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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為了解有無震動刺激的靜態伸展對於一般健康人的肩關節柔軟度表現之立即影響。方法：16 位青年隨

機分成兩組各八名，分別為震動伸展(實驗)組與靜態伸展(控制)組，所有人均以慣用手接受肩關節伸展訓練，

執行肩水平外轉，及水平內轉兩種伸展動作，每次 30 秒，中間休息 20 秒，各反覆四次，其中實驗組在伸展

過程中提供震動頻率 28Hz 的震動刺激。在訓練前後，實施肩水平外展姿勢下，單軸向的肩內轉、外轉表現

與功能性柔軟度測驗，雙手往後，一上一下肩背式伸展，其包含可測試向上功能性測驗(U 測驗)(肩屈曲、外

展和外轉動作)，與向下功能性測驗(D 測驗)(肩伸、內收和內轉動作)。成對樣本 t 檢定，進行兩組前、後測之

比較，以獨立樣本 t 檢定，進行組間進步效果的比較。結果：對於單軸向柔軟度的前後測表現，震動伸展組

與控制組介入皆無增進效果；於功能性柔軟度的前後測表現，兩組皆改善了 U 測驗表現，其進步率分別為

8.98%與 7.89%，此外，僅有震動伸展組顯著改善 D 柔軟度表現，其進步率達 12.90%，但兩組進步率並無顯

著差異。結論與建議：六分鐘的肩水平外轉及內轉的震動伸展，可立即增進一般人的肩關節功能性柔軟度表

現。此外，震動可為一種促進肩關節功能性柔軟度的增進因子，能有效且快速的促進肩關節功能性柔軟度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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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健康體適能為現代國民健康的指標，包含了肌

力、肌耐力、柔軟度、心肺耐力和身體組成這五種元

素，其中柔軟度(flexibility)表現在體適能與傷害預防

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指的是身體各關節所

能活動的範圍，又稱關節活動度(range of motion, 

ROM)，包含了解剖上單一關節的活動度與泛指需多

個關節活動角度配合以執行日常生活動作的功能性

活動度。現今有許多方式能改善柔軟度表現，像是靜

態 伸 展 、 動 態 伸 展 與 本 體 感 覺 神 經 促 進 術

(proprioceptive neuromuscular facilitation stretching, 

PNF)(Ford & McChesney, 2007; Sady, Wortman, & 

Blanke, 1982; Young, Elias, & Power, 2006)，其中維持

某伸展姿勢 30~60 秒且重複多次的靜態伸展是最被大

眾所使用的有效方式，不管是在短期或是長期的效益

上都可明顯的改善柔軟度表現(Bandy & Irion, 1994; 

Bandy, Irion, & Briggler, 1997)。 

近年來，各式器材的蓬勃發展，全身震動(whole 

body vibration, WBV)也是其中的一種，已被廣泛運用

於各種領域之中。藉由上下位移擾動身體內的組織，

如刺激肌梭，產生強直性的震動反射(tonic vibration 

reflex, TVR)(Eklund & Hagbarth, 1966)，可增加肌梭敏

感度和提高肌群的活化(Romaiguere, Vedel, & Pagni, 

1993)，進而增加肌力表現。而震動刺激也從一開始

的 肌 力 訓 練 的 研 究  (Luo, McNamara, & Moran, 

2005)，慢慢轉移至其它體適能要素的訓練，藉由刺

激高爾基氏腱(golgi tendon organ, GTO)(Bosco et al., 

1999) ， 促 進 肌 肉 放 鬆 ， 提 高 伸 展 時 的 疼 痛 閾 值

(Lundeberg, Nordemar, & Ottoson, 1984)，也能讓組織

間 快 速 的 摩 擦 ， 產 生 熱 效 應 (Mester, Spitzenfeil, 

Schwarzer, & Seifriz, 1999)，以提升柔軟度運動表現，

根據先前研究中(Atha & Wheatley, 1976; Cochra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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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nard, 2005; Kinser et al., 2008; Sands, McNeal, 

Stone, Russell, & Jemni, 2006)發現下肢震動刺激頻率

介於 26~44 Hz，以及不管是單獨使用震動刺激或是在

震動刺激中搭配伸展動作，對於下肢柔軟度都有進步

的效果，因此 Sands 等人(2006) 進而提出震動因子放

入伸展處方將可成為有效增進下肢柔軟度的工具之

一。雖然，震動刺激已被廣泛運用在運動訓練上，但

以往研究均著墨在下肢訓練上，對於上肢運動表現的

作用鮮少探討。然而，對於一般人日常生活功能中，

上肢柔軟度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如高舉雙手拿架上物

品；或是五十肩的病人，因受傷而限制肩關節活動

度，而不能執行某些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活動，可視

為關節活動中的複合式動作，如洗澡時的擦背動作，

所以，欲嘗試在有限度的伸展範圍下給予震動刺激，

是否有助於提升關節活動度表現。因此，本研究目的

為了解靜態伸展中有無震動刺激介入對於一般健康

人的肩關節柔軟度表現的立即影響，可作為未來加強

上肢關節活動表現手法之參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徵求 16 位青年受試者自願參與，將其隨

機平分成兩組為震動組與控制組，其中震動組有三女

五男(年齡 25.2±3.2；身高 68.1±6.9 公分；64.1±7.9 公

斤)；而控制組則是二女六男(年齡 24.3±3.3；身高

171.1±5.7 公分；72.0±7.2 公斤)，各八位，受試者半

年內無肩關節傷害及頭部暈眩問題，而在測試與伸展

過程中，均以慣用手為主。 

為了探討上肢伸展過程中有無震動刺激介入對

於肩關節柔軟度的影響，因此請控制組受試者以弓箭

步站立於震動平台上(I-SHAPE 震動機，期美科技公

司，台灣)，並先將慣用手的手臂外展(abduction)，並

手肘屈曲(flexion)至 90 度，依靠在機台上方的鋼架網

子上，進行最大肩關節水平外轉(horizontal external 

rotation)伸展(如圖一，左圖)，伸展時以感到緊繃但不

疼痛的位置，維持該姿勢 30 秒，之後中間休息 30 秒；

再換至水平內轉(horizontal internal rotation)動作(如圖

一，右圖)，伸展時間一樣 30 秒，休息後再輪流反覆

外轉與內轉動作三次，總訓練時間為 6 分鐘。然而，

震動組從事肩關節靜態伸展流程與控制組相同，在伸

展過程中震動機台會給予全身 28Hz 垂直震動刺激，

且機台上方的鋼架也會提供上肢相對於人體方向的

上下 2.2mm 振幅，左右 1.8mm 及前後 1.4mm 的震動

刺激，但組間休息時不提供震動刺激。 

 
圖一、肩水平外轉（左圖）、肩水平內轉伸展（右圖） 

 

介入後，受試者在進行 6 分鐘有無震動刺激的靜

態伸展前、後，進行肩關節柔軟度表現測驗，其測驗

項目可分成兩大類型，共有四個測驗項目。一為單軸

向最大自主肩關節水平內轉和外轉測驗 (shoulder 

horizontal internal or external rotation)，請受試者平躺

於治療床緣邊，露出慣用手肩關節，單手握拳，將肩

固定在外展(abduction) 90 度與肘屈曲(flexion) 90 度

的姿勢，而鷹嘴突與尺骨莖突連線，與地面垂直的位

置設為起點線 0 度，再請受試者執行最大自主內轉或

外轉(如圖二所示)，請具有物理治療執照檢測人員，

以關節角度計(goniometer)量測前臂與起始位置的夾

角為柔軟度表現，每項均測驗三次，每次測試約五

秒，每次之間休息 10 秒鐘，該表現以三次平均呈現；

二為功能性測驗，分成向上(up-ward functional test, U)

或向下(down-ward functional test, D)功能性測驗，請

受試者自然站立，眼睛直視前方後標示出頸椎第七節 

(cervical 7, C7)的棘突，以黑色標示點設為起點(0 公

分)，再用皮尺向下延伸，檢測時請受試者執行向上

或向下功能性測驗(如圖三所示)，以食指摸背上量

尺，並紀錄所碰觸的公分數。此外，起點為 C7，因

此向上的功能性測試，是由上往下的測試，所以受試

者向下的公分數越多表示功能性柔軟度越佳；而向下

的功能性測試，是由下往上的測試，則往上的公分數

越少，表現越好。 

各種測驗表現以平均數及標準差呈現，而介入效

果的進步率以(後測－前測)/前測×100%呈現，利用

SPSS 12.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行考驗統計，先以無母

數二個獨立樣本 t 檢定，Mann-Whitney U 統計量進行

兩組間四種前測基準值同質性檢定，以無母數之兩個

成對樣本 t 檢定，Wilcoxon 檢定進行兩組前、後測之

比 較 ， 最 後再 以 無 母 數二 個 獨 立 樣本 t 檢 定 ，

Mann-Whitney U 統計量進行有無震動刺激對於關節

活動度影響的進步效果作比較，其 α 設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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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肩外轉測驗(左圖)、起始位置 0 度(中圖)、肩內轉測驗(右圖) 
 

 

圖三、起始位置(左圖)、向上功能性測驗(中圖)、向下功能性測驗(右圖) 

 

參、結果與討論 

經同質性檢定後，其結果顯示：未經伸展前，兩

組間的四種柔軟度測驗表現均無顯著差異(如表二)，

其表示受試者間達隨機分組。在經過兩種不同刺激介

入後，最大自主肩水平內轉及外轉的表現均無顯著差

異；然而，在功能性測驗如表三所示，震動對於向上

及向下的功能性表現可顯著增加一公分及三公分效

果，其進步率高達 8.98%與 12.90%；而控制組卻只對

向上功能性測驗有 7.89%的顯著增進作用，但兩組間

的進步率並無顯著差異(如圖四)。 

 

表二、肩關節柔軟度之表現 

 震動組 控制組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水平外轉角度（度） 98.44±6.81 99.75±6.39 91.19±14.56 90.94±10.17 

水平內轉角度（度） 58.13±8.10 60.31±9.95 63.56±15.94 66.38±12.80 

U （公分） 13.68±3.40 14.75±3.10* 14.75±3.47 15.81±3.25* 

D （公分） 23.81±11.04 20.81±9.95* 20.56±7.56 19.32±7.73 

*p .05 表前後測達顯著差異；平均值±標準差 

 

本研究主要發現不管是控制組或震動組均對於

肩單軸向的水平內、外轉活動度並無增進作用，然

而，震動組在 U 與 D 功能性柔軟度表現均有顯著增

進效果，控制組只對 U 功能性測驗有顯著作用，兩組

之間的進步率並無顯著差異。雖然曾有研究(Bandy, 

Irion, & Briggler, 1998)指出靜態伸展是可有效增進關

節柔軟度的方式之一，但造成本研究單軸向柔軟度結

果的原因可能為研究中受試者們的最大自主水平外

轉和水平內轉角度就屬於一般人常態表現水準，因此

要再進步的幅度有限；再者，本研究中靜態伸展動作

為站立在震動機台上，手臂自主外展與肩同高後，架

在鋼架的網子從事內轉或外旋靜態伸展，手臂無法與

身體成一水平面(如圖二所示)，這不同於檢測時的擺

位姿勢(如圖三所示)，因此即便是控制組也無法有效

立即增進肩關節單軸向水平內、外轉的關節活動度。 

然而，屬於多關節活動度的功能性測驗中，相同

時間下，伸展組僅對於 U 測試有顯著的增進作用，而

震動伸展組卻於 U 測試和 D 測試都有達顯著進步效

果。於 Atha and Wheatley (1976)的研究成果中，曾給

予平均年齡為 23 歲的受試者們 15 分鐘下肢局部震

(頻率 44Hz 與垂直震幅 0.1mm)訓練後，發現單純震

動改善下肢多關節的柔軟度(坐肢體前彎)，且效果等

同於伸展介入，由此可得知震動因子與伸展因子都能

有效增進柔軟度表現。於本研究中的震動伸展組同時

包含了震動與伸展因子，一方面藉由震動刺激改善柔

軟 度 表 現 (Atha & Wheatley, 1976; Kinser et al., 

2008)，另一方面又同時透過伸展的幫助。 

 

圖四、有無震動刺激介入的功能性測驗表現(*: 前後測達顯著差異) 

 

雖本研究只從事重複三次 30 秒肩水平內轉及外

轉的靜態伸展，但在這段時間內，反覆性伸展時不單

只影響周圍的神經肌肉表現，可降低肌肉肌腱間和結

締組織的勁度外(Nordez, Cornu, & McNair, 2006)，在

震動因子部分，不僅藉由組織摩差產生熱效應(Mester 

et al., 1999) ， 來 促 進 血 液 循 環 (Kerschan-Schindl, 

Grampp, Henk, Resch, Preisinger, Fialka-Moser & 

Imhor, 2001)，提高伸展時的疼痛閾值(Lundeberg et al., 

1984)，以提升伸展時對痛的容忍度，並於同時促進

高爾基氏接受器的活化(GTO)(Bosco et al., 1999)。此

外，因為肩關節周圍有許多走向的肌肉所包覆，可從

事多元關節活動方向，於本研究中的訓練機台上鋼架

不僅可提供肩關節上下震幅 2.2mm，還包括左右震幅

1.8mm 以及前後 1.4mm 震幅的多維度震動刺激，類

似物理治療中的關節鬆動術(joint mobilization)，能給

C7 

控制組 震動組 控制組震動組 

向上功能性測驗 向下功能性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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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關節囊更多的刺激，讓關節能有效鬆動後並提高延

展性，還可促進關節囊內的具有潤滑的效果的關節液

流動，能幫助關節平順地滑動與轉動，此外，本實驗

為全身震動方式，影響不單只有肩關節，還包含了肘

與腕關節，有刺激多關節的效果。因此，全身震動可

提供的多方向與多關節的刺激，可為快速且有效增進

功能性柔軟度表現的原因。 

 

肆、結論與建議 

根據結果顯示，本研究結論為一般年輕人在震動

刺激下，從事六分鐘的肩水平內、外轉的靜態伸展皆

可有效增進肩關節功能性的柔軟度表現。此外，本研

究中可發現伸展介入，僅能改善肩關節 U 一種功能性

的柔軟度表現，但在震動因子同時介入後，卻同時改

善了 U 與 D 二種功能性柔軟度的柔軟度表現。因此，

在靜態伸展中同時給予震動刺激，可為幫助促進肩關

節功能性柔軟度表現的一種新介入手法，用以提高訓

練的效率與效益，未來可試著運用在競技運動之熱身

或是關節活動度受限的復健領域裡，期待能快速又有

效增加動作活動範圍與增進運動表現。然而，後續研

究也須再多考慮震動頻率、動作形式與機台主要震動

方向的配合，並了解震動伸展對不同族群間的長期效

果影響，才能有效拓展可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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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acute effect of static stretching with vibration 
stimulation on shoulder joint flexibility of healthy subjects. Methods: Sixteen young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as vibration and control group. All subjects went through 
30-second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otation stretching exercises 4 times with interval rest of 20 
seconds around dominate shoulder joint. Before and after stretching exercise, each subject 
performed four flexibility tests, two single-axis tests (horizontally should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rotation) and two functional tests (Up-ward functional test, U & Down-ward functional test, D). The 
comparison of pre-post test by paired t-test and the comparison of increasing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by independent paired t-test. Results: In pre-post test, the results of single-axis flexibility 
indicated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both groups. However, in the functional flexibility, there 
were immediatel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unctional U test by 8.98% in vibration group and 7.89% in 
control group and only vibration group indica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functional D test by 
12.90%. Moreo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improvements. Conclusions: Six-min 
static stretching with vibration can immediately improve the U & D functional flexibility; however, 
static stretching just improved U functional flexibility in the same duration of intervention. Thus, 
vibration factor would be effectively an activator to improve functional flexibility of shoulder. 
 
Key words: WBV, range of motion, functional test, upper extremity, train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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