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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對於增強下肢的表現有相當多的研究，其中被動增強式肌力訓練與震動訓練都是增強下肢表現的有效訓練方法，兩種方

法又以何者，可在賽前訓練並增進場上下肢表現的最佳訓練方法呢？以大專女子排球學生，共 2 組各 8 人計 16 人為受試對

象。研究方法：將實驗分為被動增強式肌力訓練組(2Hz，刺激 15 秒，5 組)與震動訓練組(30Hz，刺激 60 秒，10 組)，並在訓

練前後做下蹲深跳的測力板資料擷取，比較兩組之間的發力率與著地率。統計以獨立樣本與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α＝.05)訓

練前後組內與組間之比較，所有數值以平均數±標準差表示。結果發現被動增強式肌力訓練對增進下肢即時表現與震動訓練

並無差異，而即時的被動增強式肌力訓練對肌力的表現有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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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有效增進肌力訓練的方法，對競技運動選手非常重要。

近來增進肌力表現的方法又以被動增強式肌力訓練

（Passive Leg Press Training, 以下簡稱 PLP）與震動訓

練（Vibration Training）為最常被人探討的訓練方法。

對於 PLP 的研究方面，李雲光（2004）對國內男籃選

手的長期 PLP 訓練發現，PLP 確實能增進受測選手下

肢爆發力的表現。而對於震動訓練的研究方面，Bosco

（2000）以頻率 26Hz，訓練頻率 60 秒/次，訓練次數

10 次，振福 4mm 的震動平台訓練，結果發現震動訓練

能增加下蹲深跳（Counter-Movement Jump, 以下簡稱

CMJ）的跳躍高度約 1.4cm。這兩種訓練研究都有增進

下肢爆發力表現的效果。而下肢爆發力訓練對於排球選

手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訓練，但競技場上的表現，比賽前

的訓練期雙方平時的訓練都差不多，然而致勝關鍵則應

在賽前的熱身訓練，為了使運動員賽前的熱身訓練提升

競技場上的表現，本研究將探討，這兩種訓練方法是否

能在短時間內增進運動員的肌力表現，而藉由爆發力中

神經肌肉表現的發力率來評斷爆發力的表現，若發力率

越大，表示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最大出力效果，便能增進

爆發力的表現。然而 McNitt（1991）則提到著地緩衝

時間越長越好，著地率是其提出用來檢測下肢踝關節對

於衝擊的緩衝能力，著地率越小表示緩衝能力越好，假

設兩種震動刺激訓練可以提升運動選手的表現能力，則

將會發現刺激介入後，著地率會有下降的趨勢。

二、研究方法

受試者為大專女子排球隊，皆無下肢骨科病史之學生運

動員 16 人，受試者基本資料如表一。在訓練前，全部

受測者不分組在 AMTI 測力板上作 CMJ 三次，透過

AcqKnowledge 3.8.1，收測與分析測力板的發力率與著

地率之測力板資料。進入訓練階段時，將受測者隨機分

組為 PLP 與震動訓練兩組各 8 人，依照 PLP 與震動訓

練處方，實施短期即時地訓練，兩組受測者分別在陳氏

PLP 訓練平台與期美震動訓練平台上訓練，訓練姿勢為

腳維持微蹲膝蓋成 110 度於訓練平台上，之後被動由訓

練平台帶動訓練。訓練結束後，立即在測力板上做

CMJ 三次，收測兩組之測力板的發力率與著地率資

料。然而著地率又分成第一峰值（NF1）與第二峰值

（NF2），單位為每毫秒之著地力量除以體重。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

表二訓練處方

資料統計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系統進行分析：PLP 組

與震動組之間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組之間的差

異；另 PLP 組與震動組兩組組內前後測之比較以相依

樣本 T 檢定，P＜.05 為達顯著差異，所有數值以平均數

±標準差表示。

三、結果與討論

樣本數(人) 年齡(歲)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PLP 訓練(8) 19.9±2.2 167.5±3.5 59.0± 8.9
震動訓練(8) 20.4±2.0 171.3±3.7 63.3± 5.7

訓練分組(人) 頻率(Hz) 刺激時間(秒) 組數

PLP 訓練(8) 2 Hz 15 秒 5
震動訓練(8) 30Hz 60 秒 10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著地率的部分 NF1 值與 NF2 值在

各組內皆無影響，由圖一與圖二可見，不論是 PLP 組

與震動組的組內或組間，皆無顯著差異，使施刺激後兩

組之間變化不明顯。

圖一 PLP 與震動訓練之著地率 NF1 值(P＜.05)

圖二 PLP 與震動訓練之著地率 NF2 值(P＜.05)

由圖三所見，在測力板之發力率的部分，PLP 與震動組

之間不論是前測兩組間或後測兩組間皆未達統計上的差

異，所以兩組的訓練成果並無差別。然而圖三中的星號

所示，在 PLP 組，的組內比較我們發現到，前後測之

間有進步趨勢且達到顯著（P＜.05）。

圖三 PLP 與震動訓練之發力率(P＜.05)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兩組訓練法都是給於受測者垂直方向的震動刺

激，而兩種訓練平台差別在於震動幅度的大小與頻率，

但不同的刺激模式對下肢表現是否會有短期效果的影

響，故本研究採用李雲光（2004）與 Bosco（2000）兩

研究學者所開立的訓練處方訓練，並套用在此短期即時

的訓練上。而在著地率的表現上，而本次雖然落下的高

度雖不同，但都未超過 McNitt（1991）的研究發現自

32 公分平台跳下後每毫秒 4.16 倍體重，兩組前後測也

都未有顯著的變化，因此不致於發生最大跳後落下時下

肢的受傷情形。此即時訓練效果的結果發現，PLP 的訓

練確實如李雲光（2004）的長期訓練研究發現一樣，都

有提升爆發力表現的效果，可見 PLP 在即時訓練上也

能提升下肢肌力的表現。然而另一震動訓練效果並無明

顯影響下肢肌力表現，可能是因所使用的震動處方適用

於長期訓練，而並非適用於短期訓練的處方，在實際上

應還有更適合的刺激頻率與組數，可供短期訓練使用並

增進下肢的表現能力。本篇研究並未探討到兩種被動訓

練刺激後對爆發力增進能維持多久，但未來在競技比賽

場上，可考慮將 PLP 震動平台作為選手上場前的熱身

訓練項目之中，以便即時地提升運動員的表現，對競技

運動選手來說可是一大福音。建議未來在研究 PLP 或

震動訓練對即時的訓練效果研究上，應增加訓練的處方

內容與餘後效應的探討，以了解被動刺激可維持多久，

並找到最適合的被動刺激訓練處方，使競技運動員的賽

前熱身訓練方法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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