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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中中中中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文摘要 

 

神經肌肉訓練是一種促進肌肉協調與增進

運動表現的訓練方法，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6週神

經肌肉訓練對年輕女性移位速度與敏捷能力的

影響。11位健康女大學生（身高 163.0 ± 4.2公

分，體重 56.1 ± 4.8公斤，年齡 20.0 ± 1.2歲），

進行連續 6週，每週 3次，每次 50分鐘，結合

抗力球和低強度增強式訓練之神經肌肉訓練，移

位速度與敏捷能力表現是以手持碼表量測 20 公

尺衝刺與 T型敏捷測試之時間來評估。所得數據

以重覆量數 t考驗分析訓練前後各變項變化量之

差異。結果顯示訓練後 T 型敏捷測試有顯著進

步，但 20 公尺衝刺表現則無顯著變化。本研究

驗證神經肌肉訓練可有效改善女性的敏捷能力

表現，其機轉應與訓練後提昇的協調性有關。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20公尺衝刺測試公尺衝刺測試公尺衝刺測試公尺衝刺測試、、、、T型敏捷測試型敏捷測試型敏捷測試型敏捷測試 

 

Abstract 

 

Neuromuscular training (NT) is a kind of 

exercise drill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spor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6 weeks of 

neuromuscular training on speed (S) and agility (A) 

performance in healthy females. Eleven healthy 

collegiate female students (height: 163.0±4.2 cm, 

weight: 56.1±4.8 kg, age: 20.0±1.2 yrs) 

volunteered as participants. The S and A 

performances were evaluated by the 20-meters 

sprint test and T agility test with handhold 

stopwatch. The NT was fifty minutes, triple per 

week, for six weeks which combined with a series 

of Swiss ball drills and low-intensity plyometric 

jumping training. Repeated-measured t test was 

used to analyses the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in each parameter. After training, T agility 

test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 smaller than 

before training (10.41 s vs. 10.03 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20 meters 

sprint test performance (3.56 s vs. 3.53 s).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neuromuscular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A 

performance in the population of healthy colligates 

female students, but not in the S performance. 

 

Keywords: 20 m sprint test, T agility test 
 

二二二二、、、、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 

 

速度是指在較短的時間內所能產生最快移

動的衝刺能力，以單位的定義來說，是指單位時

間內所移動的位移，速度訓練的內容必須符合運

動專項的特殊性。敏捷是在快速移動及全身性改

變方向，控制身體改變肢體方向的能力，敏捷訓

練的內容則著重在方向的改變【3】。 

針對改善神經肌肉控制的訓練方法就稱為

神經肌肉訓練 (neuromuscular training, NT)，其

目的在於增加肌肉的協調並增進運動的表現

【2】，增強式訓練、跳躍訓練及敏捷訓練等都可

以包括在神經肌肉訓練的範疇。增強式訓練 

(plyometric training, PT)是一種結合機械模型、神

經生理模型的訓練方法，增強式訓練利用牽張-

縮短循環(stretch-shortening cycle, SSC) 來提升

神經肌肉運動單位被號召的數量與激活的頻

率，加以強化運動表現。當人體在執行動作時，

核心肌群是維持身體敏捷及協調的重點，抗力球 

(swiss ball) 訓練即提供不穩定的表面來訓練並

強化核心肌群【1】。 

本研究以 20公尺衝刺與 T型敏捷測試，來

探討 6 週神經肌肉訓練對健康女性大學生的速

度與敏捷能力表現的影響。 

 

三三三三、、、、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11位健康女性大學生（身高 163.0 ± 4.2公

分，體重 56.1 ± 4.8公斤，年齡 20.0 ± 1.2歲）自

願參與本研究。研究前以問卷調查每位參與者皆

在半年內無重大下肢傷害，且 1/2屈膝蹲舉能舉

起自身體重 1.5倍以上的重量。本研究訓練期間

為賽季前，並經球隊教練同意進行。在研究前告

知其流程並填寫家長與參與者須知同意書。 

 

（二）速度測試 

籃球比賽中盡全力衝刺的距離最有可能的

距離為 20 公尺【6】，因此本研究衝刺的距離採

用 20 公尺作為測驗距離。測驗方式為在 20 公



尺平坦的跑道範圍設置起點 A 與終點 B，且終

點線後方至少 10 公尺的長度供減速緩衝（圖

1），發令者在 A 點喊口令，受試者起跑衝至 B

點，當受試者身體任意部位通過 B 點，施測者

即按下碼錶，紀錄時間，每位受試者進行 3次，

取最佳成績。 

 
圖 1 20公尺衝刺測試 

 

（三）敏捷測試 

    本研究參考先前研究所設定【4, 5】在籃球

場以圓錐筒設置 T 形，從 A 點出發，向前衝刺

五公尺往 B 點移動並以右手碰撞圓錐筒底部，

隨後向左衝刺 5 公尺以左手碰觸 C 點，隨後向

右以側併步移動 10公尺並以右手觸碰D點圓錐

筒底部，隨後，受試者右左移動至 B 點，以左

手碰觸 B點底部後，向後跑通過 A 點，施測者

在受試者通過 A點時停止計時（圖 2），每位受

試者進行三次，取最好成績。 

 
圖 2 T型敏捷測試 

 

（四）研究步驟（圖 3） 

 
圖 3 實驗流程 

 

（五）神經肌肉訓練 

表 1  6週神經肌肉訓練內容 

增強式訓練 

日 項目 組數 反覆次數 

星期一 

前跳障礙物 4 10 

側跳障礙物 4 20 

雙腳 Z型蹦跳 4 10 

跳躍摸高 4 10 

側邊跳箱 4 10 

星期三 

單腳前跳障礙物 4 20 

向側跳越障礙物 4 10 

雙腳 Z行型蹦跳 4 10 

雙腳屈膝跳 4 10 

深跳後跳躍摸高 4 10 

抗力球訓練 

日 項目 組數 反覆次數 

星期四 

仰臥起坐 4 15 

超人舉手 4 20 

棒式抬腿 4 20 

仰躺橋式 4 15 

仰躺 V字接球 4 15 

註：木箱高度為 42公分，圓錐筒高度 27公分。 

 

（六）資料處理 

    以重覆量數 t考驗分析訓練前後速度與敏捷

能力前後測之變化量，統計分析顯著水準皆定為

α＝.05。 

 

四四四四、、、、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在訓練前後 20公尺衝刺測試與 T型敏捷測

試結果如圖 4和圖 5。 



 
圖 4 訓練前後 20公尺衝刺測試表現 

 
圖 5 訓練前後 T型敏捷測試表現 

 

對於運動員而言，速度與敏捷能力的表現是

兩個相當重要的體能要素，兩者的訓練亦受到重

視並被安排在運動專項的訓練計畫中。一般認為

有好的速度能力就會有好的敏捷能力，這是我們

必須釐清的概念，因為兩者雖有關係但是卻不是

絕對的，在本研究中速度的表現主要是直線速度

的衝刺能力，敏捷能力的表現則是在直線衝刺能

力外，再加上方向改變的速度能力所結合。 

速度能力的能量代謝的來源大部分來自於

ATP-CP 系統，主要是短時間的全面提升肌肉

力，而本研究的神經肌肉訓練中的低強度增強式

訓練是利用牽張－縮短循環  (Stretch－

shortening cycle, SSC) 的方法以達到牽張反射

與肌肉彈性能量轉換的特性，增加運動單位激發

頻率進而徵召更多的肌力。經過 6週的神經肌肉

訓練可能無法顯著提升健康女性的 20 公尺衝刺

測試能力表現，可能是速度能力的展現可以跳過

動員慢縮肌纖維而直接動員快縮肌纖維，違反了

SSC 原則的特性，但在 T 型敏捷測試成績表現

能有效提昇，可能來自於有更好的運動單位徵召

或神經適應。 

 

五五五五、、、、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本研究結論為連續 6 週，每週 3 次，每次

50 分鐘之神經肌肉訓練可有效提昇健康女性大

學生 T型敏捷測試成績表現，但似乎無法顯著提

升直線衝刺速度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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