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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彼拉提斯訓練是一種強化核心軀幹肌肉適

能及動作控制的運動，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彼拉提

斯訓練對年輕舞者跳躍與舞蹈表現之影響。26

位國小舞蹈班學童自願參與並經父母同意後，隨

機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所有受試孩童皆接受相

同的舞蹈班術科課程，但實驗組須額外進行連續

8 週，每週 3 次，每次 40 分鐘的彼拉提斯墊上

運動訓練。跳躍表現是以三軸測力板量測學童蹲

踞 (SJ) 及下蹲 (CMJ) 垂直跳躍動作之高度來

評估；而舞蹈表現則是以三位資深舞蹈專家來評

估舞蹈基本動作元素組合之表現。所得數據以單

因子共變數分析比較兩組跳躍與舞蹈表現之差

異，統計顯著水準皆定為 p < .05。結果顯示實驗

組經 8 週彼拉提斯訓練後可有效提升年輕舞者

CMJ 垂直跳躍高度及舞蹈表現，其機轉應與彼

拉提斯訓練可強化核心肌群與穩固肢體動作有

關。本研究結果除可驗證規律彼拉提斯墊上運動

訓練對舞蹈班學童之效益，也可作為國小舞蹈教

師擬定相關訓練計畫之參考。 

 

關鍵字：核心肌力、下蹲跳 

 

Abstract 

 

Pilates training is a kind of exercise to strength 

core muscles and improve movement contro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Pilates training on Ballet and jump performance in 

young dancers. Twenty-six elementary young 

dancers volunteered and obtained permission from 

their parents as participants. All young dancers 

were enrolled in the same dance lessons and 

randomly assign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EG) and 

control group (CG). During this study, the EG 

received extra 8 weeks of Pilates Mat exercise, 3 

times a week, each for 40 minutes. The jump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by the maximum 

vertical jump height during the squat jump (SJ) and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on force-plate. The 

Ballet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by 3 experts 

based on a serious of Ballet basic skills. 

Single-factor ANC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fter training.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8 weeks Pilates training EG ha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Ballet and CMJ 

performance than CG. Strengthened core strength 

and improved postural stability after regular Pilates 

training might be the main reasons.  

 

Keywords: Core strengthening,  

Countermovement jump 

 

二、緣由與目的 

 

舞蹈兼具表演、運動和藝術的特質，是一種

肢體運動表現，而跳躍動作也是舞蹈練習與動作

組合中不可或缺的技巧性動作，舞者必須以準

確、快速與強而有力的起跳，搭配良好的神經肌

肉控制，來爭取更長的滯空停留，以展現優美舞

姿及完美動作。 

彼拉提斯是一種結合身體心靈與鍛鍊核心

肌群為主的低衝擊性運動 (Bernardo & Nagle, 

2006) ，此運動須適當控制呼吸與肢體動作引導

來完善最佳的訓練效果，並包含呼吸、核心、控

制、專注、精確、動作流暢等六大元素，不僅強

調腰椎、骨盆及胸部之穩定與精確性，也注重脊

椎、肩、肘、髖、膝、踝等關節肢體動作之協調

與平衡（王嬿婷、黎俊彥，2010；Smith & Smith, 

2005)。先前研究顯示規律彼拉提斯運動能針對

舞蹈專業技巧作出肢體調整及動作訓練，加強舞

者的身體自我掌控能力 (Herrington & Davies, 

2005)，以及爆發力等  (Hutchinson, Tremain, 

Christiansen, & Beitzel, 1998)，然而卻未有研究

探討此訓練對舞蹈學童的效益，因此本研究的目

的為探討 8 週彼拉提斯訓練對年輕舞者跳躍與

舞蹈表現的影響。 

 

三、 材料與方法 

 

(一)參與對象 

26 位國小舞蹈班學童，隨機分為實驗組（13



位，年齡 10.9±0.8 歲；身高 147.5±4.9；體重

37.9±5.8 公斤）與控制組（13 位，年齡 11.2±0.6

歲、身高 146.1±6.4 公分、體重 36.1±6.9 公斤）。

自願並經父母同意參與，研究前皆以問卷調查瞭

解每位受試者在半年內無重大下肢傷害。 

 

(二)儀器 

本研究跳躍表現之相關參數是以 AMTI 三

軸測力板 (Advanced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 連結  Noraxon 多功能生理訊號系統 

(TeleMyo 2400T G2, Noraxon USA) 來量測，採

樣頻率設定為 1500 Hz。以垂直跳來評估跳躍表

現除具有較佳的信效度外，亦為評估運動表現的

簡便操作方法 (Liebermann & Katz, 2003)，本研

究主要分析跳躍高度參數。 

 

(三)研究方法 

1. 跳躍表現 

    受試者赤腳站立於測力板上，進行下蹲跳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及蹲踞跳 (squat 

jump, SJ) 兩種垂直跳躍動作。CMJ 測驗時，受

試者以自然站姿輕鬆站立於測力板上，聽口令後

身體迅速下蹲至自覺最佳角度後，直接迅速起身

盡全力往上做最大直膝垂直跳躍動作；SJ 測驗

時，受試者則以最佳半蹲姿勢（膝關節約彎曲

90°）站立於測力板，聽口令後身體直接往上做

最大跳躍動作（無再下蹲動作），即完成該項測

驗。而所有垂直跳躍動作，受試者皆須進行兩次

跳躍測驗。 

2. 舞蹈表現 

    以芭蕾基本動作元素 Demi Plie (圖 1) , 

Grand Plie , Battement Tendu (圖 2) , Soussus (圖

3) , Changement De Pieds , Pirouette 加以組合，

共計 14 個 8 拍。第一次測驗右腳在前第五位置

之動作組合，第二次測左腳在前第五位置動作組

合，雙邊動作組合各為 100 分，採個別測試，並

邀請三位舞蹈專家（不知分組）共同商議其評分

標準，且同時觀看影片給予評分。雙邊之動作組

合，分別以單項評分標準施以評分，每段組合觀

看三次，第一次評動作部分、第二次評穩定度、

最後則是評流暢部分，單項分數加總平均為整體

表現之成績。 

圖 1 圖 2 圖 3 

(四)彼拉提斯訓練計劃 

    所有受試者平日皆接受相同之舞蹈相關術

科課程（每週芭蕾舞、民族舞、現代舞與即興創

作各 80 分鐘），而實驗組需連續 8 週額外參與每

週 3 次、每次約 40 分鐘的彼拉提斯墊上運動訓

練課程。本研究之運動訓練的教學流程是參考美

國有氧體適能協會之建議，包含暖身運動、主運

動與緩和運動等三個階段，並分三階段訓練，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由淺至深，在不同階段（初、

中、高級）施以不同強度之訓練內容，強化腹部

肌力及下肢肌力。 

 

(五)統計處理 

本研究自變項為彼拉提斯訓練，依變項為腹

肌力以及跳躍表現相關參數，採用 SPSS 12.0 版

進行統計分析，所得數值以平均數±標準差呈

現；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COVA) 比較兩組

在訓練後基本生理特徵與跳躍及舞蹈表現相關

參數之差異，統計分析顯著水準皆定為 < .05。 

 

四、 結果與討論 

 

圖 4 為兩組間跳躍表現之變化，統計分析顯

示實驗組經 8 週彼拉提斯運動訓練後，CMJ 跳

躍高度顯著優於控制組 (F =8.82, p < .05) ，然

而在 SJ 跳躍高度變化，兩組訓練後並無顯著變

化。 

圖 4 兩組 CMJ 之跳躍高度 

 

圖 5 為兩組間舞蹈表現之變化，統計分析顯

示實驗組經訓練後，在慣用邊 (F = 26.87) 及非

慣用邊 (F= 49.23) 舞蹈表現皆顯著( p < .05) 優

於控制組。 



圖 5 兩組慣用及非慣用測舞蹈表現 

本研究以CMJ 與 SJ兩種跳躍方法來評估舞

者跳躍表現的變化，主要是考量兩者起跳動作與

神經肌肉收縮機制之不同，因 SJ 起跳時個體需

預先蹲膝，且跳躍瞬間僅能直接伸膝蹬地，所以

跳躍動作僅包含向心肌肉收縮；而 CMJ 起跳時

個體則需直立，且跳躍瞬間可適當屈膝蹬地，所

以跳躍動作同時包含了向心與離心肌肉收縮，而

可充分利用牽張縮短循環效益，所以需較佳的神

經肌肉協調控制（王令儀、林德嘉、黃長福、黃

國銓，2002）。 

跳躍動作包含了身體的垂直推進與肢體穩

定的維持，本研究年輕舞者訓練後變佳的 CMJ

跳躍表現，應與彼拉提斯訓練後可改善舞者肢體

協調 (coordination) 與增進下肢肌群利用 SSC

效益的能力有關  (Toumi, Best, Martin, & 

Poumarat, 2004) ，而先前研究以國家級體操選

手為對象研究，經連續一年每週 1~2 次彼拉提斯

訓練，也發現可顯著增進跳躍高度 (Hutchinson 

et al, 1998)，驗證規律彼拉提斯訓練對增進年輕

舞者跳躍能力的正面效益。 

此外，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實驗組慣用與非慣

用側之舞蹈表現成績進步幅度皆優於控制組，顯

示實驗組年輕舞者在彼拉提斯訓練後，舞蹈表現

皆有顯著的進步，與先前研究針對大學舞蹈系學

生進行連續 14 週的彼拉提斯訓練，發現可改善

姿勢、身體線條及上半身穩定性之結果相似

(McMillan, Proteau, & Lebe, 1998)。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為 8 週彼拉提斯訓練可改善年

輕舞者跳躍與舞蹈表現，並可增進下蹲跳之跳躍

高度與芭蕾基本動作表現，其機轉應與訓練後強

化的腹背核心肌群、軀體動作控制與更佳的跳躍

動作神經肌肉協調有關。在考量舞者下肢傷害的

頻繁情況下，建議後續研究應嘗試研究，規律彼

拉提斯訓練對舞者著地衝擊力量，以及對造成下

肢的傷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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