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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彼拉提斯是一種主要用來訓練人體核心肌群的運動方式，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彼拉提斯訓練對舞蹈學童腹肌力與跳躍表現之影響。13
位國小舞蹈班學童（年齡 10.9±0.8 歲、身高 147.5±4.9 公分、體重 38.0±5.8 公斤、舞齡 3.5±0.9 年）自願並經父母同意參與本研究，
所有學童進行連續 12 週，每週 3 次，每次 40 分鐘之彼拉提斯墊上運動訓練。所有受試者於訓練前後分別進行 30 秒與 60 秒屈膝仰
臥起坐與 AMTI 三軸測力板垂直跳躍測驗，來估算學童之腹肌耐力、跳躍高度與爆發力，所得數據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訓練前
後各變項之差異。結果顯示彼拉提斯運動訓練後可有效改善舞蹈班學童 30 秒與 60 秒坐姿仰臥起坐表現（+21.4 % & +21.6%, t = -9.13
& t = -3.07, p 皆< .05）、垂直跳躍高度（+15.3%, t = -3.66, p < .05）與爆發力（+7.8 %, t = -3.85, p < .05）。本研究驗證 12 週彼拉提斯
墊上訓練有助於提升舞蹈班學童之跳躍表現，其機轉應與彼拉提斯訓練後核心肌群與下肢肌群的強化有關。
關鍵字：仰臥起坐，下蹲跳，蹲踞跳

一、緒論

舞蹈兼具表演、運動和藝術的特質，是一種肢體運動表

現，而跳躍更是舞蹈中不可或缺的技巧性動作，如民族

舞蹈之「武功」，舞者需進行跑場、雙飛雁以及射雁跳等

動作，因此具有較佳的下肢肌力與爆發力，才得以展現

優美的組合動作，並可避免非必要的下肢傷害發生。

核心肌群是四肢產生力量的基礎，它可提升上、下半身

力量的穩固連結，以保護脊椎，其包含脊椎屈肌與伸肌，

主要提供脊椎足夠的支撐力，分散脊柱所承受的負擔，

能讓四肢產生更大的力量潛能，增加力量的產生。先前

研究顯示規律彼拉提斯運動能針對舞蹈專業技巧作出肢

體調整及動作訓練，加強舞者的身體自我掌控能力，與

強化舞者的腹肌力與耐力 (Sekendiz, Altun, Korkusuz, &

Akin, 2007) 以 及 爆 發 力 等 (Hutchinson, Tremain,

Christiansen, & Beitzel, 1998)，然而卻未有研究探討此訓

練對舞蹈學童的效益，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彼拉提斯訓練

對舞蹈學童腹肌力與跳躍表現之影響。

二、研究方法

1. 受試對象：13位國小舞蹈班學童（年齡10.9±0.8歲、身

高147.5±4.9公分、體重38.0±5.8公斤、舞齡3.5±0.9年），

自願並經父母同意參與，研究前皆以問卷調查瞭解每位

受試者在半年內無重大下肢傷害。

2. 垂直跳躍動作：以 AMTI 三軸測力板 (Advanced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 連結 Noraxon 多功能

生理訊號系統 (TeleMyo 2400T G2, Noraxon USA) 來量

測，採樣頻率設定為1500HZ。以垂直跳來評估跳躍表現

除具有較佳的信效度外，亦為評估運動表現的簡便操作

方法 (Liebermann & Katz, 2003)，本研究跳躍表現分析資

料包含騰空時間、跳躍高度、爆發力、衝擊力等參數（圖

一）。

圖1 垂直跳躍之下蹲跳動作分期界定

3. 實驗方法：肌耐力：本研究依教育部體適能測試標準

進行 30 秒/60 秒屈膝仰臥起坐測試，預備時請受試者於

墊上或地面仰臥平躺，雙手胸前交叉，雙手掌輕放肩上，

手肘得離開胸部，雙膝屈曲約成 90 度，足底平貼地面。

施測者以雙手按住受測者腳背，協助穩定。測驗時，聞

（預備）口令時保持預備姿勢，聞「開始」口令時，利

用腹肌收縮使上身起坐，雙肘觸及雙膝後，之後隨即放

鬆腹肌仰臥回復預備動作，而構成一完整動作。受試者

盡力在 1 分鐘內做起坐的動作，直到聽到「停」口令時

動作結束，分別於 30 秒及 60 秒時記錄其完整次數。

4. 垂直跳躍測驗：受試者赤腳站立於測力板上，進行下

蹲跳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及蹲踞跳 (squat

jump, SJ) 兩種垂直跳躍動作。CMJ 測驗時，受試者以自

然站姿輕鬆站立於測力板上，聽口令後身體迅速下蹲至

自覺最佳角度後，直接迅速起身盡全力往上做最大直膝

垂直跳躍動作；SJ 測驗時，受試者則以最佳半蹲姿勢（膝

關節約彎曲 90°）站立於測力板，聽口令後身體直接往上

做最大跳躍動作（無再下蹲動作），即完成該項測驗。而

所有垂直跳躍動作，受試者皆須進行兩次跳躍測驗，資



料則是以施測之平均數呈現。

5. 彼拉提斯訓練計劃：所有受試者接受每週 3 次，每次

40 鐘，共 12 週的彼拉提斯訓練。本研究之運動訓練的教

學流程是參考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之建議，包含暖身運

動、主運動與緩和運動等三個階段，並分三階段訓練

（初、中與高級），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由淺至深，在不

同階段施以不同強度之訓練內容，強化腹部肌力及下肢

肌力。

6. 統計處理：本研究自變項為彼拉提斯訓練，依變項為

腹肌力以及垂直跳躍表現能力相關參數，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進行相依樣本 t 考驗，分析訓練前後腹肌

力與跳躍表現相關參數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定為

α=.05。

三、結果與討論

12 週彼拉提斯運動訓練前後，在腹肌力表現方面，腹肌

30 秒仰臥起坐 (+21.4 %, t = -9.13, p < .05) 及 60 秒仰臥

起坐 (+21.6%, t =-3.07, p < .05) 次數皆有顯著增進；在跳

躍表現方面（圖二），雖然垂直跳躍之 SJ 各變項之表現

無顯著變化，然而 CMJ 之騰空時間 (+7.8 %, t = -3.68, p

< .05)、跳躍高度 (+15.3 %, t = -3.66, p < .05) 以及爆發力

(+7.8 %, t = -3.85, p < .05)等變項之表現則有顯著進步，且

衝擊力無顯著增加 (t = 0.38, p > .05)。

圖 2 垂直跳躍之 CMJ 跳表現

本研究顯示舞蹈學童經彼拉提斯訓練後腹肌力及腹肌耐

力上有明顯的進步，與Sekendiz et al. (2007)進行連續5週

每周3次之彼拉提斯運動訓練，可顯著增進年齡約30歲女

性之1分鐘屈曲仰臥起坐表現 (14.0次 vs. 29.2次) 之結

果相似；而Herrington & Davies (2005) 的研究也驗證彼拉

提 斯 運 動 主 要 是 訓 練 腹 橫 肌 群 (Transversus

Abdominis)，來維持較佳的腰椎骨盆 (lumbo-pelvic)控制。

本研究顯示彼拉提斯訓練後，舞蹈學童在 SJ 的跳躍表現

皆無顯著改變，但在 CMJ 的跳躍表現則有正面的效益，

有鑑於兩者跳躍動作生理意涵的不同，而 CMJ 垂直跳躍

前的下蹲動作可預先伸展收縮肌群，產生肌肉牽張收縮

循環反射 (Stretch-Shortening-Cycle, SSC)，而增大上蹬期

的參與的肌肉力量，所以需較佳的神經肌肉協調控制（王

令儀等，2002）。先前以國家級體操選手為對象之研究，

也發現連續一年每週 1~2 次彼拉提斯訓練後，可顯著增

進 16.2%的跳躍高度 (Hutchinson et al, 1998)，本研究雖

然在跳躍高度與爆發力表現僅約有 8%~ 16%的進步，然

而考量受試對象為年輕舞蹈幼童與 12 週的訓練時程，也

驗證了規律彼拉提斯訓練對增進舞蹈學童跳躍能力的正

面效益。核心肌群分佈在脊椎及圍繞腹腔，依作用和屬

性可分為深層核心肌群及淺層核心肌群，前者涵蓋腹橫

肌以及多裂肌，後者則包含腹直肌、腹內斜肌、腹外斜

肌、豎脊肌群以及腰方肌，如 Lugo-Larcheveque, Pescatello,

Dugdale, Veltri, & roberts (2006) 研究指出彼拉提斯核心

肌群能改善跑者上半身的穩定性，與下肢的肢體協調

性，來有效改善跑步時肢體調準 (alignment) 與降低跑步

過程的疼痛感，本研究顯著進步的騰空時間、跳躍高度

與爆發力，應與訓練後軀幹動作控制的提昇，與改善的

跳躍動作神經肌肉協調有關，進而提升整體跳躍表現。

四、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結論為 12 週彼拉提斯墊上運動訓練，可顯著改善
舞蹈幼童腹肌力與垂直蹲踞跳躍表現，而有顯著較佳的
30 秒/60 秒屈膝仰臥起坐表現與跳躍高度、騰空時間及爆
發力，其機轉應與訓練後強化的腹部核心肌群與更佳的
下肢神經肌肉控制有關；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訓練後雖
然垂直蹲踞跳躍高度增加，但著地瞬間最大衝擊力並無
顯著的增加，考量舞者下肢傷害的頻繁，仍需更多研究
來驗證規律彼拉提斯訓練是否能有效降低舞者著地瞬間
過大衝擊所造成下肢傷害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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