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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青少年橄欖球選手進行高強度蹲舉 (squat) 運動後是否可立即提升垂直跳表現。方法：招

募 13 名有規律阻力訓練的高中橄欖球隊的健康男性，隨機分成兩組 :實驗組  (post-activation 

potentiation, PAP) 與控制組  (control, CON)，兩組均經標準化熱身後，先進行反向蹲跳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量測跳躍高度當作下肢爆發力前測表現 (pre)，之後實驗組在深蹲架上進行 5

下 85%的一次反覆最大負荷 (1 repetition maximum, 1RM) 蹲舉運動；而控制組以休息 1分鐘取代蹲

舉運動，運動後第 4 分鐘 (post-4) 與第 8 分鐘 (post-8) 再進行後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組

別及檢測時間對於垂直跳運動表現的影響，統計考驗顯著水準皆定為 α = .05。結果：兩因子間沒有

交互作用，進行主要效果比較，所有力量參數在組別間及檢測時間均沒有顯著性差異，但在跳躍高

度表現，兩組間的 post-8 顯著高於 pre，但兩組間無差異。結論：以 85%最大肌力負荷進行 5次反覆

蹲舉對青少年橄欖球選手無法有效增進隨後的下肢爆發力表現。 

關鍵詞：下蹲跳、最大肌力、活化後增能作用 

 

壹、緒論

不論何種競技運動，力量、速度、爆發力、敏捷

性皆是競賽中能否勝利的關鍵。眾多運動種類中又屬

橄欖球競賽最能展現以上運動能力，因為近代的橄欖

球運動是種進攻節奏明快與強調直線攻擊再攻擊，充

分展現速度在比賽前進、支援以及壓迫的過程之中 

(陳優華，2008)。橄欖球比賽過程中會有正集團 

(scrum)、爭邊球 (line out)，以及亂集團 (ruck、maul) 

等系統化團隊合作的專項動作，執行時皆會有類似下

蹲跳的動作，或在短兵交接時強烈碰撞與推擠來爭取

更多的支配控球權的機會，當然也需要許多快速移動

變換方向的衝鋒達陣，上述動作都是速度及爆發力的

表現。雖然選手位置與功能有許多特性，但下肢肌力

與爆發力是橄欖球運動中一項非常重要的運動基礎，

因此，如何在比賽前有效提升下肢爆發力表現是眾多

學者與教練所欲探討的。 

為了有效增加表現，一定會在運動或競賽前進行

熱身運動，其目的就是要喚醒神經肌肉作用表現，然

而先前有學者 (Hodgson, Docherty, & Robbins, 2005; 

Sale, 2002) 曾提出:先讓肌肉進行高強度運動刺激，可

增加隨後的肌肉力量表現，這種方式稱為「活化後增

能作用」(post-activation potentiation, PAP) 現象，可能

是因為肌肉受到外在高強度刺激後，使運動神經元池 

(motor neuron pool) 興奮性增加，可促進 α -運動神經

元 (α- motor neuron) 興奮，引起使更多的運動單位被

活化 (Güllich & Schmidtbleicher, 1996)，進而提升力量

表現。 

因此，近年來有學者  (Crewther et al., 2011; 

Kilduff et al., 2008; Bevan et al., 2010; Esfomes & 

Bampouras, 2013) 運用在成人橄欖球選手，運動表現

前給予 3 下最大肌力 90%的高強度負重蹲舉運動，經

過 4-16 分鐘後可立即增加反向蹲跳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跳躍高度 (Crewther et al., 2011; 

Esfomes et al., 2013; Kilduff et al., 2008) 功率輸出峰

值 (peak power output) (Kilduff et al., 2007)，還有短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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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5-10 公尺) 衝刺 (Crewther et al., 2011; Bevan et 

al., 2010)。綜合上述可得，確實可運用 PAP 效果在橄

欖球運動熱身可提升隨後的爆發力及速度運動表現。 

雖然運動前的高強度負重刺激可誘發 PAP 作用，

但先前研究也曾指出影響PAP效果會受到個別差異的

影響，尤其是擁有較高的訓練水平  (Chiue et al., 

2003)、絕對肌力 (Gourgoulis, Aggeloussis, Kasimatis, 

Mavromatis, & Garas, 2003) 和快縮肌比例 (Hamada, 

Sale, MacDunca, & Tarnopolsky, 2000) 的運動員，其

PAP 效果較顯著。上述文獻都是針對成人運動員及職

業選手作為實驗對象，並以高強度負重刺激誘發

PAP，但成年人相較於兒童有較高比例的快縮肌 

(Lexell, Sjöström, Nordlund, & Taylor, 1992) 且徵召運

動神經元池效能較好 (Pääsuke, Ereline, & Gapeyeva, 

2000)，且青少年選手接受專項運動訓練年資較短且接

觸高強度負重訓練經驗較少，若是將 PAP 效果運用在

青少年運動員上，是否也可增進隨後的下肢爆發力表

現呢？由於橄欖球的競賽規則於 2008 年做過部分修

改，使得比賽節奏更快，以增加比賽的刺激性 (陳優

華，2009)，因此比賽一開始就是開戰，若能提升將在

比賽動盪初期有更好的運動表現，先積極得分甚至拉

開比賽分數，這對比賽時戰術運用或是提升選手競賽

時的正面心理效益是有幫助的。因此，本研究欲瞭解

高中橄欖球選手接受高強度負重運動後垂直跳運動表

現的立即影響，將可提供青少年運動競賽前另一種不

一樣的熱身模式，以做為橄欖球場實務運用之參考。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避免不熟識高強度負重蹲舉造成運動傷害，因

此招募有規律阻力訓練之高中體育班橄欖球男性選手

為受試對象，招募條件為必須從事半年以上且每週至

少 3次之全身性阻力訓練 (其中需包含蹲舉)，除了阻

力訓練以外每週仍接受五天以上的專項訓練，受試者

蹲舉最大肌力之一次反覆最大負荷  (one repetition 

maximum, 1RM) 必須達體重 1.5 倍以上，且無上下肢

運動功能損傷或其他重大疾病史，最後招募 13 位研究

參與者，隨機分組為實驗組 (PAP) 6名，控制組 (CON) 

為 7名，其基本資料如下表 1。 

 

二、實驗步驟 

    本研究採用的 PAP 負重強度設定是主要參考

Esformes 等 (2013) 開始運用在 18 ± 2 歲的橄欖球選

手，且運動強度設定為 3RM，但基於保護本國青少年

運動員，有參考先前 Chiu等 (2003)、Weber 等 (2008) 

及 Young 等 (1998) 研究的研究參與者條件為 20 ± 2

歲運動員，修正本研究運動強度為 5RM (約為最大肌

力表現的 85%)。但為了設定 PAP 熱身強度設定，先

須量測參與者的背負式蹲舉最大肌力，但避免肌肉疲

勞，最大肌力測驗與正式實驗處理需相隔 72小時。最

大肌力測量方法參照 Kraemer 與 Fry (1995) 之方法，

盡量在 3-5次嘗試之內測得 1RM 肌力表現，以避免肌

肉開始產生疲勞而低估最大肌力，過程中均有教練在

旁指導以確保動作安全性。 

正式實驗當天，PAP 與 CON 組受試者均先進行

10 分鐘慢跑，再動態伸展，過程中著重於蹲舉時會使

用的下肢肌群，如前弓箭步、提膝上拉、深蹲等動作。

之後在一塊測力板 (AMTI, Type 9281C, Switzerland) 

上熟悉 CMJ 動作，其取樣頻率設定為 1000Hz，雙手

自然擺動屈膝下蹲再立即以最大力量往上跳，並確保

落下在測力板上，以避免運動傷害，隨後 5 分鐘休息。

正式測試開始，先請受試者進行 CMJ 為前測 (pre)，

再休息 5 分鐘後，PAP 組以 1RM 的 85%負重強度進

行的 5 次反覆蹲舉運動，過程約 2 分鐘，高強度負重

運動後採靜態坐姿休息，第 4 分鐘 (post-4) 後與第 8

分鐘 (post-8) 後再進行 CMJ 後測；然而 CON 組不接

受高強度負重，於該段時間只採靜態休息 1 分鐘，之

後等待兩次後測時間點。每次檢測 CMJ，均進行 3次

測驗，每次間隔休息 20秒。 

 

 表 1 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 年齡 

(歲)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蹲舉最大肌力 

(公斤) 

專項經驗 

(年) 

PAP (n=6) 15.6 ± 0.4 173.6 ± 2.8 66.4 ± 8.5 124.3 ± 9.8 2.7 ± 0.9 

CON (n=7) 15.6 ± 0.3 170.4 ± 6.9  75.3 ± 20.4  120.0 ± 12.9 3.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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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 

    藉由 Acq Knowledge 4.2.1 軟體 (Biopac Systems 

Inc.) 擷取每位受試者跳躍運動表現，透過力量曲線分

析跳躍高度、力量峰值 (peak force)、發力率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RDF)、衝量 (impluse) 等資料。以

騰空時間換算跳躍高度，計算公式為 H=1/2gt2；計算

跳躍力量曲線的最低點至力量峰值之斜率為發力率；

跳躍過程的力量與時間的積分值為起跳衝量表現。所

有參數以 3 次跳躍表現之平均為檢測結果，跳躍高度

以身高進行標準化 (body height, BH)；力量表現 (力

量峰值、發力率、衝量) 均以倍體重 (body weight, BW) 

呈現。 

 

四、統計分析 

    因本研究採用混合設計，先以獨立樣本 t 檢定確

認兩組間前測表現是否同質，若組間達顯著性差異，

則以 2 因子共變數分析  (ANOCOVA) 進行統計考

驗，以兩組的前測表現為共變數；若兩組間前測無顯

著性差異，表示同質，則進行二因子混合變異數設計  

(ANOVA) 進行統計考驗，比較不同組別及檢測時間

對於垂直跳運動表現的影響；若二因子有達交互作

用，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比較，若二因子沒有交互作用，

進行主要效果比較；若組別間或檢測時間點之效果達

顯著性差異，再進行 Scheffe 事後比較，統計考驗顯

著水準皆定為 α = .05。 

 

參、結果 

    本研究描述性結果如表 2 所示，PAP 組與 CON

組的跳躍高度、力量峰值、發力率及衝量的前測表現

均未達顯著性差異 (p = .136; p = .107; p = .326; p 

= .887)，因此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統計考驗結果 

顯示跳躍高度、力量峰值、發力率及衝量四種跳躍表

現在組別間及檢測時間點沒有交互作用 (p = .960; p 

= .411; p = .122; p = .228)，再比較二因子的主要效

果，結果發現只有跳躍高度表現，在檢測時間的主要

效果達顯著性差異 (p = .008)，post-8 顯著大於 pre (p 

= .013)，但 post-4 表現與 pre 相似 (p = .083)，其他表

現在組別間及檢測時間點沒有顯著性差異。 

 

表 2 不同組別於不同檢測時間點的 CMJ跳躍表現 

  Pre post-4 post-8 顯著性效果 

跳躍高度（BH） 
PAP 0.22 ± 0.03 0.23 ± 0.04 0.24 ± 0.04 

Post-8 > pre 
CON 0.20 ± 0.03 0.22 ± 0.03 0.23 ± 0.03 

力量峰值（BW） 
PAP 2.59 ± 0.18 2.55 ± 0.25 2.60 ± 0.31  

CON 2.40 ± 0.20 2.49 ± 0.29 2.47 ± 0.27 

發力率（BW/sec） 
PAP 4.91 ± 1.97 4.29 ± 1.61 5.11 ± 2.25  

CON 4.02 ± 1.14 4.82 ± 1.65 4.89 ± 1.55 

衝量（BW x sec） 
PAP 0.88 ± 0.16 0.93 ± 0.16 0.91 ± 0.15  

CON 0.87 ± 0.13 0.85 ± 0.12 0.83 ± 0.13 

顯著性：p ≤ .05 

 

肆、討論 

在橄欖球運動中有許多專項動作經常出現類似下

蹲跳的動作，尤其在 scrum 與 line out 等正集團運動

時，且也經常出現跳躍動作，希望能增加高度增加爭

取發邊球後進攻的控制權，而因此在運動熱身時，先

進行高強度蹲舉運動，可先動員刺激與跳躍表現相似

的肌群，進而增進跳躍高度，Crewther 等 (2011)、

Esfomes 等 (2013) 及 Kilduff 等 (2007) 均驗證高強

度蹲舉運動後第 4分鐘及第 8 分鐘後均可提升跳躍高

度，但先前研究中採用 3RM 高運動強度，換言之約

為 93%的最大肌力 (Kraemer & Fry, 1995)，但本研究 

考量研究參與者只接受半年規律阻力訓練，基於安全

性可量，再參考 Wilson等 (2013) 有效高強度負荷為

85-100%的最大肌力，研究將高強度蹲舉運動負重強

度調整為 5下 85%最大肌力 (約等 5RM強度)，因此，

5RM 的運動強度對於少年而言，無法有效誘發 PAP

作用。 

再者，Hamada 等 (2000) 發現 PAP 作用效果與

快縮肌比例有相關，快縮肌比例較高者的肌肉收縮力

矩峰值顯著高於慢縮肌比例高的人，根據 Glenmark、

Hedber 與 Jansson (1992) 研究發現，男性從青少年發

展至成人時，其慢縮肌比例由 55%下降至 48%，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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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快縮肌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因此 PAP 作用對

於高中生橄欖球員的效果比較受限。Arabatzi 等 (2014) 

研究中也探討成年人、青少年組與兒童三種不同年齡

層對 PAP 作用效益，結果發現經過 PAP 運動後，成

人組與青少年組可促進跳躍發力率表現，但只有成人

組在跳躍高度有顯著作用，可說明本研究結果無法達

到先前預期增進作用。雖然，本研究結果不如先前預

期，但適合青少年運動員的 PAP 運動處方值得再持續

研究。 

另外，影響PAP作用因子還有運動訓練背景，Chiu

等 (2003) 研究發現有從事爆發力訓練者在高強度負

重刺激後的運動表現顯著優於一般身體活動者，且

Wilson 等 (2013) 整合研究中發現至少接受過 3 年以

上阻力訓練運動員對於 PAP 作用效果較明顯，本研究

參與者為高中橄欖球選手，雖然已經接受過 2 年以上

的專項訓練，但只接觸半年的規律性阻力訓練。本研

究結果在跳躍高度表現的數據上略有增加，但未達到

顯著效果，或許未來可招募至少有規律阻力訓練一年

以上的青少年為對象，以確認 PAP 機制對於青少年橄

欖球員的作用效果。 

然而，在本研究結果發現兩組間於不同檢測時間

的所有力量表現均無顯著性差異，但是經過 8 分鐘休

息後的跳躍高度顯著高於前測表現，但兩組之間沒有

顯著性差異，雖然以衝量與動量守恆概念可得知跳躍

力量曲現表現與跳躍高度應有高相關，McBride, Kirby, 

Haines 及 Skinner (2010) 曾提出起跳衝量與發力率相

較於力量峰值更能預測跳躍高度，因為力量峰值容易

受到起跳前的下蹲高度及負重狀態所影響，然而，本

研究中將所有力量參數均以參與者體重為標準化，且

跳躍高度也以身高進行標準化，進而影響力量表現與

跳躍高度結果趨勢的一致性。另外，在不同檢測時間

主要效果中發現，PAP 組的 8 分鐘後測跳躍高度的增

加幅度低於 CON 組，且 PAP 組的力量峰值與發力率

經高強度蹲舉後的第 4 分鐘是先呈現下降的在上升；

而 CON 組表現是先升後降，這說明 PAP 組只經過 4

分鐘休息可能是不足夠，導致疲勞作用而抑制 PAP 效

果。成年橄欖球選手經過 3RM 高強度運動刺激，可

經 4 分鐘休息後增加 10 公尺衝刺表現 (Bevan et al., 

2010) 及跳躍高度表現  (Crewther et al., 2011)，但

5RM 單次蹲舉負重低於先前文獻處方的 3RM，但反

覆五次蹲舉動作，其動作時間較長，且青少年的快縮

肌比例較低，對於 5RM 高強度負荷運動或許需要更

長的休息時間才能誘發 PAP 作用效果。Wilson 等 

(2013) 的整合研究中發現至少接受過 3年以上阻力訓

練運動員，接受 PAP 作用後 3-7分鐘後的效果較佳，

然而，有接受至少一年阻力訓練者，其 PAP 最佳作用

時間約再 7-10分鐘，因此建議未來針對青少年選手應

至少採 8 分鐘以上的恢復時間再進行後測運動表現。 

另外，依據 PAP 作用機制原理，且先前整合分析

研究結果中 3-10 分鐘的效果最佳  (Wilson et al., 

2013)，且仍有部分研究證實能持續作用超過 10 分鐘

的 (Kilduff et al., 2008; Rixon et al., 2007)，這樣的作用

效益，雖無法支撐一場正規橄欖球比賽 (上下半場各

40 分鐘，中場休息不超過 15 分鐘)，但若能在比賽初

期就能因為有較佳的下肢爆發力而增進運動表現，就

先積極得分，甚至拉開比賽分數，或是在中場休息時

再次運用此作用機制提升下肢爆發力，這對於比賽時

戰術運用或是提升選手競賽時的正面心理效益應該還

是有幫助的。 

然而，橄欖球運動在我國非熱門團體運動項目，

因此青少年運動選手較少，且又擁有規律全身性阻力

訓練至少半年以上之人數又更是少數，因此本研究對

象招募數量有限的，若未來能增加研究樣本，或許也

會有不同的結果。 

 

伍、結論 

這是首篇將 PAP 作用運用在青少年球員上，但以

85%最大肌力進行 5 次反覆蹲舉對青少年橄欖球選手

進行實驗，是無法有效增進隨後的下肢爆發力表現，

然而對於運動強度、休息時間仍須未來仍可後續深入

研議，希望能更有效地提供青少年運動競賽前不同的

熱身模式，以提升後續的運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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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vertical jump after 

high-intensity squatting for adolescent rugby players. Methods: Thirteen high school and healthy 

rugby players with regular resistance training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ence group (post-activation potentiation, PAP) and control group 

(CON). They all performed pre test including 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 and 15-meter sprint 

after standard warm-up. The jumping height and sprint time were measured. Then, experience 

group did five repetitions of back squatting with an extra loading, 85% one repetition maximum. 

Post tests were checked after four minutes and eight minutes after squatting. Control group took two 

minutes rest instead of squatting exercise. A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execut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high intensity back squat exercise on vertical jump performance among different test 

times. The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 .05. Results: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with groups and test 

times. All the force curve parameter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y main effect comparison of 

groups or test time. Only jump height of post-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e-test for both 

groups. Conclus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was 5 repetitions squatting exercise with 85% 

one repetition maximum loading could not improve lower extremity explosive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unter movement jump, post-activation potentiation, one repetition maxim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