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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探討柔道運動下肢專項力量訓練，期能找出更符合肌肉收縮特徵與實戰施術(以「背負投」施測)

時模式、更適合且更具效益的柔道運動下肢爆發力訓練方式，以有效提升柔道選手的下肢力量與速度。方法：

以18名男性柔道選手為研究對象，實驗前皆無膝關節或下背部運動傷害，身體或精神亦無不適狀況,皆有6個

月以上的重量訓練經驗；平均年齡19.38±0.83歲、平均身高168.50±2.75公分、平均體重67.70±4.06公斤、平均

訓練年資7.61±1.30年。隨機分派為控制組與對照組，每組各9名，進行共8週、每週3次的訓練。控制組利用節

拍器--每分鐘96拍--控制動作速度，受訓者須依節拍器節奏，於每一聲響時完成一次膝關節伸展與屈曲約120

度的蹲舉動作,需於15秒內完成一組(12次)動作,每組間隔2分鐘、共5組;訓練負荷為半蹲最大肌力(1RM)的

70%。對照組以一般重量訓練的下肢蹲立動作訓練，於不限時間、膝關節須完全伸展與屈曲約120度的條件下

完成一組12次、每組間隔2分鐘、共五組的訓練動作;訓練負荷為半蹲最大肌力(1RM)的70%。結果：(1)控制模

式與背負投技術下肢用力特徵一致，且控制模式與背負投技術的下肢肌群肌肉啟動現象顯著優於傳統式訓

練。(2)控制組與對照組訓練後皆能顯著的增進下肢最大肌力(p<.05)；但在爆發力方面，僅控制組具有顯著增

強爆發力的效果，然而兩組間的進步率並未達顯著性差異。(3)控制組與對照組訓練後皆能顯著的增進背負投

技術的「取位期時間」、「施術期時間」、「動作時間」(p<.05)。控制組在柔道背負投技術的「取位期時間」、

「施術期時間」與「動作時間」的進步率方面皆顯著優於對照組。結論與建議：本研究認為節奏控制訓練機

制具有增強爆發力的較佳訓練效果，並對於提升柔道運動下肢肌力與速度具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字：柔道、背負投、專項力量 
 

 

壹、 緒論 

柔道運動是一種屬於雙人接觸的高度競技性運動

項目，除了專項的柔道技能外，體能訓練亦是成敗關

鍵因素。在競爭刺激的柔道比賽過程中，要獲得優異

的運動成績，柔道選手必須擁有高度的技術和雄厚的

專項身體素質(羅友維，2002)，如要發揮優越的技術

一定要有強大的力量和體力做後盾，才可能在比賽中

取得致勝的契機。柔道是由中國少林武術蛻變而成，

傳至日本後由嘉納治五郎于日本東京講道館發源；西

元1949年日本成立柔道聯盟，於1951年7月成立國際柔

道總會(International Judo Federation, I.J.F.)。第一屆世

界柔道錦標賽於1956年在東京舉行，1964年東京奧運

設男子柔道為正式項目；女子柔道部份則在1988年漢

城奧運會列為表演項目，1992年巴塞隆納奧運會將其

列為正式項目，使柔道正式成為男、女皆有的奧運會

項目。日本柔道聯盟強化委員會科學研究部中村勇 

(2004)從不同勝利模式中的勝利得分和決定動作得知

三種柔道風格，男子分為「東亞系」、「蘇維埃系」、「

歐洲系」等3種柔道風格，由此可知不同國家的選手其

攻擊模式及攻擊戰術有相當的差異。 

再者，國際柔道總會自2003年開始大幅度修訂比

賽規則，在日本大板世界盃柔道錦標賽中新増實施「

黃金得分制」(golden score system)，何謂「黃金得分

」：就是原先比賽時間到之後，雙方選手得分相同，將

再延長五鐘的比賽時間，而原先得分紀錄都歸零後從

頭算起，先獲得任何一個分數的一方判定為獲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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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先失任何一個犯規的一方判定為敗方(黃呈堯，

2004)。同時比賽規則也修訂將競賽場地範圍縮小及選

手積極與消極的攻擊或防守態度加以規範，使比賽進

行的節奏增快(郭癸賓、丁文貞，2001)。近日國際柔

道總會又不斷修正比賽規則，2009年修訂的柔道規則

可說是近三十年來的大改革，其修訂的主要內容是取

消原有「效果」的得分。換言之，也就是未來的比賽

要能夠擁有較佳的攻擊技術，才能有機會得到較高的

得分，取得勝利。2010年國際柔道聯盟新頒訂的規則

，又有新的重大變革，新規定在實施攻擊動作時，不

得先以上肢攻擊對手腰部以下部位，否則處以最重的

犯規輸罰則。如此以來，過去原公佈及常用的許多攻

擊或反擊動作都面臨犯規的窘境，更對許多發展捨身

技及固技的國家選手造成很大的衝擊，也對柔道訓練

帶來史上最大的技術修正，如此一來對所有選手的訓

練與適應更是一項挑戰，或許對於未來各國間實力的

版圖也將出現重新分配的情形，是值得我們觀察的。 

柔道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從呂耀宗(2001)的研究所

知，臺灣柔道以發展百年之久，過去在前輩的努力耕

耘下，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柔道史。然而，近十幾二十

年在歐洲國家及亞洲中亞國家的積極發展，我們的柔

道實力在國際競賽上節節的往後退步中，就連柔道強

國的日本近年來也飽受歐洲國家的威脅。在臺灣，柔

道運動由於是一項以體重分級的項目，而臺灣地處世

界柔道運動最為鼎盛且實力最佳的亞洲，所以受到重

視的地位也不亞於跆拳道，都列為重點競賽與奪牌的

項目之一，所投入的培訓經費也相當多，其主要目的

在於奧運會奪牌。目前在臺灣從事柔道運動訓練的單

位大部分以學校為主，在小學部分約50所學校、初中

部分約40所學校，高中部分約35所學校，大學與大專

部分約30所學校，且有五所大學柔道隊是屬於臺灣重

點培訓選手的訓練基地，運動員總人數約有5000人(

柔道總會)。就臺灣柔道運動實力而言，在亞洲男子組

方面以日本、韓國、烏茲別克、哈薩克系屬A級實力

國家，臺灣、中國、蒙古系屬於B級實力的國家，表2 

是近幾年亞運會與亞洲杯各國得排與金牌數的統計，

臺灣在男子組方面得實力仍有待加強。在女子組方面

，A 級實力國家以日本、中國、韓國三強鼎立，臺灣

、蒙古、北韓、哈薩克系屬於B 級實力的國家，但在

羽量級與中量級方面臺灣女子選手的競爭力是有機會

在亞運或亞洲杯穿金戴銀的，甚至在奧運或世錦賽都

有機會奪牌的。 

然而，從黃國恩等(2007)、郭癸賓(2008a)、徐建

信(2008)、葉雯華、徐建信(2005)的研究指出，臺灣柔

道運動在世界上或者是亞洲間的實力，有著非常明顯

的退步現象，而想有效確實提升攻擊技術的表現，無

非從選手個人的基本能力及專項能力著手，且在肌力

、動力與速度方面對於柔道運動來說是有非常密切的

關係，更何況現金柔道運動的規則修訂趨勢，也朝著

縮小比賽場地範圍、增快比賽節奏、取消四級得分為

三級得分、規範選手比賽姿勢以及加強立姿攻擊規範

，都是促使提升比賽的可看性。但隨著這一些規則修

訂，從事柔道運動訓練的教練員與運動員，就必須有

所應，節奏、速度、力量的提升就是目前柔道發展的

趨勢，因此速度與力量訓練的發展，就顯得非常重要

，如何有效且迅速發展此一方面的訓練，是本研究所

要探討的，羅友維(2002)、黃呈堯(2004)、郭癸賓(2008b)

的研究也指出，專項力量的發展是現今柔道運動發展

不可或缺的，力量的展現是影響柔道競賽勝負的關鍵

，配合技術訓練與有效的營養補充，發展「強力柔道

」的競技模式，才能名列世界前茅。所以本研究將對

柔道專項力量訓練與其相關理論提出思考與探討，並

根據理論研究實施實證研究。 

現階段柔道運動員的力量訓練方式，著重於肌力

、肌耐力、爆發力與速度等全面性專項力量訓練。在

專項力量訓練過程中，力量練習的形式與專項技術動

作之銜接的練習，是目前柔道教練們所思考的重點之

一。在進行柔道運動員力量訓練中，要注意訓練中的

量化控制、力量訓練與專項技術之結合，特別是運動

員的得意技術動作。對於在雙人格鬥對抗性柔道項目

而言，選手基本力量素質優劣更會直接影響到競技水

準的高低(田麥久，1998)。要如何經由適度的訓練，

使柔道運動能達到高水準的專項力量與體能是教練和

選手們應注意的重要議題。 

學者羅友維(2002)的研究指出，柔道專項力量的

優劣是直接影響競技成績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近年

來的柔道運動競賽發展皆朝向「強力型柔道」，各國間

對於選手在力量方面的發展都非常積極，對於如何有

效提升專項力量的訓練也都透過研究與應用，找出最

佳的訓練模式。學習柔道者皆有之共同體驗，就是「

抓襟一接觸，勝負已分曉。」的感觸，是因為抓襟時

，上肢力量與抓握的準確與控制，就擁有施術或反擊

對手的最佳時機，而這一部分就取決於力量的表現，

擁有較佳的上肢肌力與爆發力，配合下肌靈活的速度

移位，就可以掌握控制對手的先機，進而取得勝利。

所以提升身體素質，注重強化各項專項力量，配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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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學化的訓練，將技術展現獲取勝利。 

運動訓練的目的就是要實現提高運動員競技能力

，任何目標的實現都需要有一定的途徑和辦法。競技

能力的提高就是使運動員的競技能力從初始狀態達到

一個新的水準。所以為豐富訓練理論以及實現訓練目

標，都必須通過一定的訓練方法和手段方能達到，亦

即通過訓練組織、訓練計畫、訓練內容和訓練的負荷

安排等完整體系才得以實現。對現今規則不斷修訂的

柔道運動，促使比賽激烈程度不斷提升下，對於柔道

運動員的訓練方法的安排，就必須針對完善的柔道運

動訓練理論與方法而努力，進而豐富了柔道運動訓練

，並提供可操作性策略。故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柔道運

動專項力量特徵，發展適合於柔道運動下肢爆發力訓

練之方式，且符合實戰技術模式與肌肉收縮特徵，可

有效達到提升力量與速度。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柔道男子運動員 18 名為研究對象，平均

年齡 19.38±0.83 歲、平均身高 168.50±2.75 公分、平均

體重 67.70±4.06 公斤、平均訓練年資 7.61±1.30 年，隨

機分派為節奏控制組與對照組，每組各 9 名，進行 8

週；每週練習三次；所有受試者在實驗前皆無膝關節

或下背部之運動傷害，亦無身體或精神上之不適現

象，每位受試者均有 6 個月以上的重量訓練經驗。 

二、實驗動作 

節奏控制組利用節拍器來控制動作頻率，將節拍

器設定為每分鐘 96 拍的速度，並規定受試者必須配合

節拍器之節奏，使膝關節在完全伸展與屈曲約 120 度

時，節拍器剛好同時聲響，以控制受試者在十秒鐘可

完成八個完整的訓練動作，訓練負荷以半蹲最大肌力

(1RM)的 70%、訓練時間：15 秒(共 12 個完整訓練動

作)、訓練組數：5 組、組與組間之休息時間：2 分鐘。

對照組以一般重量訓練下肢蹲舉動作，關節須完全伸

展與屈曲約 120 度，受試者在必需完成 12 完整的訓練

動作，訓練負荷以半蹲最大肌力(1RM)的 70%、訓練

組數：5 組、組與組間之休息時間：2 分鐘。 

二、研究器材 

本研究節奏控制組與對照組皆以(1)史密斯下肢

肌力訓練器(Cybex Smith Press)做為肌力訓練之工具

；此訓練器主要在使受試者下肢肌群做等張收縮，且

具開放式負重(free weight)的訓練方式，可確保受試者

在做最大負荷時，保持身體在整個動作過程中的穩定

度，使受試者在安全無慮之下，全心全意地進行訓練

。(2)Biopac多功能訊號處理系統；(3)表面肌電儀；(4)

皮尺；(5)Motion動作分析系統。 

三、實驗步驟與方法 

說明實驗內容以及填寫基本資料與簽屬同意書，

因本研究為了解節奏控制組與對照組對於提升柔道運

動專項力量之效果，故透過本研究了解二者與背負投

技術的下肢肌肉收縮特徵與肌肉神經特性，以下肢股

二頭肌、股直肌、比目魚肌、內側腓腸肌、脛前肌為

主。本研究將以表面肌電儀電擊貼片貼於實驗資料收

集部位，收集肌肉運動單位徵召情形(RMS)，並分別

進行三種不同下肢運動模式(節奏控制組、對照組、背

負投技術)，再將所收得之資料進行比對分析，以了解

背負投技術與何者訓練模式有較接近的肌肉神經反射

特性。在訓練前與訓練後以史密斯下肢肌力訓練器檢

測每位受試者的下肢最大肌力、以垂直跳表現代表爆

發力能力，其動作以反向跳躍動作(counter-movement 

jump, CMJ)、以及採用的是Motion動作分析，使用的

儀器與設備，主要為運動學測量(Kinemetry)，所使用

鷹式系列數位系統(Eagle Digital System)，儀器包括(1)

鷹式數位攝影機(Eagle Digital Camera)、(2)集線器

(Eagle Hub)、(3)Eva即時軟體套件。蒐集有關背負投

技術在訓練前與訓練後之運動學參數。 

四、實驗流程 

 

 
圖一、實驗流程圖 

 

五、背負投動作 

背負投技術(圖二)在柔道競賽攻擊得分技術中，

是名列前茅的動作，葉雯華等(2005)、徐建信(2008)、

孟昭瑞(2008)的研究也都分分證實。背負投技術在柔

道技術分類於手技的攻擊得分動作之一，背負投技術

可以分為上肢上提牽引、取位轉體、下蹲、下肢蹬地

4 個階段，透過雙手的牽引破勢，身體的轉身與重心

降低，再以臀部為支點支撐對手之前大腿部後，下肢

向上推蹬，將對手迅速抬離地面後，身體上半身向前

捲曲，再以手牽引進而達到摔倒對手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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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背負投技術 

 

六、資料分析 

本研究將所有數據進行了基本的描述性統計，並

以平均數與標準差表示。對於所獲得的表面肌電參數

、肌肉適能訓練效果、運動學等參數，經 MS-Office 

Excel 套裝軟體整理後，再運用 SPSS 12.0 統計套裝軟

體進行統計學方面處理分析。(1)以獨立樣本單因子析

變異數分析(Independent samples one-way ANOVA)考

驗單次肌力訓練時，運動單位徵召情形(RMS)在節奏

控制組、對照組以及背負投技術之間的下肌用力差異

情形，並以杜凱氏法(Turkey method)進行事後比較。

(2)以相依樣本 t- test(Paired Samples t-test)檢驗各組經

8 週肌力訓練後，肌肉適能與動作時間方面的差異情

形。(3)以獨立樣本 t-test(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檢

驗經 8 週訓練後二組之肌肉適能與動作時間方面進步

率的差異情形。(4)所有顯著水準皆定為.05。 

 

參、結果與討論 

一、下肢肌肉用力模式分析 

本研究進行節奏控制組與對照組，以及柔道背負

投技術動作的下肢肌群徵召情形之比較，以均方根肌

電訊號來探討，其在肌電訊號的應用中，是用於評估

運動單位徵召(RMS)的程度。再將全程之肌電訊號相

加且平均，並以標準化後的百分比來呈現各肌群RMS

的強度。本研究這一部分主要在探討節奏控制組、對

照組與背負投技術，在肌肉收縮模式中運動單位徵召

程度，在不同肌肉中激活程度是否一致，且驗證本研

究所選擇之訓練模式是否與柔道技術用力特徵相近，

可作為提升柔道運動專項力量之依據，結果如表一所

示。 

表一顯示，在股二頭肌(F=10.833，p<.05)與股直

肌(F=15.075，p<.05)的肌肉運動單位徵召情形(RMS)

部分，在三組間經單因子變異數統計分析後，達顯著

性差異水準，再經杜凱法事後比較得到節奏控制組、

背負投技術優於對照組的表現。其餘腓腸肌(F=1.112)

、比目魚肌(F=1.384)、脛前肌(F=2.461)等肌肉表現皆

未達顯著性差異。在節奏控制組與背負投摔倒技術間

，各肌肉的運動單位徵召情形皆未達顯著差異。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節奏控制組、對照組的下

肢肌群肌肉收縮機制，是否與背負投摔倒技術一致。

經肌電反應實驗結果顯示，下肢肌群中以股二頭肌與

股直肌的肌肉運動單位徵召情形部分，經單因子變異

數統計考驗分析後具顯著性差異，再以杜凱法事後比

較後發現，節奏控制組、背負投技術優於對照組，其

餘的腓腸肌、比目魚肌、脛前肌等表現皆未達顯著性

差異，然而在節奏控制組與背負投技術間，肌肉運動

單位徵召情形經事後比較未達顯著性差異，顯示節奏

控制組與背負投技術的下肢用力特徵是一致的。也就

是說進行高頻率的節奏控制訓練時，下肢的動作與肌

肉收縮的方式與實際以背負投技術施術時下肢的肌肉

表現是相同，是符合競賽動作表現的，與孟昭瑞(2008)

的研究結果相符。 

 
表一、不同訓練模式運動單位徵召情形差異表 

肌肉別 節奏組 傳統組 背負投 F 值 事後比較 

股二頭肌 36.83±4.60 27.93±2.23 33.22±4.88 10.833* 節奏>對照、背負投>對照

股直肌 38.71±5.08 29.64±2.23 35.90±2.81 15.075* 節奏>對照、背負投>對照

腓腸肌 36.79±3.60 38.33±2.38 38.99±3.51 1.112  

比目魚肌 53.13±5.45 50.18±3.32 49.85±4.78 1.384  

脛前肌 25.36±2.94 25.41±3.22 22.51±3.34 2.461  

N=18；p<.05 

 

二、下肢肌肉適能訓練效果比較 

節奏控制組在經過8週的訓練，如表二所示下肢最

大肌力訓練前成績表現為103.33±3.54kg，訓練後表現

為109.72±4.04kg；其進步幅度與進步率分別為6.39kg

與3.09%。表三所示垂直跳能力訓練前成績表現部分

為58.54±7.04cm，訓練後表現為60.10±6.30cm；其進步

幅度與進步率分別為1.56cm與2.82%。對照組在經過8

週的訓練，如表二所示下肢最大肌力訓練前成績表現

為104.72±4.75kg，訓練後表現為107.78±5.65kg；其進

步幅度與進步率分別為3.06kg與2.90%。 

 

表二、下肢最大肌力表現情形差異表 

組別 
訓練前 

(kg) 
訓練後 

(kg) 
進步幅度

(kg) 
進步率 

(%) 
組內 t 值 組間 t 值

節奏控制組 103.33±3.54 109.72±4.04 6.39±3.09 6.21±3.05 -6.2* 
2.73* 

對照組 104.72±4.75 107.78±5.65 3.06±2.08 2.9±1.97 -4.4* 

N=18；細格內為平均數±標準差；* p<.05。 

 

如表三所示垂直跳能力訓練前成績表現部分為

54.84±4.40cm，訓練後表現為55.61±4.27cm；其進步幅

度與進步率分別為0.77cm與1.44%。以相依樣本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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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各組內經過訓練後對下肢最大肌力之提升效果；

結 果 發 現 節 奏 控 制 組 在 訓 練 後 進 步 幅 度 為

6.39kg(t=-6.2, p<.05)達顯著性差異水準，對照組在訓

練後進步幅度為3.06kg(t=-4.4,p<.05)達顯著性差異水

準；垂直跳能力部分節奏控制組在訓練後進步幅度為

1.56cm(t=-4.59, p<.05)達顯著性差異，對照組在訓練後

進步幅度為0.76cm(t=-2.171)未達顯著性差異水準；再

進一步必較節奏控制組與對照組之間的進步情形，其

進步率(進步率=(後測-前測)/前測×100%)為標準化，做

為比較肌肉適能促進差異之指標，經獨立樣本t-test檢

定結果如表二、表三，在下肢最大肌力進步率方面節

奏控制組顯著優於對照組(t=2.73,p<.05)；垂直跳表現

進步率方面節奏控制組與對照組間未達顯著性差異

(t=1.49)。 

 

表三、垂直跳表現情形差異表 

組別 
訓練前 

(kg) 
訓練後 

(kg) 
進步幅度

(kg) 
進步率 

(%) 
組內 t 值 組間 t 值

節奏控制組 58.54±7.04 60.1±6.3 1.56±1.02 2.82±1.89 -4.59* 
1.49 

對照組 54.84±4.4 55.61±4.27 0.77±1.06 1.44±2.01 -2.17 

N=18；細格內為平均數±標準差；* p<.05。 

 

運動員肌肉力量可透過阻力訓練方式獲得增強效

果，但研究也同時指出，以慢收縮速度的阻力訓練方

式確實無法能有效的發展運動員肌肉快速收縮的能力

，以及瞬間產生力量的爆發力(Wilson et al., 1993; 

Hakkinen & Komi, 1986)。因此，阻力訓練的研究便開

始重視運動員執行阻力訓練動作時，主要的作用肌群

收縮的速度，運動科學學者強調阻力訓練的最佳效果

，當動作表現時會出現在接受訓練時的速度或接近訓

練時的速度(Komi, 1986; Sale, 1988)。然而，強調速度

性的阻力訓練動作，仍必須概括下列幾個必備條件，

包括動作瞬間的啟動時間短、動作速度快及動作全程

均 可 保 持 加 速 狀 態 (Newton, Kraemer, Hakkinen, 

Humphries & Murphy, 1996)。換句話說，一個可以有

效發展運動員肌肉快速收縮能力與爆發力之阻力訓練

法，就必須滿足這些運動學的條件。因此本研究所探

討的節奏控制訓練，是以目前常用之訓練器進行節奏

與頻率方面的控制，讓受試者在訓練時肌肉收縮速度

可以在快速動作中進行，其訓練機制是以突破固有的

肌肉收縮速度模式，如此才能適當的激發更高的神經

興奮頻率，並支持訓練者做更快速的收縮。經過8週的

訓練期後，比較訓練前與訓練後的肌肉適能變化情形

，節奏控制組訓練後進步成效經統計分析後，所得結

果顯示下肢最大肌力與垂直跳躍能力訓練效果方面皆

達顯著性差異，其結果與劉強(2005)、陳俊良(2007)

以PRI訓練方式進行的研究結果相近，高頻率的訓練

模式對於提升爆發力能力有顯著的效果。對照組訓練

後進步成效經統計分析後，所得結果顯示下肢最大肌

力訓練效果方面達顯著性差異，垂直跳躍能力的訓練

效果經統計後未達顯著差異。其結果與劉強(2005)、

陳俊良(2007)的研究結果相符。兩組間的訓練進步率

比較，在下肢最大肌力方面節奏控制組顯著優於對照

組，表示在八週的訓練節奏控制組雖然在動作頻率與

速度方面較快，但由於讓肌肉持續負荷持續收縮，以

致對肌力的增強也具有了相對的效果。在垂直跳躍能

力方面二組間的進步率未達顯著性差異，但就進步幅

度與進步率的平均值而言，節奏控制組皆略優於對照

組，表示節奏控制訓練的機制仍具有一定的效果，此

結果與劉強(2005)、王翔星(2007)、陳俊良(2007)的研

究結果不符。劉強(2005)的研究指出，利用PRI低頻訓

練是提升慢速收縮力量最有效的訓練方法，而以PRI

高頻訓練是提升快速收縮力量的有效的訓練方法。因

此，柔道運動是屬於利用快術收縮力量為主，若能以

高頻率的訓練方式接受訓練，及可具有更佳的快速收

縮力量。就更能符合柔道競賽動作模式，發展更完整

的專項力量。至於在垂直調能力方面未能達顯著提升

效果，研究者認為是訓練時間較短，或是訓練強度不

足，以致進步的成效較慢，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針對此

一部分進行修正，期能達到預期之目的。 

三、背負投技術運動學參數比較 

節奏控制組、對照組受試者分別接受8週的訓練

後，在訓練前與訓練後皆進行背負投技術施術時，施

術者的取位期、施術期及動作時間等進行資料收集與

分析。如表四所示節奏控制組在訓練前的動作起始至

結束全程所費的時間為1.088秒，動作起始至取位期結

束所費的時間為0.492秒、施術期所費時間0.596秒。訓

練後的動作起始至結束全程所費的時間，動作起始至

結束全程所費的時間為0.950秒，動作起始至取位期結

束所費的時間為0.401秒、施術期所費時間0.549秒。取

位期之訓練效果經相依樣本 t-test 檢定統計分析後，

達顯著性差異(t=9.644, p<.05)；施術期之訓練效果經

相依樣本t-test檢定統計分析後，達顯著性差異(t=5.032, 

p<.05)；動作時間之訓練效果經相依樣本t-test檢定統

計分析後，達顯著性差異(t=9.601, p<.05)。如表四所

示對照組之訓練前的動作起始至結束全程所費的時間

為1.109±0.018秒，動作起始至取位期結束所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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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5秒，施術期所費時間0.609秒。訓練後的動作起始

至結束全程所費的時間為1.031±0.028秒，動作起始至

取位期結束所費的時間為0.442秒、施術期所費時間

0.589秒。取位期之訓練效果經相依樣本t-test檢定後達

顯著性差異(t=6.108, p<.05)；施術期之訓練效果經相

依樣本 t-test 檢定後達顯著性差異(t=4.509, p<.05)；

動作時間之訓練效果經相依樣本t-test檢定統計分析

後，達顯著性差異(t=9.227, p<.05)。如表五所示二組

間之訓練進步率比較，經獨立樣本t-test檢定後，在取

位時間、施術時間與動作時間方面皆達顯著謝差異，

表示節奏控制組在各項運動學參數中皆顯著優於對照

組。 

 

表四、背負投技術施術時各項運動參數之差異表 

  取位期 施術期 動作時間 

組

別 
數值 

訓練

前

(sec) 

訓練

後

(sec) 

進步

幅度

(sec) 

進步

率 
(%) 

訓練

前

(sec) 

訓練

後

(sec)

進步

幅度

(sec) 

進步

率 
(%) 

訓練

前

(sec) 

訓練

後

(sec)

進步

幅度

(sec)

進步

率

(%)

控
制
組 

平均 
0.492

±
0.015 

0.401
±

0.022 

0.091
±

0.028 

18.40 
± 

5.45 

0.60 
± 

0.04 

0.549
±

0.035

0.05 
± 

0.03 

7.79 
± 

4.23 

1.09 
± 

0.05 

0.95
± 

0.06

0.14
± 

0.04

12.7
± 

3.86

t 值 9.644*   5.032*   9.601* 

對
照
組 

平均 
0.50 

±
0.018 

0.442
±

0.029 

0.058
±

0.029 

11.60 
± 

5.54 

0.61 
± 

0.01 

0.589
±

0.012

0.02 
± 

0.01 

3.24 
± 

2.13 

1.11 
± 

0.02 

1.03
± 

0.03

0.08
± 

0.03

7.03
± 

2.25

t 值 6.108*   4.509*   9.277* 

註：N=各9人；細格內為平均數±標準差；進步幅度=後測-前測；進

步率=[(後測-前測)/前測×100%]；* p<.05。 

 

表五、二組間各項運動參數之差異表 

進步率 節奏控制組 對照組 t 值 

取位期進步率 18.413±5.451 11.58±5.542 2.637* 

施術期進步率 7.79±4.229 3.241±2.128 2.882* 

動作全程進步率 12.688±3.864 7.032±2.248 3.796* 

N=18 

 

由上述的結果得知，二種訓練方式皆對於提升下

肢肌力與爆發力皆有所效果，若能採取正確的肌力訓

練方法，來有效提升柔道運動員下肢肌力與爆發力，

就能對於實施柔道攻擊動作時的取位、施術時間等技

術縮短動作的時間，進而爭取最佳的攻擊契機，控制

對手，讓攻擊時擁有主動性與威脅性，提升攻擊得分

的成功率。雖然節奏控制組與對照組在經過8週的訓練

實驗後，皆可以顯著的提升柔道運動員的下肢最大肌

力與爆發力，但在比較二者間的實際運用於競賽動作

時，對照組的訓練因在發展快速力量方面無法達到顯

著的訓練效果，所以在執行背負投技術時就無法呈現

出最佳的能力；反觀，節奏控制組在下肢最大肌力與

爆發力方面訓練後皆達顯著效果，在實際應用時的表

現也優於對照組，證實節奏控制以高頻率的動作速

度，不僅可以有效增強柔道運動專項力量表現，更可

提升了柔道競賽動作的攻擊成功率，進而達到取得勝

利的目的。 

同時，由許多研究證實高頻率的訓練動作是可以

有效增進快速收縮力量的訓練機制。因此，本研究透

過實驗證實，高頻率動作訓練不僅在下肢用力特徵與

肌肉運動單位活化程度的表現與柔道背負投技術的用

力特徵等肌電反應一致，在對於提升柔道運動員專項

力量方面，如下肢最大肌力、爆發力等也皆具有顯著

性的提升效果。將訓練後所提升的力量表現應用於實

際執行柔道技術表現方面達到顯著的效果，在在顯示

高頻率動作訓練是一種可積極發展於訓練應用的訓練

方法，教練與運動員可以針對個人的得意技術或常用

之攻擊技術，進行系統性的計畫，進行柔道專項性的

力量訓練，藉以提升柔道專項力量表現，進而在柔道

比賽中獲取勝利。 

 

肆、結論與建議 

由於柔道運動專項力量訓練就比較複雜，內容繁

多，主要針對參與柔道技術動作的肌肉用力軌跡和局

部運動軌跡進行，對相關的肌肉群進行強化訓練，所

採用的訓練方法一般以重複訓練法較多。如：柔道技

術動作訓練時，運動員需具備各種不同要求的「破勢

取位」練習、基本動作練習，針對為專項技術的局部

肌肉所設計的各種負重練習訓練方法，基本上大都採

用重複訓練法來進行訓練，視情形與需求以等張力量

訓練法、等長力量訓練法及各種訓練方法綜合使用的

情況。但依目前國際柔總不斷再修正規則，所朝的方

向是屬術於積極型的柔道競賽發展，目的在於讓比賽

節奏可以更緊湊，雙方攻擊的次數可增加，所以若僅

以過去大部分倚賴的重複訓練法來訓練選手，將會無

法滿足新時代的柔道競賽，必須尋找新的訓練方式或

提出針對性的訓練方法，本研究所提出得節奏控制訓

練，是依據PRI增強器訓練概念，在無法添購訓練設

備下，改變平時訓練的方法，以原有設備進行新式的

訓練機制，也可以符合以肌肉快速收縮來發展快速力

量的模式，讓柔道下肢肌力訓練甚至應用於其他部位

的肌力訓練皆可以獲得不錯的效果，讓訓練動型式與

競賽動作型式相近，以符合兩者間的用力特徵，此一

結果期能提供教練與運動員一個另一思考的訓練機

制，讓柔道運動的成就能更進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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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focus on the training way of lower limbs’ special strength of Judo, and try to 
find a more suitable training way for matching the feature of muscle contracture and the pattern of 
Kake (using Seoinage as test), also try to find a more effective way for the lower limbs’ power 
training. Then aim to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lower limbs and velocity of Judo players more 
effectively. Methods: The objects are 18 male Judo players that no one get any hurt on knees and 
lower back, or feel uncomfortable on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and all have had the heavy training 
over 6 months. Their average age is 19.38±0.83 years old, average height is 168.5±1.75cm, average 
weight is 67.60±4.07kg, and the average period of training is 7.61±1.30 years. 18 player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randomly—9 for control group and 9 for compare group, and had trained for 8 
weeks, 3 times per week. Players of the control group have to finish a squat movement (around 120 
degree movement of knee joint) per beat for 12 times in 15 seconds by following the metronome(96 
beats per minute), then take a rest for 2 minutes as finished a series, then start next series again for 5 
series totally. The compare group was trained without time limited while finish 12 times movement 
in each 5 series (also take a rest for 2 minutes between each series). Both groups take 70% of IRM 
as loaded. Results: (1) The strength pattern of lower limbs of control group is fit in with the feature 
of Seoinage. And the start up way of control group and Seionage are more superior than traditional 
training significantly. (2)The Max 1RM of lower limbs i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or both groups 
(p<.05); and only the power of control group was enhanc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progress of both 
groups didn’t make difference significantly. (3)The spend time of take position、Kake、movement 
while playing Seoinage of control group are progressed significantly than compare group, though 
the progress of both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p<.05).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t is a 
better way to control the tempo of movement by the beat (such as using a metronome) for power 
training, this way also able to enhance the lower limbs’ strength and velocity significantly of Judo 
players. 
 
Key words: judo, seoi-nage, special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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