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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討兩種不同頻率(肌梭激發頻率與下肢肌肉共振頻率)的全身性震動對於下肢運動表現之立即性影

響。方法：本研究以 13 位健康大學生為受試者，並依照平衡次序法依序進行三種不同訓練 (高頻刺激：頻率

32 Hz、振幅 1 mm。低頻震動介入：頻率 18 Hz、振幅 3 mm。控制組：無震動刺激)，分別在震動平台上做

60 秒，2 秒 1 次的蹲踞訓練，每次訓練五組。刺激前後以測力板擷取連續三次垂直跳與單足閉眼站立平衡。

結果：連續三次垂直跳第三跳中，低頻震動介入在後測的跳躍高度及衝量顯著高於前測 (p<.05)。在單足閉眼

站立平衡項目中高頻震動介入與低頻震動介入在壓力中心位移速度及左右位移均無顯著差異(p>.05)。結論：

低頻之震動刺激對於連續三次垂直跳之第三跳跳躍高度及衝量有顯著增進，但無法改善平衡能力。 

 

關鍵詞：震動刺激、垂直跳、平衡 

 

 
壹、緒論  

競技運動講究的是運動表現，而運動員的爆發力

則是運動表現的致勝關鍵之ㄧ。一般訓練爆發力最常

用之方法便為增強式訓練 (Plyometrics)，此法之優點

可訓練作用肌群之肌力與神經肌肉系統的傳導能力，

進而提升爆發力；但此法缺點為強度控制不易，容易

造成關節受傷，故需要專人從旁指導。而一項新式肌

力訓練法—全身震動刺激訓練 (Whole Body Vibration 
Training)，利用人站立於垂直震動的平台上，使肌肉

進行被動式反覆收縮，刺激神經肌肉，以提升神經衝

動招募的肌肉協調性時間，適當的應用於訓練上可達

到肌力提升之目的。 
震動刺激訓練的原理為張力性震動反射 (Tonic 

Vibration Reflex, TVR)，是一種被動的方式在肌腹或

肌 腱 上 給 予 震 動 刺 激 造 成 此 肌 肉 不 自 主 性 收 縮 
(Hagbarth & Eklund, 1966)，誘發神經反射，並使所刺 

 

激的肌肉產生活化，進而使運動單位被動性的招募，

此與牽張反射的神經反射迴路類似。將此機制結合運

用在傳統機械阻力訓練與機械式肌力訓練上，可以增

加更多的運動單位徵招，促進肌肉活化程度 (Warman 
et al., 2002)。與增強式訓練相比，震動刺激訓練較安

全且不易受傷，同時在肌力與爆發力的提升方面，無

論於短期立即效果 (Torvinen et al., 2002a 、Issurin et 
al., 1994) 或 長 期 適 應 效 果  (Bosco et al., 1999 、

Torvinen et al., 2002b) 都獲得許多研究的證實。在神

經肌肉表現上，震動刺激的立即效果研究已經顯示可

增進最大動力推蹬力量與垂直跳爆發力，肌肉運動單

位徵召量會立即提升 (Bosco et al, 1998；Bosco et al, 
2000；Torvinen et al,2002a；Cardinale & Lim, 2003) 。

而震動訓練比起一般傳統阻力訓練來說，較為安全與

有效 (Issurin, 1994)，且震動刺激原理為加強神經傳導

之速率，進而使肌力增強，也提供了新式的神經適應

訓練方式。由於不同的訓練強度設計會造就不同的訓

練結 (Mester, 2003)，為了期望有好的訓練結果，強度

的選擇以及安全的考量也是重要元素之一。 
設定震動刺激強度的主要因素有四個：1.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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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振幅，3.訓練時間。震動振幅與頻率之範圍主要決定

於人體所負荷的強度，過去的研究顯示最佳的震動刺

激頻率為30 - 50 Hz  (Luo, 2005)，此與激發肌梭 
(muscle spindles) 產生之最大力量時的收縮頻率相

近，可發生同期化 (synchronize) 的收縮，使較多數量

肌 梭 收 縮 ， 進 而 產 生 較 大 的 力 量 輸 出 (Issurin & 
Tenenbaum, 1999； Warman et al.,2002 )。而當外在介

入頻率與肌肉自然震動頻率相近時，便會發生共振 
(Wakeling et al., 2002)，共振使振幅加大，若長期曝露

在共振的環境下，容易造成肌肉損傷，然而若應用於

訓練肌肉方面，藉由共振使震動振幅加大，肌肉產生

更大的收縮，加速了肌肉溫度與血流量的上升，則可

能會有增加表現之效果。然而，過去的研究指出，只

單純針對頻率及振幅進行探討，但不同的頻率及振幅

會形成不一樣的訓練強度(Lorenzen, 2008)。故本研究

針對震動平台的強度作標準化後，探討不同的頻率及

振幅下對運動表現的影響。 
本 研 究 將 以 震 動 訓 練 平 台 為 實 驗 輔 助 器 材 及

AMTI測力板為驗證工具，使用兩種不同振幅與頻

率，且在震動產生最大加速度G值相近的狀態下，探

討對跳躍力及平衡控制力之運動表現影響。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13位一般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表一)，半

年內無任何神經肌肉及骨骼傷害，且最近六週內未接

受其他下肢的肌力訓練。過去針對震動訓練的相關的

研究，在選擇運動強度時，只考慮單一振幅或頻率，

這樣容易導致所接受的運動訓練強度步一致，故呈現

的結果比較不能代表高頻低振幅或低頻高振幅的所影

響的結果。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高頻組 低頻組 控制組 

身高(cm) 165.3 ± 5.1  164.8 ± 9.1  164.6 ± 6.75 

體重(kg) 61.4 ± 8.9  62.5 ± 12.9  64.3 ± 5.61 

年齡(year) 21.6 ± 1.2  20.7 ± 1.7  20.8 ± 1.8  

然而影響振動平臺的最後的能量輸出則是最大加

速度，故本研究為了瞭在相近強度(最大加速度)下，

高頻低振幅或低頻高振幅對立即運動表現的影響。並

將受試者以平衡次序法依序接受三種不同介入，包含

高頻震動刺激介入、低頻震動刺激介入以及控制組 
(無震動刺激，僅做蹲踞動作) 來進行短期刺激對運動

表現之影響。場地儀器佈置圖如下(圖一)。 

 
 
 
 
 
 
 
 
 
 
 

圖一、場地儀器佈置圖 

本實驗設計之自變項為高頻震動刺激介入、低頻

震動刺激介入與控制組。依變項為連續三次垂直跳之

起跳衝量、發力率(探討力量與時間曲線(Δforce/Δtime)
的斜率，是評估爆發力之神經肌肉系統的重要指標之

一(Hakkinen et al. 1998; Aagaard et al. 2002)、跳躍高

度；單足閉眼站立平衡測試之壓力中心位移量與位移

速度。 
本研究震動刺激以肌梭激發頻率做為高頻刺激頻

率(32 Hz)，可以誘發較佳的肌肉訓練效果 (Issurin & 
Tenenbaum, 1999; Warman el at., 2002)，另以下肢肌肉

共振頻率做為低頻刺激頻率(18 Hz)，肌肉組織之自然

震動頻率為10 ~ 20 Hz 之間 (Wakeling, 2002)，以了解

不同頻率對於下肢運動表現之影響。 
    受試者在熱身之後進行前測，內容包含單足閉眼

站立平衡與兩次連續三下垂直跳。接著受試者站於震

動平台或一般地面進行 2 秒一次，膝關節範圍 90o 
~150o 的蹲踞訓練，震動刺激後接受立即效果檢定，

本研究定義之立即效果為，接受震動刺激後的一分鐘

先接受平衡的測試，再接受連續三下垂直跳的測試各

一次，總測驗時間約為一分鐘。並依循平衡次序法分

別於三天實施高頻刺激、低頻刺激或控制組等實驗內

容。利用測力板 (AMTI Inc., Watertown, MA, USA, 
sampling rate: 1000Hz) 擷取地面反作用力與壓力中心

(COP)之參數，在進行垂直跳起跳衝量、起躍高度、

發力率、壓力中心前後位移、左右位移與位移速度以

評估前後側之差異。 
  實驗數據分析包含連續三次垂直跳之第一跳、第

二跳、第三跳起跳期 (下蹲最低點à腳尖離地瞬間) 
之垂直衝量值、以起跳垂直衝量計算之垂直跳躍高

度、第一垂直跳之發力率、單足閉眼站立平衡測試之

壓力中心前後位移、左右位移與壓力中心位移速度(取

放大器 
測力板 

A/D 轉換

接收系統 

震動刺激

平台 

接受刺激 2 分鐘後 

進行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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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秒作為分析訊號)。 
表二、震動頻率與刺激時間參照表 

震動刺激參數 高頻震動刺激 低頻震動刺激 控制組 

刺激頻率 32 Hz 18 Hz X 

刺激振幅 1 mm 3 mm X 

刺激時間 60 秒/5 組 60 秒/5 組 60 秒/5 組 

組間休息時間 2 分 2 分 2 分 

最大加速度值 4 G 4 G X 

註：本研究最大加速度的換算採用Lorenzen 等學者在2008年提出的公式換算( G = A 

( 2 π f )2 / 9.81，其中A為振幅，f為頻率)。 
    本 研 究 將 測 力 板 收 集 之 資 料 ， 以 SPSS for 
Windows 17.0 版之套裝軟體進行各項統計分析。以混

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組別(高頻震動介入、低

頻震動介入、控制組) 前後測比較，若顯著差異，則

進行事後比較分析。同時使用來探討在震動刺激情況

下，不同震動刺激頻率與不同震動刺激振幅，相近的

最大加速度G值情況下的立即效果前後差異率，是否

有達顯著差異，顯著水準訂為 α= .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 垂直跳之起跳衝量值 
    經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第一跳垂

直跳之起跳衝量，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0.788, p 
>.05)，進行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F=6.409, p <.05)
達顯著差異，不同組別(F=0.001, p >05)無顯著差異，

並進行事後比較，利用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前後測的

比較，發現各組在前後測均無顯著差異(p >.05)。第二

跳 垂 直 跳 之 起 跳 衝 量 ，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F=1.018, p >.05)，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3.479, p >.05)及不同組別(F=0.072, p >.05) 均未達

顯著差異。第三跳垂直跳之起跳衝量，經混合設計二

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3.762, 
p <.05)，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6.105, p 
<.05)達顯著差異，不同組別(F=0.193, p >.05) 未達顯

著差異。並進行事後比較，利用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

前後測的比較，發現第三跳垂直跳之起跳衝量低頻震

動後測顯著高於前測(p <.05)，結果如表三、四、五 所

示。另外，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第一跳垂直跳之跳躍

高度差異率之比較，發現第一跳起跳衝量(F=1.135, p 
>.05)及第二跳起跳衝量(F=0.781, p >.05)均未達顯著

水準，但第三跳起跳衝量(F=3.795, p <.05)達顯著差

異，並進行事後比較，發現低頻震動的起跳衝量進步

率高於控制組(p <.05) ，如表六所示。 
二、垂直跳之跳躍高度 
    經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第一跳垂

直跳之跳躍高度，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0.681, p 
>.05)，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7.6759, p 
<.05) 達顯著差異及不同組別(F=0.011, p>.05)未達顯

著差異，並進行事後比較，利用重複量數 t 檢定分析 
表三、不同組別下起跳衝量第一跳之前後測比較 
           起跳衝量第一跳 

(單位：牛頓 x 秒) 前測 後測 * 

HFV 142.33 ± 34.72 149.48 ±34.74 
LFV 143.52 ±27.28 147.53 ±31.61 

CON 144.88 ±29.16 146.77 ±31.66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 
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四、不同組別下起跳衝量第二跳之前後測比較 
          起跳衝量第二跳 

(單位：牛頓 x 秒) 前測 後測 

HFV 149.99 ±36.03 155.89 ±40.24 

LFV 151.07 ±36.14 161.69 ±43.01 

CON 150.97 ±36.42 151.19 ±30.64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 
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五、不同組別下起跳衝量第三跳之前後測比較 
          § 起跳衝量第三跳 

(單位：牛頓 x 秒) 前測 後測 

HFV 155.14 ±47.85 161.89 ±37.26 

LFV 153.70 ±35.61 a 165.53 ±38.76 a 

CON 153.22 ±30.01 150.83 ±29.85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 
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六、不同組別下起跳衝量之進步率比較 
               起跳衝量 

(單位：％) 第一跳 第二跳 第三跳* 
HFV 5.37 ±7.74 3.91 ±10.77 4.15 ±8.61 

LFV 3.05 ±5.07 6.79 ±13.33 7.84 ±9.93 b 

CON 0.71 ±9.54 1.01 ±10.39 -1.05 ±6.84 b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前後測的比較，發現各組在跳躍高度立即表現之

前後測，均無顯著差異(p >.05)。第二跳垂直跳之跳躍

高度，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0.922, p >.05)，進行

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3.919, p <.05) 達顯著差異

及不同組別(F=0.186, p>.05) 未達顯著差異。第三跳垂

直跳之跳躍高度，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F=4.770, p 
<.05)，進行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6.694, p <.05) 
達顯著差異及不同組別(F=.908, p >.05) 未達顯著差

異，並進行事後比較，利用重複量數 t 檢定分析前後

測的比較，發現各組在跳躍高度立即表現，高頻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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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與低頻震動介入的第三跳在後測比前測皆有達顯

著進步 (p < .05)。而控制組在前後測比較皆無顯著差

異存在。其結果如表七、八、九所示。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第一跳垂直跳之跳躍高度差異率之比較，發現

第一跳跳躍高度(F=1.016, p >.05)及第二跳跳躍高度

(F=1.016, p >.05) 均未達顯著水準，但第三跳跳躍高

度之進步率達顯著差異(F=4.260, p <.05)，經事後比較

發現低頻振動介入的跳躍高度進步率顯著高於控制組

(p <.05) (表九)。 
表七、不同組別下跳躍高度第一跳之前後測比較 

 跳躍高度第一跳  

(單位：公分) 前測 後測* 
HFV 26.96 ±8.18 30.08 ±8.92 

LFV 27.42 ±6.01 29.37 ±8.50 

CON 27.57 ±7.28 28.60 ±9.09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

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八、不同組別下跳躍高度第二跳之前後測比較 

表九、不同組別下跳躍高度第三跳之前後測比較 
 § 跳躍高度第三跳 

(單位：公分) 前測 後測 * 

HFV 32.24 ±8.10  35.40 ±10.17  
LFV 31.90 ±9.35 a 37.29 ±12.07 a  

CON 30.94 ±8.13  29.51±6.89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

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三、垂直跳之發力率 
    垂直跳之發力率，經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

析，得知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501, p >.05)，進

行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068, p >.05) 達顯著差

異及不同組別(F=.309, p >.05) 未達顯著差異(表十

一)。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第一跳垂直跳垂直跳發力率

之差異率比較，發現發力率(F=1.016, p >.05)未達顯著

水準，各組的差異率如表十二所示。 
四、單足閉眼站立之壓力中心位移量與位移速度經混

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單足閉眼站立之壓

力中心前後位移量，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F=.027, p 
>.05)，進行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1.207, p >.05) 
及不同組別(F=.613, p >.05) 未達顯著差異。單足閉眼

站立之壓力中心左右位移量，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表十、不同組別下跳躍高度之差異率比較 
 跳躍高度 

(單位：％) 第一跳 第二跳 第三跳 * 

HFV 12.47 ±19.15  9.35 ±20.67  9.54 ±17.77  

LFV 7.25 ±10.45  17.08 ±30.75  17.64 ±21.60 b 
CON -6.07 ±14.78  4.48 ±18.82 5.32 ±20.57 b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 
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十一、不同組別下發力率第一跳之前後側比較 
 發力率第一跳 

(單位：牛頓/秒) 前測 後測 

HFV 2.60 ±1.48  2.89 ±2.11  
LFV 3.38±3.40  3.40±3.02  

CON 3.34 ±1.51  3.17 ±1.49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十二、不同組別下發力率之差異率比較 
 發力率 

(單位：％) 第一跳 

HFV 7.11 ±23.92 
LFV 1.65 ±22.20 

CON -5.18 ±33.82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 
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十三、不同組別下最大前後位移之前後測比較 

 最大前後位移 

(單位：公分) 前測 後測 

HFV 58.42 ±14.70 56.10 ±19.31 

LFV 56.06 ±12.73 54.05 ±9.52 
CON 53.91 ±10.64 50.73 ±12.59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 

表十四、不同組別下最大左右位移之前後測比較 
 最大左右位移  

(單位：公分) 前測 後測* 

HFV 53.15 ±7.62  50.68 ±6.76  

LFV 53.14 ±7.04  49.38 ±7.98  

CON 50.00 ±8.20  49.61 ±8.98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示 

表十五、不同組別下壓力中心位移速度之前後測比較 
 壓力中心位移速度  

(單位：公分/秒) 前測 後測 

HFV 20.00 ±5.56  19.29 ±5.66  

LFV 19.08 ±5.00  18.66 ±5.10  
CON 17.58 ±3.73  18.10 ±4.25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

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表十六、不同組別下最大前後位移、最大左右位移、壓力中心位移
速度之進步率比較 

單位:% 最大前後位移 最大左右位移 壓力中心位移速度 

HFV 8.60 ±15.55  4.27 ±10.31  3.80 ±10.25  

LFV 1.14 ±20.15  6.40 ±14.44  1.88 ±11.26  
CON 4.40 ±20.62 -1.16 ±-22.96 -2.89 ±7.82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跳躍高度第二跳  

(單位：公分) 前測 後測 

HFV 30.08 ±9.03  32.77 ±11.15  

LFV 30.84 ±10.95  35.18 ±12.53 

CON 30.04 ±9.11  30.31 ±8.60  

註：§ 表示交互作用達顯著；* 表示主要效果達顯著；a 表示前、後測差異達顯著；b 表

示組別間差異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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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61, p >.05)，進行主要效果分析，前後測 (F=4.205, 
p <.05)達顯著差異及不同組別(F=.025, p >.05) 未達

顯著差異，並進行事後比較，利用重複量數 t 檢定分

析前後測的比較，發現各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p 
>.05)。單足閉眼站立之壓力中心位移速度，交互作用

達顯著水準(F=1.720, p >.05)，進行主要效果分析，前

後測 (F=.153, p >.05)及不同組別(F=.359, p >.05) 均

未達顯著差異。 
另 外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在 最 大 前 後 位 移

(F=0.363, p >.05)、最右左右位移(F=0.753, p >.05)及位移

速度(F=0.301, p >.05)差異率的比較，均無顯著差異。

三組在平衡參數:最大前後位移、最右左右位移之前後

測雖無顯著性存在。而震動高頻與低頻震動介入後，

結果如下表 (表十三、十四、十五)，差異率比較如表

十六所示。 

不同震動組別對垂直跳躍力之影響在連續跳躍

在各項運動中是顯而易見的動作之一，凡舉籃球，排

球，手球等等，本研究為了更符合運動情境下的觀察，

第一跳是利用主動跳躍，第二及第三跳是利用被動跳

躍(由高處落地後再進行跳躍)。故採用震動刺激觀察

連續三次垂直跳下的變化情形。 
然而，連續三次垂直跳的第一跳與第二跳中，不

論在高頻或低頻震動組均無顯著差異(p >.05)，故本研

究之控制組與震動組均執行相近的運動介入，在第一

跳及第二跳中，運動介入效果 (膝關節範圍 90o ~150o 

的蹲踞訓練) 大於有無震動介入，故在前兩次跳躍均

無顯著差異。在不同時間(前測和後側)下，有顯著差

異(p<.05)，後測時，在三種運動介入下均可以提高跳

躍高度(表七)。在連續三次垂直跳下，高頻及低頻震

動刺激下有 69-77%受試者有進步之現象，控制組則有

38-62%受試者有進步之現象。 
  連續三次垂直跳的第三跳為騰空落地，在第三跳

中，主要觀察經過前面兩次最大到跳躍後的運動表現

的變化，其跳躍模式先產生被動落地後股四頭肌進行

強大的離心收縮，再進行向心收縮，產生跳躍，此種

先離心收縮在快速結合向心收縮的模式，稱為牽張-
縮 短 循 環  (Stretch-Shortening-Cycle) ， 簡 稱  SSC 
(Norman & Komi,1979)，在第二跳與第三跳均屬於被

動跳躍，但第二跳在表現上卻無差異，其原因可能為

第二跳的被動跳躍是利用第一跳的跳躍所產生的高度

差，然而第一跳的高度均介於(28-30 公分)，較無法有

效誘發 SSC 之肌肉收縮機制，較有的誘發高度為 40-60
公分的高台落下(林政東、陳全壽、劉宇與趙峻郁，

2000)，但經兩次的連續跳躍，有可能使肌肉儲存足夠

的彈性位能後加以釋放，進而使震動組第三跳躍表現

優於前兩跳。故第三跳之肌肉收縮機制較屬於 SSC 機

制之應用。力量之產生主要為：神經傳導速率 x 肌肉

激活量(Komi, 1984)，經低頻震動訓練後，可提升第三

跳躍的衝量(7.84 %)及跳躍高度(17.64 %)，在第三跳

中，震動刺激使張力性震動反射  (Tonic Vibration 
Reflex, TVR) 誘發，同時刺激了肌梭 (muscle spindles)
收縮，提升了運動表現。利用 SSC 機制中，肌肉之離

心收縮強度較前兩跳強，若神經肌肉系統未完全活

化 ， 總 力 量 來 源 將 受 侷 限 。 然 而 ， Cardinale and 
Lim(2003)的研究中，比較兩種不同頻率對於下肢運動

表現之影響，其結果發現 20Hz 組(低頻)是有助於下蹲

跳運動表現，而 40Hz 組(高頻)卻對跳躍運動有負面效

果，本研究也使用相近之震動頻率進行訓練，同時也

發現在低頻訓練效果較高頻佳。低頻震動介入震動刺

激模式，除了可刺激肌梭收縮外，更由於肌肉產生共

振，肌肉振幅加大，刺激神經周邊回饋，使第三跳 
(SSC 肌肉收縮機制) 力量來源隨著神經傳導速率提

升，進而使神經肌肉作效率性分配，促使運動表現提

升(Cardinale, M., & Bosco, 2003; Romaiguere, Vedel et 
al. 1991)。因為震動刺激所誘發的強直性震動反射，

類似牽張反射，可提高肌梭敏感度，增加 α 運動神經

元之運動單位的徵召(Romaiguere, Vedel et al. 1991)，
進而提升第三跳之跳躍表現。Torvinen (2002a)等人使

用頻率 15-30Hz，結果發現震動組在垂直跳躍高度短

期進步 2%，與本研究結果類似。而低頻震動介入在

前後測皆有顯著增加，控制組則無，故震動刺激後的

殘餘作用 (acute residual effect) 確實能夠促進肌肉動

態收縮，可應用於選手賽前熱身，促進隨後的運動表

現。 
不同震動組別對平衡控制力之影響，身體姿勢控

制為個體保持直立姿勢，並維持身體壓力中心於支撐

肌底面的能力(Lee & Lin, 2007)。穩定姿勢包括許多整

合性因素，如視覺、本體感覺系統、以及肌力與神經

肌肉控制系統等 (黎俊彥，2003)。本次實驗為單腳閉

眼單足站立，排除視覺控制，主要以本體感覺與神經

肌肉控制系統去探討其平衡的差異性。在立即表現之

平衡項目中，經過統計結果均無顯著差異。但在平均

位移速度下，高頻及低頻振動刺激下有 62%受試者有

進步之現象，控制組有 31%受試者有進步之現象。這

也許是震動訓練效果有個體的差異性所造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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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高頻震動與低頻震動兩種不同震

動頻率在運動表現上 (連續三次垂直跳、閉眼單足站

立)是否有差異性存在，從實驗結果和討論可歸納出下

列結論：(一)低頻震動介入在連續三次垂直跳之第三

跳中，起跳衝量與跳躍高度有顯著提升，控制組則無。

表示低頻震動刺激後的殘餘作用能夠促進隨後的運動

表現，若應用於選手賽前熱身，將會有實質之助益。(二)
低頻震動介入在神經肌肉系統收縮的效率支配上，優

於高頻震動介入。故日後在 SSC 機制有關之比賽項目

熱身上(如排球比賽)，震動刺激頻率可選擇下肢肌肉

自然頻率(低頻)，對於隨後之運動表現會更佳。(三)
高頻震動介入與低頻震動介入接受震動刺激後，無法

提升平衡能力。 
    本研究實驗結果得知震動組在爆發力項目有提升

的效果，此與過去研究相符，而神經反射時間是否有

立即性影響，目前尚未有研究去證實。故建議日後實

驗可加入神經反射時間項目，如此可針對不同震動頻

率對於內在表現：神經反射時間、肌肉活性，與外在

表現：爆發力、平衡做一通盤性探討。本實驗結果低

頻震動介入在連續三次垂直跳之第三跳中，跳躍高度

進步率最高，而第三跳為 SSC 機制之運用，而低頻震

動介入是否在其他 SSC 機制動作與高頻震動介入亦有

差異性存在，為日後可研究之方向。故建議日後立即

表現可加入落下跳 (Drop jump)動作，探討不同震動頻

率之間與動作之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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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vestigate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two different frequencies (muscle spindle stimulus 
frequency and lower-limb muscle resonance frequency) of whole body vibr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lower limbs. Methods: Thirteen healthy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of the subjects received 3 different intervention, which were high frequency vibration 
stimulation (HFV, frequency/amplitude: 32 Hz/1mm), low frequency vibration stimulation (LFV, 
frequency/amplitude: 18 Hz/3mm) and control (CON, no vibration stimulation) while they were 
doing squat training for 60 seconds in the frequency of 2 seconds per squat. Three consecutive 
counter movement jumps (CMJ3) and standing balance test (BT) with eyes closed were performed 
in the pre and post test of this study. Results: The height of counter movement jump in the third 
jump and impuls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pre and post test after the stimulation (p<.05). In 
the single leg standing with eye closed balance test, the velocity of central of gravity and maximal 
distance movement were no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The LF vibration intervention has the 
significant effect in improving the jump height and impulse of the third jump, but no effect on the 
balance ability.  
 
Keywords: vibration stimulation, counter movement jump, ba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