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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1）探討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及增強式訓練對於籃球選手在垂直跳(VJ)、立定跳遠(SLJ)、30 公尺衝刺之訓練效
果。（2）探討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及增強式訓練對於籃球選手下肢爆發力訓練效果之差異。方法：研究對象為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乙組籃球隊 16 名球員，將其分為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組 8 名，增強式訓練組 8 名，並接受六週，每週兩次的
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及增強式訓練。以相依樣本 t 考驗比較兩組訓練前後在垂直跳、立定跳遠、30 公尺衝刺的進步情形。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兩組在訓練後垂直跳、立定跳遠、30 公尺衝刺之差異。顯著水準定α＝.05。結果：（1）經六週的訓
練後增強組及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組在垂直跳、立定跳遠、30 公尺衝刺皆有顯著的進步（2）兩組之間無顯著差異。結
論：兩種不同訓練方法對於爆發力皆有顯著訓練效果，但兩種訓練方法無顯著差異。

前言
以當今世界籃球運動潮流以快節奏為主的進攻模

式來說，爆發力無疑成籃球員最需具備的專項能力而
爆發力是肌力及速度的乘積 (Bauer, 1986 ; Westcott,
1987 ; Poprawski, 1987) ，因此單純的重量訓練訓練並
不能增加爆發力，只能促進肌肉肥大、提昇肌力，並
不 能 有 效 改 善 快 速 收 縮 的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stretch-shortening cycle)能力，簡稱 SSC (吳顥照，
2003)，亦即單純的重量訓練對於改善爆發力的效果並
不好，在傳統的漸進式肌力訓練中，因肌肉收縮而產
生的整個動作過程中，會有減速的現象發生 (Wilson,
Newton, Murphy, & Humphries, 1993) ，原因是傳統的
重量訓練動作，在到達收縮動作末端零速度前已開始
減速 (Elliott, Wilson, & Kerr, 1989 ) ，而減速期的存
在會使肌肉不能持續的高速率收縮，進而影響爆發力
增進的效率。爆發力的訓練方式，可透過神經運動單
位因素、肌肉肥大因素、機械力學因素，這三者之間
的相互影響。它可藉由漸增負荷的重量訓練(weight
training)、阻力訓練( resistance exercise)、衝擊式訓練
(plyometric training)等訓練方式來改善 (Westcott ,
1987)； 衝擊式肌力訓練的效果顯著優於漸增負荷的
傳統式肌力訓練， 且衝擊式肌力訓練所產生的肌放電
量亦大於傳統式肌力訓練(陳全壽，2000)。

近年來許多學者提出增強式訓練（plyometric
training），增強式訓練是結合離心及向心兩種收縮的
訓練方式，比起單純的向心訓練能提高更大的力量及
爆發力 (O’ Bryant, 1985)增強式訓練是一種預先牽拉
肌肉（prestretch），讓肌肉成離心收縮，促使最後向心
收縮階段能產生更強而有力收縮的一種收縮方式
（Kritpet, 1989）。這種訓練型態的生理機轉是充分利
用肌肉彈性能(elastic energy)與激發肌肉的牽張反射
(Stretch-reflex)特性（Schmidtbleicher, 1992）。

國內相關研究使用被動反覆式肌力訓練增強器進
行被動反覆式肌力訓練，經過證實接受被動反覆衝擊
式肌力訓練後，確實能增加肌力與爆發力(謝素貞，
1998；劉德智，1998；蔡昆霖，1999)，在肌電活動來
看也有相當的效果（盧英治，2001 ; 溫怡英，2000）。
但是目前並沒有探討增強式訓練和被動反覆衝擊式肌
力訓練兩者之間的訓練效果有無差異，因此我們也
並不瞭解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訓練效果是否優
於增強式訓練，或是沒有差異，甚至是劣於增強式訓
練，因此研究是希望透過六週的訓練來瞭解兩者之間

的訓練效果差異，以求能真正了解被動反覆衝擊式肌
力訓練增強器訓練的訓練效果。
二、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本研究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乙組籃球隊
16 名球員為受試者。
研究日期與地點︰（一）檢測時間 ：（實驗前爆發力
檢測）中華民國 97 年 04 月 16 日（實驗後爆發力檢測）
中華民國97年06月06日（二） 訓練時間 ：中華民國
97年04月18日~97年06月06日。（三） 實驗地點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田徑場和體育館。實驗設計資料處
理與方法︰本研究旨在瞭解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
與增強式訓練對於爆發力訓練效果優劣的比較，以北
教大籃球校隊為受試者將其分為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
訓練組（以下簡稱機器組）（8名），增強式訓練組（以
下簡稱增強組）（8名），訓練六週後比較對爆發力的
影響，爆發力檢測項目包括：30m衝刺、立定跳遠、
垂直跳。
四、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測量之所有成績及資料皆以 SPSS12. for
Windows 進行比較分析
（一） 機械組及增強組皆以相依樣本 t 考驗來比較

前後測進步情形。
（二） 機械組及增強組皆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來比較

實驗後爆發力有無差異。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實驗前測，第二
階段為進行六週每週兩次的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
與增強式訓練，第三階段為實驗後測，測探討被動反
覆衝擊式肌力訓練與增強式訓練對於籃球選手下肢爆
發力的比較
（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166 194 176.1250 6.72185
身高 58 89 68.9375 9.89592
體重 18 25 20.6250 2.12525

n＝16



（三） 增強組及機械組在訓練前後測爆發力測驗結
果

（四） 分析如表 3-1
表 3-1 爆發力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摘要表
組別
項目

增強組 機械組

前測(cm) 59.75 ±11.04213 60.75 ±2.33567
後測(cm) 65.875±7.01911 66.0125 ±2.42338
進步(cm) 6.125 5.2625垂直跳高

t 值 -3.283 -7.124
前測(cm) 2.4012 ±0.17382 2.4512 ±0.20441
後測(cm) 2.5688 ±0.15170 2.6025 ±0.16833
進步(cm) 0.1676 0.1513立定跳遠

t 值 -16.825 -4.664
前測(sec) 5.1713 ±0.34169 4.94 ±0.21607
後測(sec) 4.89 ±0.20142 4.77 ±0.6997
進步(sec) 0.2813 0.1730 公尺衝刺

t 值 4.996 3.045

n＝16

（三）增強組及機械組實驗後爆發力訓練比較如表 3-2

表 3-2 增強組及機械組爆發力訓練效果獨立樣本 t 考
驗結果摘要表

※P＜.05 (n＝16)

由表 3-1 及 3-2 得知：受試者在接受六週的訓練後，
兩組在垂直跳高、立定跳遠、30 公尺衝刺皆有顯著的
訓練效果，此結果與 Gledile 與 Marshall(1996)增強式
訓練對大學男子籃球選手垂直跳能力的影響及李雲
光、謝素真與東方介德（2004）以中華男子籃球代表
隊進行六週每週三次的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的結
果相同，但兩組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
四、結論與建議
結論
（一）經六週的訓練後增強組在垂直跳、立定跳遠、
30 公尺衝刺有顯著的進步
（二）經六週的訓練後機器組在垂直跳、立定跳遠、
30 公尺衝刺有顯著的進步
（三）兩組之間無顯著差異

建議
（一）建議往後研究者可以將兩組結合做混合訓練（機

器訓練加增強式訓練）比較單一的訓練（機器
訓練或是增強式訓練）是否有顯著訓練效果差
異。

（二）建議往後研究者可以在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
練器的活動踏板下裝設測力版，以瞭解選手是否
全程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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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組
M ±SD

機械組
M ±SD

t 值

垂直跳 59.75 11.04213 60.5 7.09124 -0.162

立 定 跳
遠

2.5688 0.15170 2.6025 0.16833 -0.421

30 公尺
衝刺

4.89 0.20142 4.77 0.19792 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