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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與目的：全身震動刺激後的急性立即殘留效果會增強神經肌肉表現，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全身震動刺激對腦性麻痺孩童立即肌

力、肌張力和柔軟度的影響。研究方法：16 位痙孿型腦性麻痺孩童於膝關節屈曲下站立接受頻率 20Hz、 振幅 1.8mm的一分鐘震

動機的震動刺激，於震動前與震動後量測肌力、肌張力與柔軟度表現。用股四頭肌最大自主收縮值量測肌力，用鐘擺測試動之正

常化放鬆指數量測肌張力，以坐姿體前彎量測柔軟度。用 Pair t- test 比較肌力、肌張力、柔軟度接受震動前後之差異。結果：股四

頭肌 MVC 值(P＜0.001)、坐姿體前彎值(P＜0.001) 和 R2n 值(P=0.009)均有顯著增加(P＜0.05)。結論：全身震動刺激能活化肌肉活

動，能立即增進腦性麻痺孩童的肌力，並急性改變腦性麻痺孩童關節之黏滯性以改善柔軟度和降低肌張力，並不會產生痙孿的負

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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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全身震動訓練是藉由機械刺激傳導至身體，以刺激肌梭

末梢，活化α-動作神經元，產生肌肉收縮，產生所謂

的牽張反射(stretch reflex) 。震動儀器最早發展用來增

進運動員爆發力和肌力，現在全身震動訓練被證實能增

加肌力、改善骨頭密度和改善身體組成等效果，並應用

至正常健康族群與復健領域，震動訓練的震動強度為頻

率在15-150Hz、振幅在0.13-6mm(Luo, McNamara, &

Moran, 2005)。在急性全身震動刺激對於增進爆發力、

肌力、柔軟度(Cochrane & Stannard, 2005)的效果已被驗

證，大部分研究為針對正常健康人或是運動員，

Ahlborg等(2006)研究顯示腦性麻痺孩童接受長期全身震

動訓練能增進肌力、降低張力和改善功能表現，全身震

動訓練能增進腦性麻痺肌力、降低張力和改善功能表

現，較少研究探討對於特殊族群在接受震動刺激後的急

性反應，如對腦性麻痺患者的影響。Tardieu 等(1982)指

出腦性麻痺孩童大腿後肌群肌肉比正常孩童的縮短，肌

肉硬度增加，柔軟度較差，常伴有痙孿現象，使功能表

現受限，臨床上常使用藥物、手術或副木、徒手牽張等

方式處理孿縮和柔軟度的問題。全身震動刺激為一種簡

易操作，且較省時又有效改善柔軟度的介入方式，適合

臨床應用。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全身震動刺激對腦性麻痺孩童肌力、

肌張力和柔軟度的立即影響。

二、研究方法

16位診斷為痙孿型腦性麻痺孩童(平均9.1±3.2歲，男：

女＝10：6)，下肢無明顯膝攣縮、GMFCS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在I至 IV級的受試者參與本

實驗，受試者接受頻率20Hz、 振幅1.8mm的一分鐘震

動刺激(震動機型號：Body Green AV001A)，受試者姿

勢為於膝關節屈曲30度下站立於震動板上接受震動刺

激，於震動前後量測股四頭肌肌力、下肢柔軟度與肌張

力表現。以自製手握測力器(hand-held dynamometer)

(Load cell型號：MLP 200, Transducer Techniques) 評估

股四頭肌最大自主收縮(Maximum voluntary contraction,

MVC)值; 用電子量角器(PASPORT Goniometer Sensor

PS-2137, PASCO)量測鐘擺測試(pendulum test)中膝下墜

過程中被動鐘擺運動軌跡， Wartenberg(1951)首先運用

鐘擺測試量測肌肉張力，Bajd和Bowman (1981)定義出

正常化放鬆指數(normalized relaxation index, 簡稱R2n)以

評估下肢肌張力程度; 以坐姿體前彎(Sit to reach)評估下

肢柔軟度。用Pair t- test比較肌力、肌張力、柔軟度接

受震動前後之差異。

圖 1 儀器設備

左圖: 全身震動機(Body Green AV001A)

中圖: 自製手握測力器(Load cell：MLP 200, Transducer Techniques)



右圖: 電子量角器(PASPORT Goniometer Sensor PS-2137, PASCO)

三、結果與討論

在震動前後比較中，股四頭肌 MVC 值有顯著增加 (P＜

0.001)(表一)，表示肌力增加。由於震動後的急性立即殘

留效應會增強神經肌肉表現，活化 a-動作神經元，產生

所謂的牽張反射 ，引起肌肉收縮，因而增加肌力表

現。

本研究震動後坐姿體前彎值有顯著增加 (P＜0.001) (表

一)，已有研究證實全身震動刺激會立即顯著增加運動

員坐姿體前彎的程度(Cochrane & Stannard, 2005)和立

即顯著增進劈腿柔軟度。本研究證實全身震動刺激能顯

著立即增加柔軟度，可能是因震動抑制拮抗肌的活動，

由震動減少關節附近的阻抗力量，所以會增加動作範圍

以改善柔軟度，所以震動刺激能改善柔軟度表現。

本研究 R2n 值有顯著降低 ( P=0.009) (表一)，表示全身

震動刺激並不會產生肌張力的負面效果(Ahlborg,

Andersson,& Julin, 2006) 。於本研究結果甚至有降低

肌張力的效果

表一 震動前後的肌力、柔軟度和張力

參數 震動前
(Mean±SD)

震動後
(Mean±SD)

股四頭肌 MVC值(N) 74.58 ±34.80 100.65 ±35.28*

坐姿體前彎值(cm) 20.28 ± 6.74 23.48 ± 6.70*

R2n值 0.82 ± 0.16 1.01 ± 0.16*

*Significant increasing between pre-post vibrations (P<0.05)

四、結論與建議

全身震動刺激會立即增加肌力、增加柔軟度，可用來做

為肌力訓練和柔軟度訓練的方式，且震動刺激並不會引

起肌張力的負面效果。關於長期腦性麻痹孩童全身震動

訓練效果追蹤研究仍較少，未來將探討長期全身震動對

神經肌肉反應(肌力、柔軟度、肌張力等)和功能表現的

影響。

五、參考文獻

Ahlborg, L., Andersson, C., & Julin, P.(2006).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compared with resistance training: effect

on spasticity, muscle strength and motor performance in

adults with cerebral palsy . J Rehabil Med, 38, 302-308.

Bajd, T., & Vodovnik, L.(1984). Pendulum testing of

spasticity. Journa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6, 9-16.

Cardinale, M. & Bosco, C.(2003).The use of vibration as an

exercise Intervention. Exerc Sport Sci Rev, 31(1), 3–7.

Cochrane, D.J. & Stannard, S.R.(2005). Acute whole body

vibration training increases vertical jump and flexibility

performance in elite female field hockey players. Br J

Sports Med ,39, 860-865.

Luo, J., McNamara, B., & Moran, K.(2005). The use of

vibration training to enhance muscle strength and power.

Sports Med, 35 (1), 23-41.

Sands, W.A., Mcneal, J.R., Stone, M.H., & Russell, E.M.,&

Jemni, M.(2006). Flexibility enhancement with vibration:

acute and long-term. Med. Sci. Sports Exerc, 38(4), 720–

725.

Tardieu, G., Tarfieu, C., & Colbeau-Justin, P.

(1982).Effects of muscle length on an increased stretch

reflex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45, 348-352.

Wartenberg, R. (1951). Pendulousness of legs as a

diagnostic test. Neurology,1, 1824-1830.

六、致謝
本研究承蒙中華民國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經費補助（計

畫編號：NSC 98-2221-E-040-004-），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