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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跳高是一項將水平速度轉變為垂直速度的一種高技術運動，這種轉換機制最重要是在下肢段的推蹬動作，動作之優劣影響了

垂直速度與爆發力。而下肢段訓練方法最常用有重量訓練、增強式訓練、振動訓練三種，根據目前研究三種訓練各對下肢段垂直速

度與爆發力都有增進效益，但其效益不同，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方式，目的探討三種訓練方式的搭配，可在效益上互補不足之處，因

此，與其單獨使用其中一種訓練法，不如交互使用來得事半功倍，是值得探討與開發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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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跳高是在良好助跑的前提下，追求最好的起跳動作。

運動員必定需要具備強大的肌肉力量素質，特別是下

肢段的力量，如此才能在起跳的瞬間，把水平速度化

為最佳的垂直速度。因此我們得知良好的專項力量訓

練與跳高技術能促進成績的提升。本文就跳高項目專

項力量訓練常用的重量訓練、振動訓練與增強式訓練

搭配，對於跳高專項力量的成效作探討。

二、不同阻力訓練法介紹
（一）傳統式重量訓練（Weight Training，WT）：以

超載（over load）、漸增阻力（progressive resistance）、
特殊性（specificity）以及金字塔系統（pyramid system）

等原則，利用重量訓練器材，對肌肉施加高強度的刺

激訓練的結果，從生理學觀點來說，會使肌肉橫斷面

積增加，或是改善其神經肌肉的支配機能，使肌肉可

以接受更高頻率的神經刺激，募集更多的快收縮肌運

動單位參與收縮，以及肌肉本身和肌肉間協調能力的

改善進而增加其最大肌力。

（二）增強式訓練（Plyometrics Training）：是一些肌

肉在快速、動性負荷或伸展後的一種瞬發性收縮的運

動，是一種發展瞬發力的肌肉鍛鍊法（林正常，1993）。
增強式的動作形式，亦被稱為牽張－收縮循環

（Stretch-shortening cycle，SSC）。當身體肌肉受到外

力作用而被拉長，肌肉首先做離心收縮，開始儲存彈

性位能，隨後再做向心收縮，此時會引發伸展反射因

而加強肌肉收縮速度，使得儲存的能量會被釋放

（Bobbert, Gerritsen, Litjens,＆ Van Soest,1996）。因此

利用彈性與牽張－收縮的雙重機制，以連結力量與動

作之速度，進而產生爆發力的訓練。

（三）振動訓練（Vibration training）：來自強直性反

射（tonic vibration reflex,TVR）肌梭與高爾基腱器對

於振動刺激相當敏感，若是針對肌腹或肌腱施加機械

式的振動，就會引發肌肉非自主的強直性收縮反射。

俄國科學家 Nazarov 首先將振動刺激（vibration
stimulation）與阻力訓練相結合（Nazarov＆Spivak，
1987），發現可以增加肌力與爆發力，後來這種訓練方

式就稱為振動訓練。

三、不同訓練法對於跳高專項力量訓練的影響
跳高的技術重點在於助跑、起跳與過竿等階段，為了

達成這樣一連串跳高動作技術，需有好的肌肉力量與

爆發力的專項力量訓練：

（一）肌力

1.重量訓練：對於肌力有顯著功效，可以募集更多的

快收縮肌運動單位參與收縮，以及肌肉本身和肌肉間

協調能力的改善進而增加其最大肌力。而其中肌肉橫

斷面積增加是重量訓練提升肌力的特點，但是跳高運

動員的肌肉若過於肥大，會對動作速度產生制約，因

此重量訓練之於跳高，不能只追求最大肌力而放棄動

作速度。

2.重量訓練與增強式訓練：是有效發展爆發力的肌肉

訓練法，（Fowler,Trzaskoma,Wit,Lskra,＆Lees，1995）
對 18 個大學男性實施 4 次/1 週，共 3 週，重量訓練

或重量訓練加鐘擺式的增強式訓練，發現對於肌力有

顯著的提升。（蔡豐任，1997）以 36 名蹲舉超過身體

體重 2 倍以上的大專男生隨機分為「控速增量組」與

「控量增速組」與控制組，利用即時回饋技術控制負

荷強度，做每週兩次，共八週的深跳訓練，發現兩種

不同增荷方式的深跳訓練均可達到提高爆發力與跳躍

能力的目的，但其中的最大蹬地力量在訓練後並無顯

著增加，而動作速度卻明顯提高，得知爆發力的增加

是因為動作速度的增加，而非動作力量的增加。因此

我們了解若與阻力訓練配合力量與爆發力的訓練能有

效增進效果。

3.振動訓練：振動刺激對提昇平衡能力、強化肌力表

現及強固骨質密度的影響與阻力訓練的結合可以增加

肌力與爆發力(Luo, McNamara, & Moran,2005)。阻力

訓練機其機械式振動引起肌肉的強直性反射收縮，其

本質也是牽張反射的一種（Matthews，1966）而牽張

反射機制對於肌力訓練有極佳效果，例如陳式被動反

覆衝擊式訓練、彈震式訓練等都是震動訓練的應用。

振動訓練也能增加主動肌活性跟收縮力量並協調增加

擷抗肌的力量，可以避免伸肌與屈肌力量發展不均而

造成肌肉拉傷或成績無法突破的局面（彭春政、葉新

新，2005）
（二）爆發力

重量訓練：爆發力是力量與速度的整體呈現（爆發力

＝力量×速度），最大肌力不等同爆發力，對於跳高項

目來說，更需要快速的完成動作，重量訓練時必須考

慮到最快的肌肉收縮能力，研究顯示，單獨使用重量

訓練雖有效增進肌力，但對於動態運動表現成效並不

顯著（Fly＆Kraemar，1991），甚至會對動作速度產生

制約作用（Bloomfield et al，1990），若僅接受重量訓

練，使肌肉橫斷面積增加，造成肌肉的肥大，並無法



有效改善快速收縮的牽張－收縮循環之能力（吳顥

照，2003）
重量訓練配合增強式訓練：配合增強式訓練，結合力

量與動作速度，進而產生爆發力的動作型態，

（Luebbers et al，2003）以 38 位年輕男性施以 4~7 週

增強式訓練課表包含：垂直跳、跳跑（bounding）、跳

遠、深跳，發現能提升垂直跳高度、垂直跳躍爆發力

和無氧爆發力。但唯需注意當肌肉由離心階段轉換至

向心階段時，若過度期的時間太長或關節角度過大

時，彈性能會轉變成熱能，無法有效的增強向心收縮

的力量（Baechle 等人，2000；林政東等人，2000），
重量訓練與振動訓練：兩者相搭配，在許多研究中都

指出可以提升肌力、爆發力，不管是一次或長期訓練，

其振動訓練的參數（振幅、頻率、震動方式）及搭配

的運動處方（運動強度、運動量）皆會影響振動訓練

的效果，例如（Bosco 等，1998）研究中，每回合 60
秒的振動訓練可以顯著提昇爆發力。（任滿迎等，2008）
研究中證實，抗負荷阻力訓練加上振動刺激可以提高

力量訓練的成效，能以相對較小的負荷提高肌肉的最

大力量、快速力量、爆發力及肌肉耐力，並能有效提

高運動員的縱跳能力。

四、結語
透過良好的訓練方法能幫助跳高運動員獲得更佳的跳

高成績。本文在著重在探討跳高專項的下肢段力量，

根據目前研究，三種訓練法各對下肢段垂直速度與爆

發力都有增進效益，但其效益不同，振動訓練可增進

肌力與爆發力但其效果不比單一使用其中一種訓練

好。以重量訓練補強肌力。以增強式訓練補足其動作

速度，進而增進起跳能力。因此若三種訓練方式搭配

在訓練計劃當中，可以使成績的提升有事半功倍的效

果是後續值得探討與開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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