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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8 週全身振動訓練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WBVT) 對手球運動

員垂直跳躍表現的影響。受試者為 16 位大專甲組

手球運動員採立意取樣將人數分為控制組及實驗

組，兩組運動員皆接受例行每週 5 次之手球專項訓

練，但實驗組需額外接受連續 8 週的 WBVT。垂直

跳躍表現是以蹲踞跳躍 (squat jump, SJ) 與下蹲跳

躍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最大跳躍高度為

評估指標，所得數據以前測表現為共變數，進行單

因子共變數分析兩組間訓練後各變項的差異情

形。結果顯示實驗組經 8 週 WBVT 後可顯著增進

SJ (F = 5.14, p < .05) 與 CMJ (F = 5.31 , p < .05) 跳
躍高度。本研究驗證 8 週額外 WBVT 可有效提升

手球運動員的垂直跳躍表現，其機轉應與運動員訓

練後強化的運動單位同步作用與徵召速率、增進收

縮肌群 SSC 效益與改善下肢神經肌肉肢體協調有

關。 
 

關鍵字：肌力、爆發力、下蹲跳躍、蹲距跳躍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eight weeks of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WBVT) on vertical jump performance in handball 
athletes. Sixteen collegiate Level I handball athletes 
volunteered for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equally 
as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E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tudy, all athletes underwent the 
same handball training, but the EG received additional 
WBVT (amplitude: 2 mm, frequency: 20 Hz – 40 Hz) 
three time per week for eight consecutive weeks. The 
vertical jump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maximum height of squat jump (SJ) and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Single factor 
ANCOVA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in each 
parameter between the groups after training with the 
pretest values as a covariate. The statistic significance 
was set at p < .05.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8 weeks 
WBVT, the EG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aximal height of SJ (40.92 ± 2.96 cm vs. 48.40 ± 
4.70 cm, F = 5.14, p < .05), the maximal height CMJ 

(47.25 ± 7.48 cm vs. 52.20 ± 6.25 cm, F = 5.31, p 
< .05). It is concluded that 8 weeks of additional 
WBVT can improve the jump performance in 
handball athletes. Enhanced motor unit firing rates 
and synchronization, facilitated muscular contraction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and improved lower 
extremity neuromuscular coordination could account 
for these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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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手球是一種激烈接觸性奧林匹克運動項目，其

內涵即為人類本能活動的表現，以力量、速度、耐

力、動力及技巧等因素為基礎，藉由基本的跑、跳、

擲等身體活動，來展現快跑、跳躍、衝刺、臂擲、

攻擊 (hitting)、攔阻與推進 (pushing)等動作【4】，

比賽的勝負需依進球數的多寡來判定勝負，而跳躍

射門是手球運動中最常使用的射門動作，亦是得分

效率最高的射門方式【5】，且比賽中運動員也需不

同的跑動，並依攻守情況變化來迅速變換跑動速度

與方向，以及進行急停、轉身與跳躍等動作【14】；
此外，其活動方式與足球運動相似，基本技術及攻

防戰術又與籃球類同，活動內涵特重團隊合作與強

調服從精神，則與橄欖球運動一致，因此是一種結

合足球、籃球與橄欖球等運動特徵，並須具備適當

體能之專項運動【6, 13】，因此手球選手必須要有

足夠的下肢肌力與爆發力，以提升手球射門時的跳

躍高度、滯空能力以及防守時的阻擋、封球等專項

技術表現。 
全身振動訓練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WBVT) 是一種新型態的科技訓練方式，起初是應

用於減緩太空人於無重力狀態中骨質密度與肌肉

質量的流失，而後隨者科技普及與商品化的應用，

WBVT 儀器成功的進入大眾市場。此訓練通常是要

求個體以不同姿勢站立於堅固平台上，再由儀器以

預先設定的頻率與振幅，來產生正弦曲線 
(sinusoidal) 的反覆振動，通常每次訓練時程不超過

20 分鐘，訓練期間並包含數次的短暫休息。相關研

究顯示適當的 WBVT 可增加一般常人與運動選手



下肢肌力、爆發力與神經肌肉功能【9, 12】，且運

動員的效益又優於非運動員或坐式生活者【1, 3】，
因此逐漸廣為歐美運動教練與訓練中心採用。 
 
三、材料與方法 
 
1. 研究對象 

16 名某國立大學手球校隊運動員自願參與，其

每年均參加大專院校甲組手球錦標賽，且參與研究

前皆無 WBVT 經驗，經立意取樣均分為人數相等

之實驗組（身高 175.6 ± 5.2 公分，體重 69.9 ± 5.6
公斤，年齡 19.4 ± 0.9 歲，訓練年資 7.6 ± 3.4 年）

與控制組（身高 173.3 ± 4.0 公分，體重 73.3 ± 8.2
公斤，年齡 23.0 ± 4.5 歲，訓練年資 10.3 ± 3.7 年），

獨立樣本 t 考驗顯示兩組間身高、體重與年齡等基

本生理參數皆無顯著差異 (t =-1.02, .96, 2.22, & 
1.48; p 皆> .05)，顯示具有高度同質性。本研究訓

練期間為賽季前，且經球隊教練同意實施，並由研

究者說明實驗目的、方法與流程，並請受試者於實

驗前填寫受試者同意書。 
 

2. 儀器設備 
本 研 究以三 軸 測力板  (AMTI, Advanced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 連結多功能生理

訊號系統 (TeleMyo 2400T G2, Noraxon, USA，取樣

率 1500 Hz，圖 1) 來紀錄選手跳躍離地之騰空時

間，再以自由落體重力加速度公式計算垂直跳躍之

高度。 

   
圖 1 Noraxon 多功能生理訊號系統      圖 2 全身振動訓練儀 

 

3. 八週全身振動訓練 
本研究採用本國製垂直振動訓練儀器 (DKN 

Extreme PRO, Taiwan)，該儀器可由面板操作設定垂

直振動之頻率與幅度，來產生上下垂直位移（圖

2）。考量安全振動頻率、振幅與避免振動頻率刺

激人體共振，振動機台的振幅不應超過 2 mm，而

頻率也應高於 20 Hz 以上，【3, 9, 11】，參考 Mahieu
等【8】 與 Cochrane & Stannard 【2】 的訓練設

定，本研究擬訂連續 8 週、每週 3 次、每次 6 分鐘、

振幅 2 mm、頻率 20 Hz 至 40 Hz（前 6 週訓練期每

2 週頻率各為 20 Hz、25 Hz 與 30 Hz，後 2 週訓練

期每週頻率則為 35 Hz 與 40 Hz）之全身振動訓練，

並搭配手球專項運動跳躍射門預備動作之特性，將

振動姿勢選定為「膝關節彎曲 120°」、「寬蹲與肩同

寬」、「腳尖直立微蹲」（圖 3），每次振動 60 秒與組

間休息 60 秒。以上訓練動作手皆插腰，僅在「寬

蹲與肩同寬」時，因重心不穩容易改變其訓練姿

勢，故該動作可藉由手扶著儀器穩定動作。 

       
膝關節彎曲 120°       寬蹲，與肩同寬        腳尖直立微蹲 

圖 3 全身振動訓練姿勢 
 
4.手球訓練 

研究進行期間，兩組球員皆接受相同之手球專

項運動訓練（第 1 至 2 週訓練內容為個人攻擊動作

射門、單/多人快攻練習、守門員練習；第 3 至 4 週

訓練內容為個人位置射門、團體快攻練習、6/9 公

尺防守練習；第 5 至 6 週訓練內容為個人攻擊動作

射門、單人/多人小組攻防、守門員練習；第 7 至 8
週訓練內容為個人位置射門、快攻練習、團體攻擊

戰術跑位練習、團體防守隊形練習等），每週 5 次，

每次訓練 2 小時，而實驗組則需額外接受連續 8
週、每週 3 次、每次 6 分鐘之 WBVT。 
 
5.資料處理 

以單因子共變數分析，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在

八週全身振動訓練後，垂直跳躍表現之前、後測差

異情形，統計分析顯著水準皆定為 α＝.05。 
 
四、結果與討論 
 

不同組別在訓練前後垂直跳躍（下蹲跳躍與蹲

距跳躍）之結果（圖4與圖5），顯示訓練後組間效

果達顯著差異，實驗組訓練後進步幅度皆顯著優於

控制組。 

圖 4 下蹲跳躍(CMJ)前後測比較圖 

＊ 



圖 5 蹲距跳躍(SJ)前後測比較圖 

跳躍動作是手球選手不可或缺的一項動作技

能，舉凡跳躍射門、攻擊閃切、防守封球等專項

動作，皆與良好的下肢肌力與爆發力關係密切，

因此如何有效的強化手球選手肢肌力、爆發力、

跳躍與衝刺等專項運動素質，是許多手球教練非

常關注與專項年度訓練計畫的主要課題。 
研究顯示連續 8 週、每週 3 次的外加 WBVT

（振幅 5.0mm，頻率 30Hz），也較單純芭蕾舞蹈

訓練，可更有效增進優秀舞者 CMJ 跳躍高度、負

重下肢推蹬爆發力 /速度與力量速度關係曲線

【1】，而新近研究更顯示連續 6 週、每週 3 次外

加的 WBVT（振幅 2-4 mm，頻率 50 Hz），也較

單純週期性深蹲訓練 (periodized squat training)，
能更顯著增進年輕男性阻力訓練愛好者SJ跳躍高

度與單位體重爆發力量【7】，因此本研究結果不

僅符合先前相關研究之發現，也支持專項運動訓

練外加 WBVT 可顯著增進訓練效益的觀點，特別

是在下肢神經肌肉收縮的 SSC 效益。 
本研究手球運動員WBVT訓練後顯著變佳的

CMJ 與 SJ 跳躍表現，也驗證專項手球訓練外加

WBVT 對垂直跳躍表現的正面效益；此外，本研

究旨在探討每週額外WBVT對手球選手垂直跳躍

表現之影響，因此 2 組皆接受相同的手球專項訓

練，惟實驗組需額外接受 WBVT，雖然本研究實

驗組 WBVT 為外加之訓練，然因每次訓練僅約 6
分鐘，因此兩組訓練量的差異應不致過大，惟後

續訓練應用時仍應特別留意，而後續研究也應可

嘗試規劃類似動作之控制組（膝蹲動作與時間相

同，但無振動刺激），以凸顯 WBVT 的精確效益。

 
五、結論 
 

本研究結論為連續 8 週、每週 3 次、每次 6 分

鐘外加的 WBVT，可以有效增進手球運動員垂直跳

躍運動表現，其機轉應與 WBVT 訓練可有效強化

運動員運動單位同步作用與徵召速率、增進收縮肌

群 SSC 效益與改善下肢神經肌肉肢體協調有關。手

球運動是屬於高強度、身體接觸與碰撞相當頻繁的

專項競技項目，考量本研究所採用 WBVT 訓練所

需之時間與效益，WBVT 不僅可避免身體肢端與接

觸地面的激烈衝擊，也可配合專項運動特性來適當

調整頻率與振幅，因此本研究成果不僅量化驗證

WBVT 輔助訓練之效益，也成功結合手球專項運動

訓練與外加 WBVT 之正面效益，而所採用之相關

設定也可提供手球選手及教練參考與應用於後續

訓練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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