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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增強式訓練與阻力訓練對垂直跳表現之立即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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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增強式訓練與阻力訓練對垂直跳表現之立即性影響。受試者為 3 名甲組籃球運動員和 8 名

排球運動員(年齡= 21.1±2.1、身高= 181.8±7.2、體重=77.2±13.7)，首先進行 3 次垂直跳作為基準值，緊接的靜

態休息一分鐘，隨後依照平衡次序重複量數設計分別進行增強式訓練和阻力訓練，增強試訓練和阻力訓練皆

分隔 24 小時進行，在訓練後靜態坐姿 4 分鐘，然後進行三次垂直跳作為後測。增強式訓練由 5 下落地跳躍組

成，阻力訓練由 5 下 5RM 蹲舉組成。增強式訓練與阻力訓練後測皆顯著優於前測(p<.05)，且兩種訓練之間皆

無顯著差異(p>.05)。本研究結論阻力訓練和增強式訓練皆可顯著立即提升垂直跳表現，且達到相同效果。 

 

關鍵詞：運動生物力學、落地跳躍、蹲舉 

 

 

壹、緣由和目的 

垂直跳表現對於眾多運動項目已經顯示是一個

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Chattong, Brown, Coburn, & 

Noffal, 2010)，例如：跳高、跳遠、三級跳遠，此外，

垂直跳表現也常被教練用於檢測下肢爆發力(Burkett, 

Phillips, & Ziuraitis, 2005)。過去的研究已經證實，垂

直跳 (vertical jump, VJ) 表現已經可以藉由高負荷的

訓練，例如：最大等長自主收縮、1-5 最大反覆

(Repetition Maximum, RM) 深蹲、落地跳躍  (drop 

jump, DJ) ，在短時間內提升，這項證實對於運動員的

運動表現是有正面的效益的。 

在高負荷訓練之後，隨後提升上肢和下肢爆發力

和 力 量 效 益 ， 此 現 象 被 稱 做 活 化 後 增 益 作 用 

(post-activation potentiation, PAP) (Esformes, Cameron, 

& Bampouras, 2010)，目前有關 PAP 的生理機制尚未

明確，PAP 主要生理機制被推測為兩項：肌凝蛋白調

整的輕鍊磷酸化作用  (Rassier & Macintosh 2000; 

kilduff et al.) 和 增 加 運 動 單 位 的 徵 招 (Gullich & 

Schmidtbleicher, 1996)；在第一個機制，肌凝蛋白調整

的輕鍊磷酸化作用已經顯示肌動蛋白和肌凝蛋白互相

作用時對肌漿網所釋放的鈣離子產生更高的敏感度，

進而改變肌凝蛋白頭(myosin head)結構，導致橫橋的

狀態產生更高的力量；第二個機制，透過劇烈的肌肉

收縮，增加了刺激電位 (excitation potential) 傳送至脊

髓神經 (spinal cord) ，脊髓神經會在開始收縮的最後

數分鐘增加後突觸電位，隨後增加力量；過去研究中

證實高負荷訓練隨後可以產生 PAP 效應(Brandenburg, 

2005)，然而，卻也同時觸發疲勞作用，導致疲勞與

PAP 效應共存在骨骼肌中，因此，隨後的爆發力和力

量立即性效果則取決於 PAP 和疲勞之間的平衡

(Brandenburg, 2005; Batista et al.)；換言之，高負荷訓

練之後的恢復 PAP 效應超過疲勞效應則爆發力與力量

增加，反之，爆發力和力量減少。 

過去的許多研究已經使用不同方式的高負荷訓

練去產生 PAP 效果，例如：阻力訓練、增強式訓練。

McCann and Flanagan (2010)介入 5RM 蹲舉，結果隨後

垂直跳高度後測顯著優於前測；Hilfiker et al.介入 5 下

落地 跳 躍， 結果 隨 後垂 直跳 爆 發亦 顯著 提 升；

Masamoto, Larson, Gates, and Faigenbaum (2003) 以 12

名男性運動員為受試者，分為 3 下捲跳 (tuck jump) 組

和 2 下 43 公分 DJ 組，DJ 組立即提升 1RM 最大肌力；

盡管已經發現高負荷訓練可以應用在 PAP 效果，然

而，不同訓練方式在 PAP 的效益上仍然鮮少被注意。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增強式訓練與阻力訓練

對垂直跳表現的立即性。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受試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甲組籃球隊3名和

中國文化大學甲組排球隊8名(年齡= 21.1±2.1、身高= 

181.8±7.2 、體重=77.2±13.7、球齡=8.0±3.2)，所有受

試者均有良好的肌力訓練經驗、增強式訓練的經驗、

落地跳躍訓練經驗，並且在實驗之前無呼吸心血管疾

病和肌肉骨骼的損傷；所有受試者皆位於比賽期，實

驗前受試者將簽署書面實驗同意書和健康調查表，並

告知實驗可能的風險。所有受試者蹲舉重量皆能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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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重量1.5倍。人體臨床試驗審查送中國文化大學人

體試驗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進行實驗。 

(二)實驗程序 

實驗正式開始前，告知受試者禁止高強度活動、

維持正常生活作息、營養攝取前後一致、禁止咖啡因

攝取 (例如：酒、可樂、咖啡) 、禁止額外的增補作

用、實驗前兩小時禁止飲食；訓練前一周熟練本實驗

流程，接著分別在不同天相同時間點測定 5RM 蹲舉

和個別化落地跳躍高度，整個實驗中所有受試者皆換

上相同鞋子(Model s.y.m. B9025, Lurng Furng, Inc., 

Taipei, Taiwan)，控制不同鞋底所可能造成的干擾。 

每位受試者蹲舉的 5RM 測試方法是根據國際肌

力與體能學會的準則，簡單來說，5RM 解釋為某個重

量只能被反覆成功執行五次，至第六次無法做出正確

動作。5RM 的測試流程為，在某個重量嘗試施作三次

蹲舉，如果成功即增加重量，受試者必須在五次試驗

中確認 5RM，每次試驗休息五分鐘(Esformes et al.)。 

落地跳躍量化高度測試方法為，先站立在測力板

上，執行三次的垂直跳，每次間隔 15 秒，垂直跳動作

流程為手置於髖部，屈膝 (由受試者自行決定彎曲角

度) ，隨後最大力量上跳(Byrne et al.)。完成之後取三

次垂直跳的平均值，以三次垂直跳躍平均值百分之

50、75、100、125、150 高度箱子(Mccaulley et al.)，

分別各施做 3 次落地跳躍，每個高度休息 2 分鐘，每

次跳躍休息 15 秒，落下時雙手置於腰部，挺直下肢以

避免任何往上推進力去確保起使高度為垂直跳躍平均

值百分之 50、75、100、125、150 高度，並以最短的

觸地時間，以及最大力量上跳，從騰空到著地時要求

受試者的膝關節和踝關節做最大伸展，著地時必須準

確落在測力板上，完成測驗後計算 Hdj/Tdj (Hdj:高台

落地後跳起高度 Tdj:高台落地後觸地時間) 之比值，

以 Hdj/Tdj 最大值之跳台高度為受試者訓練時之個別

化高度。 

受試者在執行完蹲舉的 5RM 測試和落地跳躍量

化高度測試之後，分隔成兩天進入實驗室進行兩種不

同高負荷訓練。在執行每個高負荷訓練之前，受試者

被告知必須完成一個標準的熱身，包含 5 分鐘輕負

荷、低速度的踏車熱身和下肢靜態伸展(每個動作 10

秒無痛感)。熱身結束之後，受試者執行三次垂直跳，

每次休息 20 秒(Jensen & Ebben, 2003)，作為基準值

(pre-tset)；前測之後，所有受試者被允許靜態休息一

分鐘，隨後執行高負荷訓練，高負荷訓練分別是阻力

訓練(5RM 蹲舉 1 組 5 次反覆)、增強式訓練(個別化高

度落地跳躍 1 組 5 下)，每種高負荷訓練皆會被平衡隨

機分配至不同天，最後，在一個 4 分鐘靜態休息之後，

受試者執行三次垂直跳，當作後測(post-test)。 

(三)垂直跳高度計算方式 

本研究測力板(AMTI Inc., Watertown, MA, USA)

擷取頻率為 2000Hz 並且在上施做三次垂直跳，動作

流程為手置於髖部，屈膝(由受試者自行決定彎曲角

度)，隨後最大力量上跳，共三次，每次休息 20 秒，

取三次垂直跳的平均值；計算方式為 1/8gt
2；t 為騰空

時間，地面反作用力>30N 為著地，<30N 為離地。 

(四)統計方法 

使用 SPSS 統計軟體，以平均值 (mean) 及標準

差 (SD) 呈現受試者基本資料及所有實驗參數數據資

料。以重複量數 2×2two-way ANOVA (訓練方式×前後

測) 考驗受試者在不同訓練組間(阻力訓練、增強式訓

練)與前後測對垂直跳高度的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皆定

為 α=.05，當達到顯著水準時，利用 LSD 法進行事後

比較 (LSD post hoc)。 

 

參、結果 

增強式訓練和阻力訓練在垂直跳高度未達到交互

作用 (p=.080)；訓練方法之間比較皆無達到主要效果

(p=.732)，另外，兩種訓練前後測達主要效果(p=.030)，

經事後比較，後測顯著優於前測，結果請參照表一。 

表一、垂直跳高度統計表 

＊
p＝.05 後測顯著優於前測  

 

肆、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增強式訓練與阻力訓練對垂直

跳表現的立即性。本研究結果主要發現增強式訓練與

阻力訓練在訓練後四分鐘垂直跳高度後測皆顯著優於

前測且兩種訓練之間並無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增強式訓練與阻力訓練在訓練後

四分鐘垂直跳高度後測皆顯著優於前測且兩種訓練之

間並無差異。本研究結果與 McCann & Flanagan (2010)

和 Hilfiker et al. (2007)結果相符，皆證實 5RM 蹲舉和

5 下 DJ 可以在訓練後 4 分顯著的提升垂直跳高度，然

而，本研究更額外的證實 5RM 蹲舉和 5 下 DJ 產生相

同效果，這結果可能可以被歸因為兩種訓練的強度可

能相似，且配合相同恢復時間，結果出相似的 PAP 和

疲 勞 的 平 衡 (Miyamoto, Kanehisa, Fukunaga, & 

Kawakami, 2011)。 

本研究發現兩種訓練在訓練後 4 分鐘皆可以提升

垂直跳高度的立即性表現。在生理機制方面，在增強

式訓練之後，可能得益於提升肌腱彈性能的儲存和釋

放(Ishikawa & Komi, 2004)；在阻力訓練方面，可能得

 增強式訓練 阻力訓練 

前測(公分) 40.4 40.4 

後測(公分) 40.9
＊
 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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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增加運動單位的徵招、增加運動單位的同時作

用、減少前突觸的抑制(Kilduff et al.)，另外，兩種訓

練其共同擁有的生理機制可能來自於肌凝蛋白的磷酸

化作用，增加肌凝蛋白和肌動蛋白相互作用時對肌漿

網所釋放的鈣離子產生更高的敏感度，進一步活化肌

凝蛋白輕鍊酶和增加肌動蛋白橫橋的轉動(Lamont et 

al.；Kilduff et al.；Miarka et al.)。然而，本研究並無進

一步使用更精密的儀器檢測提升運動表現的相關機

制，僅能推測可能相關的生理機制歸因本研究的結果。 

本研究結論為兩種訓練在訓練後恢復 4 分鐘皆可

提升垂直跳高度，且兩種訓練之間並無差異。未來教

練可以在比賽前施做本研究中之增強式訓練與阻力訓

練處方，以提升立即性運動表現，然而，本研究受試

者皆具備阻力訓練和增強式訓練經驗，必須謹慎注意

可能潛在的受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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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acute effect on countermovement jump (CMJ) 

between plyometric and resistance training. Subjects were 8 male volleyball players and 3 male 

basketball players from Division I teams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mean ± SD: age, 21.1±2.1 

years; height, 181.8±7.2 cm; body mass, 77.2±13.7 kg). They performed 3 CMJs as a baseline and 

then rested for 1 minute. The plyometric and resistance training  were performed in 

counterbalanced randomized orderon separate day. After the training, subjects performed 3 CMJs at 

4 minute as a post-test. The plyometric and resistance training were 5 drop jumps and 5 squats at 5 

repetition maximum, respectively. The post-tes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wherea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raining sessions. In conclusion, the CMJ was 

increased after plyometric and resistanc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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