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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增強式訓練是一種結合力量與肌肉快速離

心、向心收縮動作，減少緩衝階段時間，提高彈

性能運用的運動訓練方法。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7
週中高強度增強式訓練對籃球專項選手下肢慣

用側膝關節等速肌力的影響。28 位高中乙組男

子籃球校隊選手，以跳躍觸牆高度作 S 型配對，

均分為增強組（年齡 17.1 ± 1.0 歲，身高 179.5 ± 
7.0 公分，體重 70.7 ± 4.1 公斤，球齡 2.9 ± 1.0
年）與控制組（年齡 16.6 ± 0.8 歲，身高 173.4 ± 
4.7 公分，體重 70.0 ± 14.8 公斤，球齡 2.0 ± 0.1
年），進行連續 7 週，每週 5 次之例行性籃球專

項訓練與 3 次增強式訓練（每次跳躍 180-228
次）。下肢等速肌力表現是以慣用踢球腳之膝關

節伸展/屈曲 120°/s、240°/s、360°/s 來評估，所

得數據以獨立樣本 t考驗分析不同組別訓練前後

變化量之差異。結果顯示訓練後增強組在 360°/s
屈曲肌力峰值有顯著進步。本研究驗證 7 週增強

式訓練可有效改善籃球選手膝關節高速屈曲肌

力表現，建議可應用於球季前之體能訓練計劃。 
 
關鍵字：屈曲、伸展、肌力峰值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7-week plyometric 
training (PT) on knee isokinetic strength in 
basketball players. Twenty-eight high school 
basketball players equally grouped by S 
method with jumping height as P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ll players underwent regular 
basketball practice 5 times per week for 7 
weeks, and PT group received extra PT 
(180-228 jumps) 3 times per wee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knee extension/flexion isokinetic 
strength was evaluated by the Biodex Balance 
System4 in 120°/s 、 240°/s 、 360°/s test. 
Independent t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change percentages 
between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for 

each parameter. PT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knee flexion peak torque at 
360°/s after training. 7 weeks P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igh-velocity knee 
flexion isokinetic strength in high school 
basketball players.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undergoing PT in the pre-season conditioning 
program for better strength performance. 
 
Keywords: Flexion, Extension, Peak torque. 

 
二、 緣由與目的 
 

籃球是一項需反覆進行多元、複雜且激烈的

肌肉收縮作用，是一項短時間的動態高強度運

動。現代之強力籃球運動特別注重在制空權與攻

防快速對抗的爭奪，如連續爭搶籃板球、運球急

停後躍起投籃的速度、與瞬間彈跳的防守阻攻等

動作，都需要藉由優異的肌力才能達成。 
增強式訓練 (Plyometric training, PT) 自發

展至今已有 40 餘年，起初多被用於發展肌肉爆

發力，而後也被應用於搭配專項訓練，其原理是

以牽張－縮短循環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SSC)為核心機制，利用作用肌預先伸展（肌肉預

先被動拉長），引起伸展反射 (stretch-reflex)，來

迫使肌肉做快速主動收縮，產生強而有力的動

作；目的在連接動作力量與速度，以產生爆發力

反應的動作型態。相較於傳統靜態的阻力訓練或

是核心訓練，PT 是一種強調短時間快速徵召運

動單位，與活化加快神經傳導預收縮頻率的神經

肌肉訓練模式。PT 需結合力量輸出與快速離

心、向心收縮動作負荷、減少緩衝階段時間，藉

以徵召更多的運動單位參與及有效儲存與釋放

彈性能、可收縮彈性要素等條件，來提昇爆發力

的表現【1】且訓練動作相當接近動態運動情境。 
過去研究大多以測力板的跳躍參數與 1RM

的下蹲舉與等長肌力【2】【3】，作為評估肌力的

方式，有鑑於籃球是一項動態情境下的專項運

動，選手必須因應比賽時程與對手進攻防守節

奏，來迅速的變化與調整移位速度，因此本研究

將嘗試以三種不同速度，來探討 7 週增強式訓練



對籃球選手膝關節等速肌力表現的影響。 
 

三、 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28 位高中乙組男子籃球校隊之選手自願參

與本研究。以跳躍觸牆高度作 S 型配對，均分為

增強組（年齡 17.1 ± 1.0 歲，身高 179.5 ± 7.0 公

分，體重 70.7 ± 4.1 公斤，球齡 2.9 ± 1.0 年）與

控制組（年齡 16.6 ± 0.8 歲，身高 173.4 ± 4.7 公

分，體重 70.0 ± 14.8 公斤，球齡 2.0 ± 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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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設備 

本研究等速肌力的測試是採用 Biodex 
System4 多關節等速肌力評估訓練系統，具電動

升降機座椅，可調整高度以及左右移動。角速度

最快可至 500 deg/sec。 

圖一 Biodex S4 等速肌力儀 
    等速肌力測試是從低速度開始進行膝關節

伸展 (E)/屈曲 (F)動作，測試速度依序分別於

120°/s、240°/s 與 360°/s，以受測者踢球之慣用

腳連續三次膝關節伸直/屈曲交替的等速向心收

縮，取其最大峰值，並以個別受測者之體重來標

準化（肌力峰值/體重）。 
 
（三）研究步驟 
1.研究流程：如圖二 

圖二 實驗流程 

 
2.增強式訓練 
表一 7 週增強式訓練內容【2】 

週 項目 組數 反覆次數 總量 

1-4

側邊推蹬 4-6 8 

180- 
228 

側跳障礙物 4 9-10 
雙腳 Z 型蹦跳 4-5 9-10 

跳躍摸高 4-5 10 
前跳障礙物 4 9-10

5-7

單腳深跳 3-5 10 

200- 
210 

雙腳彈跳 3-5 10 
雙腳 Z 型蹦跳 4-5 10 

側跳 3-6 10 
深跳 3-4 10 

深跳後跳躍摸高 4 5 
註：木箱高度為 42 公分，圓錐筒高度 27 公分。 

 
（四）統計處理 
    以獨立樣本 t考驗分析兩組訓練前後各變項

前後測之變化量（(後測-前測/前測)*100%），統

計分析顯著水準皆定為 α＝.05。 

 
四、結果 

 
（一）不同組別在訓練前後慣用側膝關節等速肌

力之結果如圖三與圖四。 



 

圖三 PT 組訓練前後不同速度之肌力表現 

 

圖四 控制組訓練前後不同速度之肌力表現 

 
（二）兩組訓練前後膝關節慣用側等速肌力變化

量之結果如圖五。  

圖五 在不同速度下兩組變化量的差異 

(＊表示兩組在訓練前後測達顯著差異) 
 

五、討論 
 
肌力是肌肉接受刺激而發生收縮反應的結

果，在競技運動中，肌力也被認為是體能最重要

的基礎，所有的體能要素都要仰賴肌力，才能得

到最好的發揮。隨著運動科學的進步，評估肌力

的方式也由靜態轉變至能配合運動情境的動態

測試，等速肌力是一種用來測試肌肉在動態情境

下的功能表現，而籃球的比賽型態多以跑、跳等

快速的移位，搭配投籃、傳球等專項技術為主，

本研究以多功能關節的等速肌力測試儀作為評

估肌力的方式，結果顯示兩組（PT 組接受增強

式訓練，控制組接受單純籃球訓練）在實驗結束

後皆顯著增進膝關節 120 °/s、240 °/s 與 360 °/s
屈曲與伸展等速肌力峰值，而 PT 組在七週 PT
後膝關節 360°/ s 屈曲肌力進步幅度顯著優於籃

球訓練之控制組。 
相關研究顯示以 19 位美國大學第一與二級

的大學女籃選手，所有受試者皆完成每週例行的

籃球專項訓練，而實驗組 11 位進行連續 6 週，

每週 3 次，每次跳躍次數 85-119 次有系統的

PT，結果也顯示有系統的 PT 能提升慣用側在

60°/膝屈曲的肌力峰值【4】，此外，先前研究

結果指出連續 8 週，每週 5 次的籃球訓練能提升

籃球選手慣用側膝伸肌力在 120°/s 與 300°/s 的

等速肌力，與本研究在控制組也維持相同的訓練

次數，因而顯示出 PT 組與控制組相似的訓練效

益，而無法顯著凸顯 PT 之效益，符合本研究的

成果，不過，整體的進步幅度，PT 組還是略優

於控制組 (23.16 vs 20.84%)。  
本研究結果顯示 7 週 PT 能有效提升增強組

顯著增進 120、240、360°/ s 膝曲屈與伸展肌力

等速肌力峰值。此機轉可能與運動電位改變肌纖

維收縮特性相關，PT 強調在全力後進行快速的

跳躍，使快縮纖維受較快的電流控制，而產生較

快的肌肉收縮，經由 PT，改變神經電位型態，

使肌肉能在短時間轉變收縮型態，先動員快縮運

動單位，提升其表現；而相關研究也指出 PT 能

增進的個體肌力與爆發力表現，主要與興奮頻率 
(firing frequency) 、肌肉結締組織彈性特質 
(elastic properties)與徵召型態 (motor recruitment) 
等神經肌肉調適（同步運動神經元的興奮與加速

脊髓的神經衝動）有關【6】【7】。 
本研究結果顯示連續 7 週，每週 3 次的 PT

能顯著提升高中籃球選手慣用側膝關節 360°/s
之屈曲肌力，應可改善籃球專項選手膝關節高速

肌力收縮，提昇專項運動表現，特別是有關股四

頭肌與腿後肌之肌力特質，而本研究所採用中高

強度增強式訓練，也可應用於籃球專項非賽季的

基礎體能訓練，而後再以漸進與專項原則來擬定

訓練課程，以有效提升賽季時的進階體能與專項



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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