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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討震動訓練對於女子跆拳道常見四種專項踢擊反應時間、動作時間及起腳瞬發力之影響。方法：目

前招募 4 名女子跆拳道選手，在震動刺激前後檢測旋踢、下壓、後踢和後旋之專項踢擊表現，震動方式以比

賽時間 3 回合 2 分鐘的方式進行，每回合震動姿勢共六種，每個動作震動時間 20 秒，回合間休息 60 秒，並

採坐姿休息，震頻為 30Hz，震幅為 7mm，利用綁在踢擊腳及目標物上的加速規量測踢擊反應時間(目標移動

至踢擊腳啟動)、動作時間(踢擊腳啟動至攻擊到目標)和起腳瞬發力(啟動瞬間力量)，以無母數檢定考驗震動訓

練前後的表現。結果：震動刺激前後的反應時間並無顯示有差異；但在旋踢、下壓和後踢的動作時間有減少

的趨勢；旋踢和後踢的起腳瞬發力有增加的趨勢。結論：經立即性震動訓練後，在踢擊的動作時間和起腳瞬

發力表現有進步之趨勢，希冀未來可將震動刺激訓練應用於跆拳道訓練上。 

 

關鍵詞：反應時間、動作時間、起腳瞬發力、立即效果 

 

 

壹、前言 

  跆拳道為一種開放式雙人格鬥的武術技擊項目，

其運動特性是以雙腳來做移位、閃躲與攻擊，實際上

有 90%以上的動作技術是由腿部踢擊技術所構成。而

目前在比賽中，較常使用的踢擊動作，除了在速度上

相對較快且也是最基本的旋踢(Roundhouse Kick)外，

還有其它得分率較高的下壓(Axe Kick)、後踢(Back 

Kick) （蔡明志、江界山、陳鴻雁，1998）及比賽中

出其不意的後旋踢(Back Spinning Kick)在比賽中也相

對較常使用。 

  就技術層面而言，動作的好壞會影響整個動作的

流暢性、連貫性、速度及力量，而能掌控適當的攻擊

時機，在最短時間內做出正確的判斷，往往為最後贏

得比賽的關鍵因素。因此，獲勝的主要關鍵在選手的

反應能力、動作速度及起腳瞬間爆發力則顯得相當重

要。而在跆拳道攻擊時間中，包含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簡稱 RT）和動作時間（Movement Time，簡稱 

MT），其中反應時間為動作前視覺、聽覺訊號刺激開

始或判斷及預設對手做出任何動作之動作開始前時

間；而動作時間則為動作開始至踢擊動作攻擊到對手

或目標之時間（王翔星、李文娟、相子元，2007）。另

外跆拳道比賽踢擊中除了需要快速的動作時間，在踢

擊到對手前起腳的瞬間爆發力(Explosive Power)也是

必要的，因為有較好的爆發力才能有相對較快的動作

速度。 

  然而為提升選手反應時間、動作速度和比賽表

現，各國仍然持續在技術層面推陳出新，在訓練方法

上，於近二十年來已有國內外運科人員開發許多訓練

方式，除了傳統的訓練之外，利用全身震動訓練

(Whole-Bady Vibration Training, WBVT)提升運動員的

運動表現，目前於各知名期刊內，均有相關研究論文

及報告。全身震動訓練為新型態興起的神經肌肉訓練

方式，利用震動平台的上下垂直擾動的效果，引起肌

肉震盪，以達到刺激神經肌肉系統的效果，作為提升

運動表現及訓練的目的。此訓練方式於 1980 年代，前

東德運動訓練機構將震動刺激方式運用於運動員的訓

練上，以加強運動員的肌力、肌耐力、爆發力…等運

動能力，結果顯示運動成績得到顯著的提升。而研究

證實全身震動訓練可提升運動員的跳躍高度（張秀

光、王嬿婷、李成碩、黎俊彥，2010）、敏捷性（林宏

彥、劉立宇，2007、薛國信，2008）、肌耐力、爆發力

（薛國信，2008）和肌肉活化(Cardinale & Lim, 2005)，

至今相當多的研究證實有正面的效益。而利用立即性

震動刺激介入跆拳道選手的訓練，是否可以讓跆拳道

選手提升踢擊表現，相信是各位教練及選手關注的議

題之一。 

  因此，本研究目的欲探討立即性的震動訓練提升

專項踢擊（旋踢、下壓、後旋和後踢）的反應時間、

動作時間及起腳瞬發力的影響。期望透過六分鐘的震

動訓練能提升跆拳道選手專項踢擊的反應時間、動作

時間及起腳瞬發力。 

 

貳、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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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受試者招募 4 名跆拳道專長女子前四個量

級選手參與實驗，平均年齡 21.75 ± 4.34 歲；平均身

高 163.2 ± 3.83 公分；平均體重 52.25 ± 6.23 公斤。受

試者於一年內並無任何下肢相關骨骼肌肉的傷害，實

驗前會先告知受試者相關配合事項與填寫受試者同意

書。 

  本研究主要流程為在震動訓練前後進行不同踢擊

表現檢測。實驗前先讓受試者熱身 10 分鐘，包括拉

筋、適應場地及熟悉四種踢擊動作。實驗時為經驗較

佳且同一名跆拳道選手手持速度靶，擺置踢擊位置讓

受試者進行慣用腳四種踢擊（旋踢上端、下壓上端、

後踢中端、後旋上端）（圖一）。每位受試者前測踢擊

順序為旋踢、下壓、後踢和後旋，後測則以隨機方式

分配四種踢擊次序。 

  實驗開始時受試者以跆拳道戰鬥姿勢為預備姿

勢，測試一次踢擊時間約 2~20 秒之間，速度靶擺置

踢擊位置前不預先口頭告知受試者「開始」之口令，

只在軟體提取訊號開始後告知受試者注意、預備，在

非預期之速度靶擺置踢擊位置時，立即開始做最快速

度之原地踢擊動作，並同步記錄其訊號（黃昊昀、寧

玉麟、李佳達、呂東武，2010）。 

 
圖一、踢擊上端之速度靶擺置位置圖 

  前測完畢後請受試者於震動平台上接受震動訓

練，震頻為 30Hz，震幅為 7mm，為了模擬比賽過程

的時間，因此震動刺激課程安排為 2 分鐘 3 回合，間

歇休息 60 秒，共計 8 分鐘。每組震動姿勢皆相同，震

動姿勢共六種（圖二），分別為半蹲、踮腳尖半蹲、單

腳半蹲（左右交換）、比賽姿勢一腳前一腳後（左右交

換），每個動作震動時間 20 秒，共計 2 分鐘，回合間

採坐姿休息，完成震動課程後立即進行後測。 

 
圖二、震動姿勢 

實驗檢測儀器利用兩顆 cross bow 三軸加速規

(CXL25GP3,USA)分別黏貼於受試者慣用腳（後腳）

脛骨踝上四分之一處（圖三）(Chung & Ng, 2011)和持

靶者手持的速度靶踢擊面背面與手握處中間（蕭景

琪，2009）。另外，震動訓練使用由本研究所自製之震

動訓練機台（圖四）。 

              
圖三、加速規黏貼位置   圖四、震動平台 

  儀器之類比訊號，皆使用 Biopac 訊號轉接盒擷

取轉為數位訊號，以 AcqKnowledge 軟體（3.9）進行

擷取，取樣頻率設為 1000Hz。 

  在資料處理部分皆提取所有儀器訊號的訊號開始

時間點，利用靶上加速規訊號開始時間定義為反應時

間開始，速度靶訊號依下壓踢擊（如圖五所示），靶擺

放移動軌跡在 Z 軸方向移動較大，所以本研究靶上加

速規訊號會提取 Z 軸訊號；利用腳上加速規訊號開始

時間為動作時間開始；攻擊腳接觸到速度靶，靶上加

速規訊號開始時間為動作完成時間，並將靶上加速規

訊號開始時間點到腳上加速規訊號開始時間點定為反

應時間，腳上加速規訊號開始時間點到靶上加速規訊

號開始時間點定為動作時間。 

  利用靶上加速規訊號開始時間為反應時間開始，

速度靶訊號依其不同動作擺位所提取軸向的訊號也不

同，如：旋踢，靶擺放移動軌跡在 Y 軸方向移動較大、

下壓，靶擺放移動軌跡在 Z 軸方向移動較大、後踢，

靶擺放移動軌跡在 Z 軸方向移動較大、後旋，靶擺放

移動軌跡在 Y 軸方向移動較大；利用測力板及腳上加

速規訊號開始時間為動作時間開始；攻擊腳接觸到速

度靶，靶上加速規訊號開始時間為動作完成時間。 

  為不讓雜訊來影響判別訊號起始點，每筆原始資

料在界定訊號起始點皆會收取 1 秒平均的安靜訊號

值，再將其平均值加三次標準差及訊號超過 3 毫秒認

定 為 儀 器 訊 號 起 始 點 (VencesBrito, Rodrigues, 

Fernandes et al., 2011)。 

 
圖五、慣用腳上端下壓之訊號圖 

（A：速度靶開始移動之訊號；B：腳上加速規開始移動之訊號；C：

靶上加速規踢擊碰撞之訊號） 

 

 

腳上加速規訊號 

靶上加速規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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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起腳瞬間爆發力(explosive Power)的計算

方式，根據 F= m×a 之公式，踢擊起腳時質量不變，

故踢擊起腳瞬間加速度值越大則表示起腳瞬發力的力

量越大。因此本研究以黏貼於腳上加速規三軸的訊號

以平方根（
222 zyx  ）合併之後，提取合併訊

號之第一峰值定為起腳瞬發力。（以圖六表示，單位為

g）。 

  所有踢擊測試共五次，擷取最佳三次之表現（以

反應時間較接近眾數的三筆為依據），資料處理以平均

數與標準差表示，並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之統

計分析軟體，進行無母數檢定考驗震動訓練前後之反

應時間、動作時間及起腳瞬發力，以了解震動訓練前

後評估跆拳道踢擊反應時間、動作時間和起腳瞬發力

的差異，所有顯著水準皆定為 α= .05。 

 
圖六、起腳瞬間爆發力提取之峰值 

 

參、結果與討論 

  結果經無母數檢定考驗震動訓練前後之反應時間

及動作時間，在震動訓練前後四種踢擊的反應時間、

動作時間和起腳瞬發力皆未達顯著，但在下壓和後旋

踢擊的反應時間、下壓和後踢踢擊的動作時間以及後

踢的起腳瞬發力趨近顯著。 

  由圖七顯示透過立即性訓練前後的四種踢擊的反

應時間上，可看出旋踢和後踢踢擊有減少趨勢，而下

壓和後旋踢擊不僅無下降趨勢，且有增加的現象。推

論可能是此震動訓練處方並不易提升跆拳道女子選手

踢擊反應時間的表現，而造成在反應時間的表現無明

顯提升。 

 
圖七、立即性震動訓練前後四種踢擊反應時間之表現。Pre：訓練

前；Post：訓練後。 

  在動作時間上由圖八可看出旋踢、下壓和後踢踢

擊有減少的趨勢，而後旋踢擊並沒有。而有此現象，

可能因受試者平時訓練較著重在旋踢和下壓踢擊，而

後旋踢擊在平時訓練及比賽中相對較不常練習及使

用，立即性震動訓練後動作表現也不易改善，因此與

其他三種踢擊相對較不熟悉，有可能因此造成在後旋

踢擊動作時間的表現無明顯提升。 

 
圖八、立即性震動訓練前後四種踢擊動作時間之表現。Pre：訓練

前； Post：訓練後。 

  起腳瞬發力由圖九可看出震動訓練前在旋踢和

下壓踢擊皆比後踢和後旋踢擊來得較小，在比賽中較

常使用的旋踢踢擊皆比其它三種踢擊相對來得較小，

而後旋踢擊則與其他三種踢擊相對來得較大。震動訓

練後在動作較熟悉的旋踢和下壓踢擊仍然比後踢和後

旋踢擊來得較小，旋踢仍然比其他三種踢擊相對來得

較小，但在後踢踢擊則是與其他三種踢擊相對來得較

大。推論可能因旋踢和下壓踢擊在動作軌跡上較為兩

軸向的動作，後踢和後旋踢擊則較為三軸向的動作，

而造成在後踢和後旋比旋踢和下壓相對來得大。 

  另外，由圖九可看出在震動訓練後旋踢和後踢踢

擊有增加的趨勢；而下壓和後旋踢擊並無增加，且有

下降趨勢。可能因平時專項訓練量超出此震動訓練

量，造成振動處方較無明顯效果，更可能因起腳瞬發

力經由此震動訓練處方或震動訓練後不易提升。 

 
圖九、立即性震動訓練前後四種踢擊起腳瞬發力之表現。Pre：訓

練前；Post：訓練後。 

 

伍、結論 

X 軸 

Y 軸 

Z 軸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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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立即性震動訓練後，在踢擊的動作時間和起腳

瞬發力表現有進步之趨勢，雖然，在反應時間及起腳

瞬發力的表現並無明顯提升，建議未來可針對震動訓

練對於踢擊反應時間及起腳瞬發力進行深入的研究，

希望未來能將震動刺激訓練運用在跆拳道專項訓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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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amine the acute effect of whole body vibration training 

(WBVT) on the reaction time, movement time and explosive power of four kicks for taekwondo 

(TKD) athletes. Methods: So far, four female TKD athletes were recruited. Kicking performances 

including roundhouse kick (RK), axe kick (AK), back kick (BK), back spinning kick (BSK) ,were 

conduct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whole body vibration (WBV). For imitating duration of the 

contest, three rounds of two minutes with one minute of rest between rounds on a seat. Vibration 

frequency was set 30Hz, and amplitude was seven mm. The reaction time between beginning of 

target moving and onset of kicking, movement time defined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onset of 

kicking and hitting the target, as well as explosive kicking power were detected by accelerometers 

attached on kicking leg and target. Nonparametric 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 and post whole body vibration training.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reaction 

time between pre and post WBVT. However, movement time of RK, AX, and BK was shorter and 

the kick power of RK and BK was greater after WBV. Conclusion: There was an immediately tread 

of progress in kick movement time and power performance after the WBV. Hopefully, WBV will be 

applied on TKD training in th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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