

使受測者手握實物以便於模擬 0 公斤的重量情境。

由於組與組之間的休息時間及動作速度會影響肌肉

適能的適應情形，本實驗中控制組與組之間的休息

時間為 3 分鐘，動作速度使用節拍器控制，以每分

鐘 52 拍控制動作速度。另外，為避免肌肉疲乏效

應，實驗分別在兩個不連續天收集資料。

本研究收集的肱三頭肌肌電訊號經由程式處理，過

濾可能影響數據的雜訊及平滑處理後，可以得到肱

三頭肌的線性封波數值，截止頻率定在 6 赫茲。

比較第一組及最後一組（第三組）肱三頭肌向心收

縮及離心收縮時的線性封波數值，由每位受試者的

10 次重複次數平均，代表該受試者在該組的肌電訊

號值，將得到之資料經由套裝統計軟體 SPSS 13.0

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觀察第一組及最後一組在肱

三頭肌向心收縮及離心收縮時肌電訊號改變的情

形。本實驗將顯著水準定於 α< .05。本實驗比較第

一組及最後一組重複動作之肌電訊號的差異。



圖 1 坐姿肱三頭肌伸直動作

三、 結果與討論

在肱三頭肌進行向心收縮時，第一組與最後一組的

肌電訊號有顯著差異（p<.05，圖 2），在離心收縮

時也可發現差異（p<.05，圖 3），且差異分別在六

種重量情境中皆可發現，顯示組數對於肱三頭肌在

向心收縮及離心收縮的肌肉活化情形是有影響的。

其中，在肱三頭肌向心收縮及離心收縮時，除了重

量較輕的 0 公斤及 2 公斤的第一組肌電訊號大於最

後一組外，其餘重量情境下，最後一組的肌電訊號

皆大於第一組的肌電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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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一組（白）及最後一組（黑）於肱三頭肌向

心收縮時肌電訊號的平均值（＊p < .05）

圖 3 第一組（白）及最後一組（黑）於肱三頭肌離

心收縮時肌電訊號的平均值（＊p < .05）

由圖 2 及圖 3 的結果可以發現，組數對肌肉的活化

程度是有影響的，但是不同重量下，影響性不盡相

同。Campos 等人（2002）將受試者分組進行八周

實驗，一組以重量 3-5RM 連續 4 組動作，中間休息

3 分鐘，一組以 9-11RM 連續 3 組動作，休息 2 分

鐘，一組以 20-28RM 連續 2 組動作，休息 1 分鐘，

八週後發現，組數最多的組別（4 組）在肌力的影

響上，最大肌力增加最多，顯示組數多寡對肌肉的

適應是有影響的，但八週的連續刺激對肌肉的適應

屬於慢性適應。在急性適應方面，本實驗可以發

現，即使在短時間的組數刺激下，對肌肉造成的刺

激，從肌電訊號結果顯示，似乎重量越重的情形

下，組數越多，線性封波平均值越大，顯示肌肉活

化程度越大，可能對肌肉造成的刺激越大。

四、結論與建議

從實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確定組數確實會影響肌肉

的活化程度。結果顯示，當使用較重的重量情境

下，組數越多，肌肉活化程度越大，對肌肉造成的

刺激越大，肌肉適能的訓練程度也越大。因此，可

以藉由控制組數的這一因素，調整阻力訓練時肌肉

適能的訓練程度。未來研究將著重探討組數與肌肉

適能之間的量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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