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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上普遍使用 20Hz 以上的震動頻率做為有效提升肌力、爆發力與柔軟度的訓練處方，其相關研究已相當多，但對於 20Hz 以下

的頻率則鮮少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震動頻率 18Hz振幅 3mm在 8 週長期訓練後，對於下肢柔軟度與垂直跳的效果。中

國文化大學體育系 16 名學生擔任受試者，進行每週三次為期 8 週的震動訓練，除震動訓練外受試者並於平台上做蹲踞練習，使用

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訓練前、後進行坐姿體前彎柔軟度與垂直跳之差異。研究結果：經 8 週長期中頻率震動訓練，對於下肢柔軟度

有顯著進步效果，垂直跳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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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震動訓練是一種新興的訓練方式，透過震動式的刺激訓

練能有效提升人體的肌力、爆發力與柔軟度，但此前提

必須是在正確的震動強度下進行訓練，而影響震動強度

的主要因素有：(1)震動振幅，(2)震動頻率，(3)肌肉或

關節勁度(stiffness)(Kagbarth & Eklund, 1966; Matrin &

Park, 1997)。根據 Leibermann 與 Issurtin(1997)；Issurtin

與 Tenenbaum(1999)；Warman 等(2002)的神經肌肉基礎

研究，當肌肉做最大收縮時，運動單位的激發頻率約在

20-50Hz，因此該頻率的震動刺激會誘發肌梭促進神經

衝動同期化(synchrinize)，產生更多的力量輸出，以及

Mester 與 Yue( 2003)的研究建議，應避免 20Hz 以下的

震動頻率以防人體產生共振，基於以上研究結果，國際

上普遍使用 20Hz 以上的頻率做為震動訓練，鮮少對

20Hz 以下進行探討，然而 20Hz 以下的頻率對於提升爆

發力與柔軟度有無效果，則無相關研究證實。因此本研

究希望針對 20Hz 以下的頻率進行探討，選定頻率 18Hz

振幅 3mm，研究其 8 週長期震動訓練後，對於下肢柔

軟度與垂直跳的效果。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 B 班學生，男、女生

各 8 名，共計 16 名，平均年齡 20.6±1.2 歲、平均身高

167.3±9.9cm、平均體重 63.1±9.6kg 實驗過程中皆未進

行其它阻力訓練。

（2）震動訓練之設計：

受試者站立於震動平台上，接受頻率 18Hz 振幅 3mm

的震動刺激（振幅的選定是為了配合頻率使加速度在

4g 左右，此強度是根據莊榮仁 2008 年的研究所得的結

果進行的），並在平台上做蹲距訓練（膝關節活動角度

為 90°－150°），藉由節拍器（設定每秒一拍，每兩拍

完成一次蹲距）控制受試者的蹲距速度，進行每周 3 次，

共 8 週的震動訓練。震動訓練的組數設定為，前 2 週 4

組、第 3-5 週 5 組、第 6-8 週 6 組。每組訓練內容為：

震動刺激 60 秒，休息 120 秒。受試者在平台上訓練時，

要求以雙手插腰，並以頭、膝連成一垂直線與身體直上

直下之動作模式進行訓練。

（3）實驗方法與步驟：

受試者於熱身 5 分鐘後，接受下肢柔軟度與垂直跳之前

測試驗，並在接受 8 週震動訓練後，進行後測試驗。下

肢柔軟度測量方法：使用坐姿體前彎板讓受試者以最大

盡力之標準姿勢前彎，取 3 次之最佳成績紀錄。垂直跳

測量方法：受試者側面站立靠於牆壁，以單手中指沾石

灰粉向上伸直碰觸牆壁定義為基準點，隨後進行原地向

上垂直跳之動作。受試者以最大盡力向上跳，並以單手

伸直碰觸牆壁定義為最高點，由基準點至最高點為垂直

跳之高度，取 3 次之最佳成績紀錄。

三、結果與討論

（1）結果分析

經 8 週震動訓練後，其下肢柔軟度項目(圖一)，前測平

均值 31.38±10.96 公分，後測平均值 35.56±9.4 公分，。

在垂直跳項目(圖二)，前測平均值 46.38±14.41 公分，

後測平均值 47.25±14.24 公分，平均進步率 2.40％。經

相依樣本 t 檢定後，發現坐姿體前彎之前、後測達顯著

進步(P<.05)，而垂直跳前、後測則不達顯著差異(P>.05)。



圖一 坐姿體前彎前測與後測之長條圖

＊=P<.05

圖二 垂直跳前測與後測之長條圖

（2）結果討論

柔軟度係指人體各關節的活動範圍，其影響因素與，骨

骼、肌肉、肌腱、韌帶、皮膚及其他關節囊有關。肌梭

與高爾肌腱器是控制肌肉反應與收縮上的重要角色。當

肌肉伸展時，會興奮 Ia 纖維，向心神經衝動，經脊髓，

傳達到運動神經元，產生伸張反射（stretch reflex），

當肌肉過度收縮時，高爾肌腱器會興奮結抗肌，並保護

肌肉降低傷害（林正常，2006）。在震動刺激下，造成

肌肉不自主收縮，稱之為張力性震動反射（ tonic

vibration reflex, TVR），許多研究證實，透過震動刺激

的訓練，能使神經肌肉性質改變，激活肌梭並降低高爾

肌腱器的抑制作用，使肌肉爆發力提升並提高柔軟度。

本研究結果，在接受頻率 18Hz 振幅 3mm 的震動訓練

後，能使肌肉放鬆並提升柔軟度，而垂直跳無顯著進步，

則可說明此震動強度不足以使神經肌肉性質產生改變，

促進神經衝動同期化(synchrinize)，並提升肌肉爆發力。

四、結論與建議

在接受頻率 18Hz 振幅 3mm 的 8 週長期震動訓練後，對

於下肢柔軟度有顯著的進步效果，平均進步率 17.24％，

在垂直跳方面，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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