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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不同伸展方式對於跆拳選手的下肢柔軟度的立即效果是否有差異。徵召 18 位優秀大專跆拳道運動員，以隨機的方式

平分為兩組，分別為靜態伸展組及震動伸展組，請兩組受試者於在機台上執行四種跆拳道專項伸展運動，每種動作 30 秒，中間休

息 20 秒，共三組，組間休息一分鐘，但只有震動組有提供震動刺激。在伸展訓練前、後執行下肢關節活動檢測，內容有（1）站立

時，左右腳的自主抬腳高度(主動伸展)及被動抬腳高度（被動伸展），並以腿長做標準化；（2）雙腳外展角度。本研究針對伸展訓練

前後表現之差異，使用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組內比較，而後再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比較靜態伸展與震動伸展進步率

之差異， 顯著水準訂α=.05。結果顯示：經過統計分析後，不管是左腳主動伸展與被動伸展及右腳主動伸展與被動伸展皆沒達到顯

著差異，而接受震動伸展後對於雙腳外展的進步表現有明顯的差異，經過統計分析後達到 p＜.05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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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隨著現代科技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科技器材被運用

於增進運動表現及減少運動傷害上，而震動訓練器材便

是其中之一；震動訓練，早期用於物理治療方面，主要

為治療肌肉緊張、痙攣患者，以舒緩肌肉張力（Kagbarth

＆ Eklund, 1966；Bishop, 1974），其概念是以震動刺激來

刺激肌梭活化產生反射反應，甚至可提昇肌力、爆發力

及平衡能力的表現（Nele, 2006），另外，震動也可刺激到

高爾基氏腱，進而促進肌肉放鬆（Bosco etal., 1999），並

可提高伸展時的疼痛閾值（Lundeberg, Nordemar, ＆

Ottoson, 1984），讓組織間快速的摩擦，產生熱效應（Mester,

Spitzenfeil, Schwarzer, ＆Seifriz, 1999），以提昇柔軟度運

動表現。而柔軟度（Flexibility）的表現與傷害的預防有

著非常重要的關聯性（Bandy＆ Irion, 1994），柔軟度較

佳，其受傷的機率較小，反之，柔軟度較差受傷的機率

較大，也因此柔軟度的表現便顯得十分重要。而下肢柔

軟度對於許多運動皆有重要的影響，以跆拳道運動為

例，此項運動以腳為主要得分關鍵，所以下肢柔軟度對

於跆拳道項目更為重要。

柔軟度的好壞與伸展運動(stretching exercise)息息相關，目

前常見的伸展活動有（1）靜態伸展（2）彈震伸展（3）

本體感覺神經促進術（Ford ＆Mc Chesney, 2007；Sady

Wortman ＆ Blanke, 1982），其中以靜態伸展最為大眾所

使用，一般民眾以靜態伸展 30～60秒最為普遍（Bandy ＆

Irion, 1994；Bandy, Irion ＆ Briggler, 1997）；本實驗提供

受試者於兩種不同的情境下做伸展訓練，主要在探討震

動伸展與靜態伸展對於下肢柔軟度的立即效果表現是否

有所差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徵召 18 位大專優秀跆拳道運動員參與實驗，以隨

機方式均分兩組，各為靜態伸展組及震動伸展組，基本

資料如表一所示，受試者在 6 個月之內無下肢特殊骨骼

傷病史。本研究使用儀器為 I-SHAPE 震動機（期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請兩組受試者於機台上執行針對跆

拳道專項運動所設計的下肢伸展動作，主要有單腳(圖一)

與雙腳伸展(圖二)，可細分成四個動作分別為：左腳前抬

腳、右腳前抬腳、左腳外展及右腳外展，每個動作持續

時間 30 秒，中間休息 20 秒，總共三組，組間休息一分鐘，

因此總共時間為 15 分鐘，震動伸展組在伸展過程有提供

震動頻率為 30Hz 的震動刺激，而靜態伸展組在執行動作

時，機台則不震動。

表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

年齡（歲）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靜態伸展組 20.2±1.3 176.4±7.9 64.9±4.7

震動伸展組 20.4±1.1 173.4±9.0 68.9±10.1

在進行不同伸展活動時，會於伸展訓練前後收取前測資

料及後測資料，其柔軟度量測方式也是針對跆拳道專項

特殊性所設計，主要有兩種：（1）於牆上做 200 公方的刻
圖一.左右腳抬腳伸展動作

圖二.雙腳外展伸展動作



度記號，請受試者站於離牆 80 公分後方請受試者自行屈

曲伸展，並測量其自主抬腳高度(主動伸展)及量測人員幫

忙受試者做被動最大屈曲伸展，並測量其被動抬腳高度

(被動伸展)，如圖三所示；（2）請受試者躺於牆上的圓規

前，並與牆角成 90 度，而後計算其雙腳外展角度，如圖

四所示。每種測驗均量測三次，取最佳成績當作測量表

現。

將收取的自主伸展及被動伸展的原始高度以受試者腳長

做標準化，以當作單腳伸展的柔軟度表現，再者，利用

前後測表現求其進步率（%）：（後測-前測）/前測〔*100〕。

本研究針對伸展訓練前後表現之差異，使用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組內比較，而後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分

析，比較靜態伸展與震動伸展進步率之差異， 顯著水準

訂α=.05。

三、 結果與討論

表二為經過標準化後，不同伸展訓練前後下肢柔軟度表

現結果，及進步率表現。經過統計分析對於伸展訓練前

後之差異，靜態伸展對於左腳主動伸展、左腳被動伸展

及右腳主動伸展有幫助；而伸展加震動刺激對於左腳主

動伸展、右腳主動伸展及雙腳外展表現有所幫助。

經過統計分析後，對於靜態伸展與震動伸展進步

率之差異，不管是左腳主動伸展與被動伸展及右腳主動

伸展與被動伸展皆沒達到顯著差異，而接受震動伸展後

對於雙腳外展的進步表現有明顯的差異，經過統計分析

後達到 p＜.05 的顯著水準。

四、結論與建議

從實驗的結果獲得以下結論：讓受試者在震動刺激的介

入，對於下肢外展柔軟度表現有所幫助。而未來將會繼

續探討靜態伸展及震動伸展經過長期伸展訓練後是否有

所差異來做探討並與教練討論後再針對不同功能性動作

做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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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震動伸展與靜態伸展前後測柔軟度表現及進步率（%）

靜態伸展組 震動伸展組
前測 後測 進步率% 前測 後測 進步率%

左腳主動伸展 1.91±0.14 1.97±0.11* 27±2.00 1.94±0.13 1.99±0.11* 25±2.11
左腳被動伸展 2.01±0.06 2.05±0.06* 16±1.16 2.03±0.08 2.06±0.07 15±2.03
右腳主動伸展 1.91±0.09 1.96±0.09* 22±1.33 1.91±0.15 1.98±0.10* 36±5.05
右腳被動伸展 2.02±0.04 2.04±0.05 7±1.09 2.01±0.09 2.04±0.06 15±2.73

雙腳展開角度(度) 138.44±19.70 138.78±19.79 3±2.89 129.89±8.64 135.44±8.11* 40±4.18+

圖三. 前抬腳柔軟度 圖四. 雙腳外展柔軟度

註:所有的數值均經過標準化後，以平均數±標準差表示。*:表示動伸展與靜態伸展前後測表現達顯著差異；+: 表示震動伸展與靜態伸展組間達顯
著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