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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背景：在進行阻力訓練時，研究結果發現使用團組訓練方式
(cluster set, CS) 可以完成更高的訓練強度或更多的反覆次數。
然而，目前尚無研究探討，在使用 CS 訓練方式時，固定動作反覆
的次數下，提高其訓練強度，是否可以誘發更大的血乳酸與同化性
荷爾蒙反應。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在離心收縮時增加重量負荷的
訓練 (DAER) 比起傳統的阻力訓練 (DCER) 更能提高生長激素的濃
度，但是隨著離心負荷的增加，可能伴隨動作反覆次數與總訓練量
減少的問題。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討DAER結合CS的訓練，是否可以
解決DAER訓練時的問題，並進一步提升同化性荷爾蒙的反應。目的
：探討在進行蹲舉與仰臥推舉時，使用DAER結合CS、單獨CS (增加
強度) 以及傳統DCER的訓練方式對阻力運動後血乳酸、生長激素與
睪固酮濃度的影響。方法：以重複量數的設計，讓15名有阻力訓練
的男性依平衡次序，在史密斯機上分別進行3種不同方式之蹲舉與仰
臥推舉測驗：離心/向心負荷為70%/70% 向心1RM，4組10次反覆，組
間休息 120秒 (DCER方式)；離心/向心負荷為80%/80% 向心
1RM，4組x (2團組x 5次反覆)，組內休息30秒，組間休息90秒
(CS方式)；離心/向心負荷為90%/70% 向心1RM，4組x (2團組x 5次
反覆)，組內休息30秒，組間休息90秒 (DAER+CS方式)。參與者在測
驗前、測驗後立即、測驗後15分鐘，採血以進行血液生化之分析。
統計分析以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在進
行3種不同方式的阻力運動後，血乳酸、生長激素與睪固酮濃度皆顯
著上升，其中，CS方式較傳統方式引起更高的血乳酸與生長激素濃
度；不過，DAER結合CS的方式則無法進一步誘發更高的血乳酸與生
長激素濃度。結論：在進行阻力訓練時，可使用團組訓練方式 (組
內另外安排休息時間)，除了可以完成更高的訓練強度之外，也能誘
發更高的血乳酸與生長激素濃度。

中文關鍵詞： 團組、組內休息、離心收縮、同化性荷爾蒙

英 文 摘 要 ： Introduction: It has been shown that cluster set (CS) may
allow for use of greater training intensities or greater
number of repetitions to be performed during resistance
training sessions. However, no study has yet examined
whether CS allowing for greater training intensities to be
performed with a given repetition can induce greater
responses of blood lactate and anabolic hormones. On the
other hand, eccentric-enhanced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AER) has been shown to produce superior growth hormone
responses than traditional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CER). However, increases in eccentric loading may result
in decreases in number of repetitions completed and
possibly lead to reduction in training volume. To date, no
study has yet examined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combining
DAER training with CS training in prevention of decreases
in training volume, which may lead to greater hormonal
responses after resistance training. Purpose: To examine
effects of DCER training, CS training, combining DAER with
CS training on metabolic stress (blood lactate) and



hormonal responses (growth hormone and total testosterone)
during a hypertrophic training protocol. Methods: Fifteen
resistance-trained male subjects (23.5 ± 2.1 years, 174.5 ±
4.8 cm, 72.8 ± 6.5 kg) performed bench press followed by
back squat exercises on smith machine in following 3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70%/70%1RM, 3 sets of 10 repetitions with 120s inter-set
rest (DCER training);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80%/80%1RM, 3 sets of 2 cluster sets of 5 repetitions with
30s intra-set rest and 90s inter-set rest (CS training);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90%/70%1RM, 3 sets of 2
cluster sets of 5 repetitions with 30s intra-set rest and
90s inter-set rest (DAER+CS training). Repeated-measures
and counter-balanced research design were used. Heart rate
and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were collected following
completion of each set.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exercise, immediately and 15 minutes after exercise for
blood lactate (LAC), growth hormone (GH) and total
testosterone (T) concentrations. A two-way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condition x time) and the Bonferroni post
hoc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LAC, GH, and T
lev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conditions. However, only significantly
higher LAC and GH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CS condition when
compared with DCER condit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LAC and GH level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DAER+CS condition when compared with DECR
condition. Conclusions: When performing resistance
training, the use of intra-set rest (CS training) may not
only complete greater training intensity but also induce
greater blood lactate and GH responses during a hypertrophy
protocol.

英文關鍵詞： cluster set, intra-set rest, eccentric contraction,
anabolic horm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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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背景：在進行阻力訓練時，研究結果發現使用團組訓練方式 (cluster set, CS) 可以完

成更高的訓練強度或更多的反覆次數。然而，目前尚無研究探討，在使用 CS 訓練方式

時，固定動作反覆的次數下，提高其訓練強度，是否可以誘發更大的血乳酸與同化性荷

爾蒙反應。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在離心收縮時增加重量負荷的訓練 (DAER) 比起傳統

的阻力訓練 (DCER) 更能提高生長激素的濃度，但是隨著離心負荷的增加，可能伴隨動

作反覆次數與總訓練量減少的問題。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討 DAER結合 CS的訓練，是否

可以解決 DAER訓練時的問題，並進一步提升同化性荷爾蒙的反應。目的：探討在進行蹲

舉與仰臥推舉時，使用 DAER結合 CS、單獨 CS (增加強度) 以及傳統 DCER的訓練方式對

阻力運動後血乳酸、生長激素與睪固酮濃度的影響。方法：以重複量數的設計，讓 15名

有阻力訓練的男性依平衡次序，在史密斯機上分別進行 3種不同方式之蹲舉與仰臥推舉

測驗：離心/向心負荷為 70%/70% 向心 1RM，4組 10次反覆，組間休息 120秒 (DCER方

式)；離心/向心負荷為 80%/80% 向心 1RM，4組 x (2團組 x 5次反覆)，組內休息 30秒，

組間休息 90秒 (CS方式)；離心/向心負荷為 90%/70% 向心 1RM，4組 x (2團組 x 5次

反覆)，組內休息 30秒，組間休息 90秒 (DAER+CS方式)。參與者在測驗前、測驗後立即、

測驗後 15分鐘，採血以進行血液生化之分析。統計分析以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進

行統計分析。結果：在進行 3 種不同方式的阻力運動後，血乳酸、生長激素與睪固酮濃

度皆顯著上升，其中，CS 方式較傳統方式引起更高的血乳酸與生長激素濃度；不過，DAER

結合 CS的方式則無法進一步誘發更高的血乳酸與生長激素濃度。結論：在進行阻力訓練

時，可使用團組訓練方式 (組內另外安排休息時間)，除了可以完成更高的訓練強度之外，

也能誘發更高的血乳酸與生長激素濃度。 

 

關鍵詞：團組、組內休息、離心收縮、同化性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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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Introduction: It has been shown that cluster set (CS) may allow for use of greater training 

intensities or greater number of repetitions to be performed during resistance training sessions. 

However, no study has yet examined whether CS allowing for greater training intensities to be 

performed with a given repetition can induce greater responses of blood lactate and anabolic 

hormones. On the other hand, eccentric-enhanced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AER) has 

been shown to produce superior growth hormone responses than traditional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CER). However, increases in eccentric loading may result in decreases in number 

of repetitions completed and possibly lead to reduction in training volume. To date, no study 

has yet examined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combining DAER training with CS training in 

prevention of decreases in training volume, which may lead to greater hormonal responses after 

resistance training. Purpose: To examine effects of DCER training, CS training, combining 

DAER with CS training on metabolic stress (blood lactate) and hormonal responses (growth 

hormone and total testosterone) during a hypertrophic training protocol. Methods: Fifteen 

resistance-trained male subjects (23.5 ± 2.1 years, 174.5 ± 4.8 cm, 72.8 ± 6.5 kg) performed 

bench press followed by back squat exercises on smith machine in following 3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70%/70%1RM, 3 sets of 10 repetitions with 120s 

inter-set rest (DCER training);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80%/80%1RM, 3 sets of 2 

cluster sets of 5 repetitions with 30s intra-set rest and 90s inter-set rest (CS training);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90%/70%1RM, 3 sets of 2 cluster sets of 5 repetitions with 30s 

intra-set rest and 90s inter-set rest (DAER+CS training). Repeated-measures and 

counter-balanced research design were used. Heart rate and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were 

collected following completion of each set.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exercise, 

immediately and 15 minutes after exercise for blood lactate (LAC), growth hormone (GH) and 

total testosterone (T) concentrations. A two-way repeated-measures ANOVA (condition x time) 

and the Bonferroni post hoc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LAC, GH, and T lev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conditions. However, only 

significantly higher LAC and GH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CS condition when compared with 

DCER condit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LAC and GH level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DAER+CS condition when compared with DECR condition. 

Conclusions: When performing resistance training, the use of intra-set rest (CS training) may 

not only complete greater training intensity but also induce greater blood lactate and GH 

responses during a hypertrophy protocol. 

 

Keywords: cluster set, intra-set rest, eccentric contraction, anabolic horm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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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含文獻探討) 

隨著愈來愈多阻力訓練與肌肉適能發展的相關研究發表，阻力訓練 (resistance 

training) 目前已被廣泛地接受為可以有效提升肌力 (strength)、爆發力 (power)、肌耐力 

(muscular endurance) 以及促進肌肉肥大 (hypertrophy) 的最有效運動模式 (Kraemer, 

Fleck, & Evans, 1996)；其訓練方式主要是讓肌肉在抵抗外在的阻力下 (例如槓鈴或啞鈴

的重量) 進行反覆收縮 (離心與向心收縮)，並引起神經肌肉系統產生適應 

(neuromuscular adaptations)，進而提升肌力、爆發力與肌耐力的表現，以及促進肌肉的肥

大。其中，由於肌肉量 (muscle mass) 或肌肉橫切面積 (muscle cross-sectional area, CSA) 

與肌力表現呈現高度相關 (Maughan, Watson, & Weir, 1983)，因此，運動選手甚至是一般

民眾在從事阻力訓練時，重要的訓練目標之一就是提升肌肉量，或者是促進肌肉的肥大。

而如何操弄阻力訓練的變項 (acute program variables) 來促進肌肉肥大，已成為教練、體

能訓練員以及專家學者努力追求的目標。 

Kraemer 與 Ratamess (2000) 指出，在進行單次阻力運動後會引起一連串的生理反應，

其中，以內分泌系統 (endocrine system) 的反應，也就是同化性荷爾蒙的釋放，對阻力訓

練後所引起的肌肉肥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Kraemer & Ratamess, 2003)。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s, GH)、第一型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 與

睪固酮 (testosterone, T) 是阻力運動後人體內最主要釋放的同化性荷爾蒙，也是許多阻力

運動相關研究最常測量的同化性荷爾蒙。GH (腦下垂體前葉所分泌) 能促進肌肉肥大的

主要影響在於幫助肌肉細胞攝取胺基酸，同時刺激 IGF-1 的分泌，GH 與 IGF-1 會同時活

化肌肉細胞內重要的訊息傳遞路徑，進而促進肌肉內蛋白質的合成 (Carter-Su & Smit, 

1998)。T (睪丸的萊氏細胞所分泌) 的主要影響在於刺激 GH 與 IGF-1 的分泌 (Giustina & 

Veldhuis, 1998; kadi, 2008) 與衛星細胞 (satellite cells) 的活化 (Kadi, 2008)，提供肌肉細

胞更多的細胞核，進而促進肌肉的肥大。過去的研究結果大多指出，從事單次阻力運動

後，血液中的 GH 和 T 的濃度會顯著增加 (Kraemer, Volek, Bush, Putukian, & 

Sebastianelli,1998; Kraemer et al., 1999; Ahtiainen, Pakarinen, Kraemer, & Hakkinen, 2003)，

而這些同化性荷爾蒙會和肌肉細胞的受器 (receptors) 結合，進而活化肌肉細胞內重要的

訊息傳遞路徑 (signaling pathway，例如 Akt-mTOR pathway) (Rommel et al., 2001)，這些

路徑被活化後，會進一步提升肌肉內蛋白質的合成 (protein synthesis) (Bush et al., 2003)，

而長期訓練後則會促進肌肉的肥大。 

進行單次阻力運動後，能否刺激同化性荷爾蒙的釋放，進而引起肌肉肥大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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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且關鍵的因素為阻力訓練變項 (acute program variables) 的操弄，其中動作的選

擇 (exercise choice)、強度 (intensity)、動作反覆 (repetition)、組數 (set)、訓練量 (training 

volume)、組間休息時間 (inter-set rest period) 等 (Fleck & Kraemer, 1997; Kraemer & 

Ratamess, 2000) 都會決定了阻力運動刺激的大小，進而影響到同化性與異化性荷爾蒙的

反應程度，接著當然會影響到肌肉細胞內蛋白質的合成，最後決定肌肉肥大的程度。許

多研究結果發現，在進行大肌肉群與多關節的阻力運動時 (例如蹲舉與仰臥推舉)，使用

適中的強度與多次反覆 (70-80% 1RM 或 8-12RM)、較高的訓練量 (3-4 組數) 與較短的

組間休息 (1-2 分鐘)，阻力運動後血乳酸與同化性荷爾蒙的濃度會遠遠高於使用高強度、

低訓練量，較長休息時間的阻力訓練內容 (較低的代謝壓力產生) (Kraemer et al., 1990; 

Hansen, Kvorning, Kjaer, & Sjøgaard, 2001)。由此可知，適當的阻力運動計畫是非常重要

的，並可藉由這些訓練變項的操弄，產生適當的阻力運動刺激，進而產生最理想的同化

性荷爾蒙反應，最後引起肌肉的肥大 (Kraemer & Ratamess, 2003; Kraemer, Ratamess, & 

Rubin, 2000)。儘管能夠促進肌肉肥大的阻力訓練變項操弄大致都已確認，且獲得許多研

究結果的支持，但仍有一些訓練變項的操弄 (例如組內休息時間的安排、在離心收縮階

段增加重量負荷等)，甚至是同時操弄數個訓練變項，對促進肌肉肥大的影響為何，還是

有待研究進一步地探討與釐清，期望能找出更有效益的阻力訓練處方 (訓練變項的操弄

與擬定)，能夠再進一步地促進阻力訓練後肌肉肥大的程度。 

在進行一般傳統的動態收縮阻力訓練時，最大重量負荷會受限於向心收縮所能產生

的力量 (Katz, 1939)，使得阻力運動的強度，主要是依據向心收縮的最大肌力 (向心 1RM) 

來設定，且向心收縮與離心收縮階段的重量負荷是一樣的，一般傳統的動態收縮阻力訓

練因此也被稱為 dynamic constant external resistance training (簡稱為 DCER 訓練) (Weiss, 

Coney, & Clark, 1999)。研究結果進一步發現，離心收縮產生的力量高於向心收縮產生力

量的 40-50% (Dudley et al., 1991)；因此，在進行 DCER 訓練方式時，離心收縮階段的相

對運動強度會顯著低於向心收縮階段的強度。由於阻力運動的強度會影響給予神經肌肉

系統的刺激大小，進而影響神經肌肉系統的適應程度，為了解決離心收縮階段相對運動

強度較低的問題，近幾年來開始有教練與專家學者提出新的動態收縮阻力訓練方式，在

進行離心收縮時增加重量負荷，而在向心收縮階段，維持原來的重量負荷 (離心收縮重

量負荷>向心收縮重量負荷)，期望藉由增加離心收縮階段的相對運動強度，企圖更進一

步提升阻力訓練後肌肉適應 (肌力與肥肉肥大) 的程度，此訓練方式被稱為 dynamic 

accentuated external resistance training (簡稱為 DAER 訓練) (Kaminski, Wabber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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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phy, 1998)。研究也開始探討進行 DAER 訓練方式是否比起 DCER 訓練方式更能進一

步提升肌力與肌肉肥大程度 (Brandenburg & Docherty, 2002; Doan et al., 2002; Godard et 

al., 1998)。 

相較於 DAER 訓練方式在提升肌力上的研究，關於 DAER 訓練方式在促進肌肉肥大

上的相關研究則相當少。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當離心收縮訓練 (只進行離心收縮) 與向

心收縮訓練 (只進行向心收縮) 的絕對強度一樣 (即絕對重量負荷一樣)，離心收縮訓練

後 GH 的反應顯著小於向心收縮訓練後的反應 (Durand et al., 2003)；但是，當離心收縮

與向心收縮訓練的相對運動強度是一樣時，離心收縮訓練後 GH 的反應則與向心收縮訓

練後的反應相似 (Kraemer et al., 2006)。換句話說，當離心收縮的重量負荷增加時 (或高

於向心收縮重量負荷)，阻力運動後同化性荷爾蒙 (GH) 的反應會顯著增加。這些的研究

結果可以用來支持並假設單次 DAER 的訓練方式，在誘發同化性荷爾蒙的反應上應該會

顯著大於 DCER 的訓練方式，長期的訓練後，DAER 訓練方式在促進肌肉肥大上也應該

優於 DCER 訓練方式。關於以促進肌肉肥大為目的之 DAER 訓練方式影響同化性荷爾蒙

反應的研究中，Ojasto 與 Hakkinen (2009b) 企圖找出那個離心收縮重量負荷能夠引起更

大的代謝產物 (血乳酸) 與同化性荷爾蒙 (GH) 反應，期望能給予 DAER 訓練方式在促

進肌肉肥大上的建議。Ojasto 與 Hakkinen 讓 11 名有阻力訓練者 (仰臥推舉至少是體重

的 1.2-1.4 倍) 進行 4 種不同離心收縮重量負荷之仰臥推舉 (4 組，每組 10 次反覆，組間

休息 2 分鐘) 分別為 70%、80%、90%及 100% 向心 1RM，向心收縮重量負荷皆為 70% 向

心 1RM。研究結果發現，當離心收縮重量負荷為 90% 向心 1RM 時 (DAER 訓練方式)，

運動後血乳酸的改變量顯著大於離心收縮重量負荷為70% 向心1RM (DCER訓練方式)。

不過，運動後 GH 的改變量在不同離心收縮重量負荷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可能的

原因是該研究只從事單一肌群 (上肢肌群) 或單一訓練動作 (仰臥推舉)，較低的代謝壓

力造成運動後 GH 的改變量較小。假如專家學者想要給予 DAER 訓練方式在促進肌肉肥

大上的處方建議，只從事單一肌群或單一訓練動作是不足夠的。 

為了提高 DAER 訓練方式的實際應用性，並彌補過去研究在實驗設計上的缺失，本

計畫主持人在 104 年度通過的科技部計畫中，探討在進行蹲舉與仰臥推舉時 (全身性大

肌肉群與多關節的阻力運動)，採用不同離心收縮重量負荷的 DAER 訓練方式對血乳酸與

同化性荷爾蒙反應的影響為何。該計畫讓 12 名有阻力訓練的男性 (23.6 ± 1.4 歲，蹲舉

最大肌力是體重的 1.78 倍，仰臥推舉最大肌力是體重的 1.12 倍) 依平衡次序在史密斯機

上分別進行 3 種不同離心收縮重量負荷之阻力測驗，其離心收縮重量負荷分別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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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R 訓練方式)、80%、90% 向心 1RM (DAER 訓練方式)，但其向心收縮重量負荷皆

為 70% 向心 1RM。參與者皆完成 4 組，每組 10 次動作反覆的蹲舉與仰臥推舉，組間休

息 2 分鐘。該結果發現，在進行 3 種不同離心收縮重量負荷之阻力運動後，血乳酸、GH

與 T 的濃度皆顯著上升，然而，阻力運動後立即，只有在 GH 的反應上，離心負荷為 90%

向心 1RM之處理 (1.72±1.75 ng/mL) 顯著大於 80% 與 70%向心 1RM之處理 (0.61±0.56；

0.45±0.54 ng/mL)。儘管該研究結果發現，單次 DAER 訓練後 (90% / 70%向心 1RM) GH

的反應顯著大於 DCER 訓練，不過，在執行該計畫的過程中發現，隨著離心收縮重量負

荷的增加，參與者無法順利完成 4 組 10 次的動作反覆，通常需要施測者的協助才得以完

成每組10次的動作反覆；甚至有些參與者需要額外的休息時間，並再進行另一組的訓練，

才能補足沒有完成的動作反覆次數。相同地，Ojasto 與 Hakkinen (2009b) 的研究中也同

樣發現，隨著離心收縮重量負荷的增加，參與者能夠完成的動作反覆次數則隨之減少 

(70% / 70% 與 100% / 70% 向心 1RM 的動作反覆次數為 35±1.0 次與 30.6±1.2 次)，雖然

離心收縮的重量負荷增加到 100% 向心 1RM，但所造成的動作反覆次數減少，使得總訓

練量 (重量 x 組數 x 動作反覆次數) 減少，該作者解釋這也可能是為什麼當離心負荷增加

到 100% 向心 1RM 時，阻力運動後生長激素的濃度反而開始減少，主要是因為總訓練量

減少的原因。在進行阻力訓練時，由於訓練的強度與總訓練量在促進肌肉肥大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 (Fry, 2004; Krieger, 2010)，如果可以解決訓練強度的提升，可能伴隨總動作反

覆次數與總訓練量減少的問題 (即同時兼顧阻力訓練強度的提升，但又可以維持相同的

總訓練量)，是否在阻力運動後可以誘發更高的同化性荷爾蒙反應，長期訓練後也能更進

一步促進肌肉肥大的程度，值得研究再進一步地探討。 

在擬定阻力訓練的計畫內容時，訓練變項的操弄是相當重要的。其中，一個較容易

被忽視的訓練變項是組內結構 (set configuration) 的操弄 (Haff et al., 2008b)。近年來，研

究慢慢證實操弄組內的結構確實會影響到進行阻力訓練時生理上的反應 (包括代謝產物

的堆積、荷爾蒙的反應、運動自覺程度) (Girman, Jones, Matthews, & Wood, 2014; Mayo, 

Iglesias-Soler, & Fernández-Del-Olmo, 2014; Oliver et al, 2015)，當然生理的反應是會影響

長期訓練後肌肉適能的發展程度 (肌力、爆發力的發展，以及肌肉肥大的程度) (Hansen, 

Cronin, Pickering, & Newton, 2011b; Oliver et al, 2013; Zarezadeh-Mehrizi, Aminai, & 

Amiri-khorasani, 2013)。 

過去有關 CS 訓練影響阻力運動後同化性荷爾蒙反應與肌肉肥大程度的研究是相對

較少的，不過，先前研究的結果是支持使用 CS 訓練來發展肌肉的肥大程度。在進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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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時，相較於 TS 的訓練方式，使用 CS 的訓練方式可以完成更多的動作反覆次數 

(Denton & Cronin, 2006; Iglesias-Soler et al., 2014)，進而完成更多的總作功。而研究指出，

較高的總作功可以提供肌肉更多的刺激，更能促進肌肉肥大的程度 (Loenneke, 2012; 

Sooneste et al., 2013)。CS訓練方式除了在固定的強度下可以完成更多的動作反覆次數外，

如果在固定的反覆次數下，則可以藉由完成較高的強度來增加總訓練量，總訓練量的增

加當然也可以增加肌肉產生肥大的刺激 (Medeiros et al., 2013; Sooneste et al., 2013)。先前

提到，同化性荷爾蒙的釋放，對阻力訓練後所引起的肌肉肥大，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Kraemer & Ratamess, 2003)，因此，許多研究會先藉由測量單次阻力運動後同化性荷爾

蒙的反應，來預期阻力運動訓練可引起肌肉肥大的程度。Girman 等 (2014) 讓參與者在

進行窄拉 (clean pull) (強度為 50-75%1RM) 與蹲舉 (back squat) (強度為 55-70%1RM) 訓

練時，分別使用 TS (窄拉：每組 6 次反覆，共 4 組，組間休息 2 分鐘；蹲舉：每組 4-10

次反覆，共 5 組，組間休息 120 秒) 與 CS (窄拉：每進行 2 次反覆=3 個團組，組內休息

15 秒，組間休息 90 分鐘；蹲舉：每進行 2 次反覆=2-5 個團組，組內休息 15 秒，組間休

息 105-60 秒；全部休息時間與 TS 訓練相同) 的訓練方式，結果發現使用 CS 訓練方式，

阻力運動後生長激素與皮質醇增加的程度與 TS 訓練方式相似，但其血乳酸的濃度則顯著

低於 TS 訓練方式。同樣地，在進行強度為 70%1RM 的蹲舉訓練時，參與者分別使用 TS 

(每組 10 次反覆，共 4 組，組間休息 120 秒) 與 CS (每進行 5 次反覆=2 個團組，組內休

息 30 秒，組間休息 90 秒；全部休息時間與 TS 訓練相同)，結果也發現使用 CS 訓練方式，

阻力運動後血乳酸的濃度則顯著低於 TS 訓練方式 (Oliver et al., 2015)。而目前據我們所

知，僅有一篇研究是針對 CS 的長期訓練對肌肉肥大影響進行檢驗，結果發現在 12 週的

全身性阻力訓練後，使用 TS (每組 10 次反覆，共 4 組，組間休息 120 秒) 或 CS (每進行

5 次反覆=2 個團組，組內休息 60 秒，組間休息也 60 秒；強度、總反覆次數、全部休息

時間與 TS 訓練相同) 的訓練方式，肌肉量的增加是相似的 (Oliver et al., 2013)。 

由上述的幾個研究結果可推測，如果訓練目標是要促進肌肉肥大，CS 的訓練方式不

該取代 TS 的訓練方式。然而，在這幾個研究中，TS 與 CS 的訓練方式都使用相同的總

訓練量 (相同的強度與總反覆次數)，未來的研究應該利用 CS 訓練可以完成更高的強度

與訓練量的優勢，在使用 CS 訓練方式時，固定動作反覆的次數下，提高其訓練強度與訓

練量，是否可以誘發較大血乳酸與同化性荷爾蒙的反應，長期訓練後是否有可能進一步

提升肌肉肥大的程度，值得研究進一步探討。此外，由於 CS 訓練具有完成更高強度與動

作反覆次數的優勢，如果使用 CS 訓練方式可以解決訓練強度提升 (DAER 訓練) 可能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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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總動作反覆次數與總訓練量減少的問題，即同時兼顧阻力訓練強度的提升，但又可以

維持相同的總訓練量，是否在阻力運動後可以誘發更高的血乳酸與同化性荷爾蒙的反應

呢? 

 

研究目的 

(1) 探討在進行蹲舉與仰臥推舉時，使用傳統DCER訓練方式 (離心/向心負荷為 70%/70% 

向心 1RM，4 組 10 次反覆，組間休息 2 分鐘) 與 CS 訓練方式 (離心/向心負荷為

80%/80% 向心 1RM，4 組 x 2 團組 x 5 次反覆，組內休息 30 秒，組間休息 90 秒) 對

代謝產物 (血乳酸) 與荷爾蒙 (生長激素與睪固酮) 濃度的影響。 

(2) 探討在進行蹲舉與仰臥推舉時，使用傳統DCER訓練方式 (離心/向心負荷為 70%/70% 

向心 1RM，4 組 10 次反覆，組間休息 2 分鐘) 與 DAER 結合 CS 訓練方式 (離心/向

心負荷為 90%/70% 向心 1RM，4 組 x 2 團組 x 5 次反覆，組內休息 30 秒，組間休息

90 秒) 對代謝產物 (血乳酸) 與荷爾蒙 (生長激素與睪固酮) 濃度的影響。 

 

研究方法 

1. 參與者 

本研究招募 15 名健康男性為研究參與者 (基本資料如下)，參與者必需有 1 年以上規

律的阻力訓練經驗 (每週至少 2-3 次之全身性阻力訓練，包括蹲舉與仰臥推舉之阻力運動

經驗)，參與者蹲舉 (back squat) 之最大肌力 (1 repetition maximum, 1RM) 必需是體重的

1.5 倍以上，仰臥推舉 (bench press) 之最大肌力必需是體重的 1.2 倍以上 (Ojasto & 

Häkkinen, 2009b)，且無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等重大疾病、也無肌肉骨骼之功能

損傷。 

參與者在整個研究計畫執行過程中，必需繼續維持規律的阻力運動訓練，但是不得

參與阻力訓練以外的其他運動訓練。另外，參與者必需在計畫參與過程中，維持正常之

飲食習慣與生活作息，以避免影響研究之結果。參與者若在過去 6 個月內曾經服用任何

同化性類固醇或營養補充品 (綜合維他命除外) 將屏除於本研究計畫之外。參與實驗前參

與者須先詳閱「受試者同意書」，並由研究者告知本研究之目的、實驗流程及整個實驗流

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若參與者同意參加本實驗，將請參與者填寫受試者同意書、健康

情況調查表與運動習慣調查表，以篩選出本計畫之適當的參與者。本研究計畫將獲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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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基本資料： 

年齡 

(歲) 

身體 

(公分) 

體重 

(公斤) 

蹲舉 1RM 肌力 

(公斤) 

臥推 1RM 肌力 

(公斤) 

23.5 ± 2.1  174.5 ± 4.8  72.8 ± 6.5  126.9 ± 11.2  97.4 ± 9.5 

 

2. 實驗設計 

本實驗招募 15 名有阻力訓練經驗之健康男性為參與者，在進行完測驗熟悉期與最大

肌力的測驗後，將以重複量數 (repeated measures) 及平衡次序 (counter-balanced order) 

的實驗設計，讓參與者在史密斯機 (smith machine) 上分別進行 3 種不同實驗處理之仰臥

推舉與蹲舉運動測驗：離心/向心負荷為 70%/70% 向心 1RM，3 組 10 次反覆，組間休息 

(inter-set rest) 120 秒 (傳統 DCER 訓練處理)；離心/向心負荷為 80%/80% 向心 1RM，3

組 x (2 團組 x 5 次反覆)，組內休息 (intra-set rest) 30 秒，組間休息 90 秒 (CS 訓練處理)；

離心/向心負荷為 90%/70% 向心 1RM，3 組 x (2 團組 x 5 次反覆)，組內休息 30 秒，組間

休息 90 秒 (DAER+CS 訓練處理)；參與者先進行仰臥推舉測驗再進行蹲舉測驗，在 3 種

不同實驗處理下，阻力測驗的全部休息時間是相同的 (Joy, Oliver, McCleary, Lowery, & 

Wilson, 2013)。參與者於每一組的蹲舉與仰臥推舉運動完成後，紀錄參與者的心跳率與自

覺努力程度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此外，參與者在測驗前、測驗後立即、測

驗後 15 分鐘，進行血液的採集，以進行血乳酸、生長激素與睪固酮濃度之分析。完成一

次的仰臥推舉與蹲舉運動測驗後，參與者休息 1 個星期 (但期間仍要維持阻力訓練)，然

後依平衡次序，進行另一次不同實驗處理之阻力運動測驗，直到參與者完成共 3 種不同

的實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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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流程與步驟： 

(1)正式測驗流程圖如下 

 

 

B 

 

 

實驗設計以及不同實驗處理之內容如上圖 A-B 所示： 

 

(2)測驗熟悉期 (familiarization) 

參與者在開始進行正式實驗處理之前，必需先進行 2-3次的熟悉期 (為期 2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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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熟悉測驗之內容與流程外，主要是在進行蹲舉與仰臥推舉運動時，能夠適應較高重

量負荷的離心收縮。在第 1 次的熟悉期過程中，參與者先測量身高、體重，並教導參與

者如何使用自覺努力量表(RPE)。接著，在進行完標準化的熱身活動後 (5 分鐘慢跑及主

要肌群的動態伸展活動)，參與者在史密斯機上進行蹲舉與仰臥推舉動作練習，並要求其

動作必需標準化，確認動作正確之後，讓參與者進行 2 至 3 組重量負荷較高的練習後，

參與者進行 1 次反覆且重量負荷為體重 1.5 倍以上之蹲舉以及重量負荷為體重 1.2 倍以上

之仰臥推舉，主要是確認其蹲舉與仰臥推舉之最大肌力是否符合本研究之篩選標準，才

得以繼續參與實驗。接著，讓參與者練習離心負荷為 90% 向心 1RM (預估 1RM)，向心

負荷為 70% 向心 1RM 的蹲舉與仰臥推舉動作，先練習 1 組連續 10 次的動作反覆，並完

成第 1 次的熟悉期。 

在第 2 次的熟悉期過程中，再次讓參與者熟悉並適應離心負荷為 90% 向心 1RM (預

估 1RM)，向心負荷為 70% 向心 1RM 的蹲舉與仰臥推舉動作，每組進行連續 10 次的動

作反覆，約 2-3 組的練習，組間休息 2 分鐘 (熟悉 DAER 訓練方式)。如果參與者無法完

成 2-3 組的練習，或者參與者還不熟悉與適應離心負荷為 90% 向心 1RM 的蹲舉與仰臥

推舉，將額外進行第 3 次的熟悉期。為期 2 個星期 (2-3 次) 的熟悉期，最主要的目的是

降低任何學習效應 (learning effect) 可能影響到研究的結果，也可以避免參與者在進行較

高重量負荷的離心收縮時發生運動傷害。 

 

(3)最大肌力測驗 (1RM testing) 

熟悉期結束後，參與者在休息至少 72 小時以後，在史密斯機上進行蹲舉與仰臥推舉

的 1RM 測驗。在標準化熱身活動後，參與者先進行蹲舉的 1RM 測驗，再進行仰臥推舉

的 1RM 測驗。1RM 測驗方法參照 Kraemer 與 Fry (1995) 的測驗方法。簡單來說，參與

者先以蹲舉之預估 1RM 的 40-50%來進行 8-10 次反覆，然後休息 2-3 分鐘。之後再以預

估 1RM 的 85%來進行 3-5 次反覆，並休息 3-5 分鐘。接下來逐漸增加重量，並且只進行

1 次反覆，然後休息 3-5 分鐘，如此反覆直到測驗出蹲舉的 1RM (即進行一次動作反覆能

舉起的最大重量負荷)，並盡量在 3-5 個嘗試 (trial) 之內測到 1RM，以避免肌肉開始產生

疲勞而低估 1RM。在休息 10-15 分鐘後，以相同的測驗流程，測驗出仰臥推舉的 1RM。 

 

(4) 不同實驗處理之阻力運動測驗 (acute bout of resistance exercise testing) 

在進行阻力運動測驗的前一天晚上，參與者必需禁食 8-10 小時 (喝水除外)，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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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影響血液中荷爾蒙濃度之可能性。參與者於測驗當日的早上 (07:00-09:00) 到實驗室

報到，參與者先測量體重及配戴心率錶 (Polar)，坐著休息 10 分鐘後，進行測驗前的血

液採集。接著參與者在 8-10 分鐘的標準化熱身活動後，先完成仰臥推舉阻力運動，再完

成蹲舉阻力運動，阻力運動測驗流程如下圖。 

 

 

 = 血液採集；    = 心跳率；    = 自覺努力量表 

 

參與者在史密斯機 (smith machine, G1-FW161, JOHNSON, China) 先進行 1 組 5 次反

覆，強度為 30% 向心 1RM 的仰臥推舉熱身，再進行 3 種不同實驗處理之其中 1 種處理

的仰臥推舉運動測驗：離心/向心負荷為 70%/70% 向心 1RM，3 組 10 次反覆，組間休息

120 秒 (傳統 DCER 訓練處理)；離心/向心負荷為 80%/80% 向心 1RM，3 組 x (2 團組 x 5

次反覆)，組內休息 30 秒，組間休息 90 秒 (CS 訓練處理)；離心/向心負荷為 90%/70% 向

心 1RM，3 組 x (2 團組 x 5 次反覆)，組內休息 30 秒，組間休息 90 秒 (DAER+CS 訓練

處理)。參與者完成仰臥推舉運動測驗後，一樣先進行 1 組 5 次反覆，強度為 50% 1RM

的蹲舉熱身，再完成相同實驗處理的蹲舉運動測驗。參與者在進行每次的動作反覆時，

將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及最大的力量來完成向上的動作 (即向心收縮過程) (Oliver et al, 

2015)；參與者於每一組的仰臥推舉與蹲舉運動完成後，紀錄參與者的心跳率與自覺努力

程度；此外，參與者在測驗前、測驗後立即、測驗後 15 分鐘，採集血液，以進行血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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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激素與睪固酮濃度之分析，參與者即完成 1 種實驗處理的阻力運動測驗。 

 在進行 DAER 結合 CS 訓練方式之蹲舉與仰臥推舉運動時，主要藉由自製的重量掛

鉤裝置 (裝置上可乘載槓片) 掛在槓鈴兩側 (示意圖如下圖 A 與 B)，以調整離心收縮時

的重量負荷與向心收縮時的重量負荷，使槓鈴在下降時 (進行離心收縮) 重量負荷可增加

至 90% 向心 1RM。依照參與者的高度，調整重量掛鉤裝置的高度，使參與者在下蹲至

大腿與地面呈平行時 (蹲舉) 或槓鈴下降輕碰到胸部時 (仰臥推舉)，掛鉤裝置自動從槓

鈴上分離並留在地面，因此，當槓鈴在上舉時 (進行向心收縮)，重量負荷將減回為 70% 向

心 1RM。指導員在參與者進行下一次反覆前 (回到起始動作時)，迅速再將重量掛鉤裝置

掛在槓鈴兩側，以確認每一次動作反覆時離心與向心收縮的重量負荷。 

在進行CS 訓練方式 (包括DAER+CS 訓練方式中的 CS 訓練) 之蹲舉與仰臥推舉運動

時，每進行完 5 次動作反覆 (1 個團組) 後參與者將槓鈴放回架上，並休息 30 秒 (組內休

息)。在組內休息倒數 10 秒時，會通知參與者做好準備，倒數 0 秒時，請參與者再將槓

鈴舉起，以進行另一個團組，即 5 次的動作反覆，完成後將休息 90 秒 (組間休息)。以此

方式進行完所規定的組數 (set) 與團組數 (Cluster set)。 

圖 (A) 

 

 

 

 

 

圖(B) 

 

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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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血液收集與生化分析 

參與者在每一次阻力運動測驗當日 (早上)，在測驗前、測驗後立即、測驗後 15 分鐘，

由護士抽取手肘靜脈血 10 ml (靠近肘部的橈或尺靜脈部位)，其中 3 ml 裝入含有抗凝血

劑的採血管中 (紫管)，另 7 ml 則裝入沒有含抗凝血劑的採血管中 (紅管)。含有抗凝血劑

的紫管，將利用血乳酸分析儀 (Lactate Pro, KDK Corporation, Kyoto, Japan) 進行運動測

驗前及測驗後立即的血乳酸濃度分析。沒有含抗凝血劑的紅管在室溫下等待血液凝固後，

以高速離心機離心處理 (3000 轉，10 分鐘)，使用微量吸注器取上層的血清液 (serum)，

並分裝至數個 1.5 ml 微量離心管中 (eppendorf tube)，放入零下 80 ℃的冰箱冷凍保存，

待實驗全部結束後，將所有血清樣本統一送至醫事檢驗所進行荷爾蒙濃度的分析。本研

究的血液生化分析項目將包括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 GH) 與睪固酮 (total 

testosterone, T) 濃度的測定。 

 

5. 實驗控制 

本研究會探討不同實驗處理之阻力運動對荷爾蒙 (GH, T) 濃度的影響，由於這些荷

爾蒙濃度會受到測驗時間、飲食、運動、生活作息、藥品等影響，為了減少這些因素影

響到本研究之結果，嚴謹的實驗控制是必要的，主要的實驗控制如下： 

首先，參與者在進行每一次的阻力運動測驗前 48 小時不可從事劇烈運動 (包括阻力

運動)、飲酒或吃任何藥品 (例如感冒藥)。阻力運動測驗前一晚，必需禁食 8-10 小時，

並讓身體保持在良好的水合狀態下 (測驗前一天晚上睡覺前及測驗當日早上起床後，各

喝 500 ml 的水)，減少飲食及脫水狀況影響血液中荷爾蒙濃度之可能性。除此之外，參與

者在第一次阻力運動測驗的前一天，必須完成一日飲食記錄表，並將此飲食記錄表拷貝

一份給參與者，讓參與者在第二、三次的阻力運動測驗前一天，盡可能地複製相同的飲

食，以減低飲食內容可能影響到荷爾蒙的濃度。最後，參與者在進行每次阻力運動測驗

時，其血液收集的時間盡量控制在同一個時間點上 (控制在 30 分鐘之內)，以避免荷爾蒙

濃度受到日夜節律的影響。 

 

6. 統計分析 

本實驗所獲得之各項資料，以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for windows 

22.0 中文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顯著水準訂為 α = .05。所有資料皆以平

均值 ± 標準差呈現。主要的統計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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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two-way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處理[2] x

時間[3]) 檢定生長激素與睪固酮濃度在不同訓練處理與不同測驗時間點下是否

有顯著差異。當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時，進一步考驗單純主要效果，並以

Bonferroni法進行事後比較。 

二、以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處理[2] x時間[2]) 檢定血乳酸在不同訓練處理 

與不同測驗時間點下是否有顯著差異。當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時，進一步考驗

單純主要效果，並以Bonferroni法進行事後比較。 

三、以相依樣本t檢定 (t-test) 考驗在不同訓練處理下，心跳率與RPE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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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不同訓練處理對心跳率與 RPE 反應的影響 

(一) DCER 訓練處理 vs CS 訓練處理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心跳率與 RPE 在 2 種訓練處理下 (DCER vs CS) 的差異。結

果顯示參與者在進行 CS 訓練處理時，心跳率與 RPE (168 ± 10、8.71 ± 0.77) 皆顯著高於

進行DCER訓練處理時的心跳率與RPE (159 ± 15、8.02 ± 0.77) (t=-3.418, p=0.004；t=-5.773, 

p=0.000)。 

 

不同訓練處理之心跳率與 RPE 的反應 

 

 

(二) DCER 訓練處理 vs DAER+CS 訓練處理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心跳率與 RPE 在 2 種訓練處理下 (DCER vs DAER+CS) 的差

異。結果顯示參與者的心跳率與RPE，在進行DAER+CS訓練處理時 (163 ± 12、8.19 ± 0.78) 

與進行 DCER 訓練處理時 (159 ± 15、8.02 ± 0.77) 並無顯著差異 (t=-1.831, p=0.088；

t=-1.221, p=0.242)。 

 

不同訓練處理之心跳率與 RPE 的反應 

 

 

二、不同訓練處理對血乳酸、生長激素與睪固酮濃度的影響 

(一) DCER 訓練處理 vs CS 訓練處理 

以重覆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血乳酸在 2 種訓練處理與 2 個測驗時間下 (運

動前、運動後立即) 的差異。結果顯示訓練處理與測驗時間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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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395, p=0.017)。將不同訓練處理進行單純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現，運動後立即 CS

訓練處理的血乳酸濃度顯著高於 DCER 訓練處理 (11.95 ± 3.28 vs. 9.85 ± 3.06 mmol/L，

p=0.019)。另外，在運動前並未發現血乳酸在不同訓練處理之間有顯著的差異。此外，將

不同的測驗時間點進行單純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現，CS 的訓練處理在運動後立即，血

乳酸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 (運動後立即 vs. 運動前，11.95 ± 3.28 vs. 1.03 ± 0.19 mmol/L，

p=0.000)，DCER 的訓練處理在運動後立即，血乳酸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 (運動後立即 vs. 

運動前，9.85 ± 3.06 vs. 1.05 ± 0.15 mmol/L，p=0.000)。 

 

不同訓練處理之運動前後血乳酸 (mmol/L) 的濃度 

 

 

以重覆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生長激素在 2 種訓練處理與 3 個測驗時間下 (運

動前、運動後立即、運動後 15 分鐘) 的差異。結果顯示訓練處理與測驗時間的交互作用

未達顯著水準 (F=2.507, p=0.133)。但訓練處理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4.565, p=0.050)，

進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現，在所有測驗時間下，CS 訓練處理的生長激素濃度顯著高

於 DCER 訓練處理時的生長激素濃度 (CS 訓練處理 vs. DCER 訓練處理，2.08 ± 0.58 vs. 

0.96 ± 0.39 ng/mL，p=0.050)。在測驗時間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9.538, p=0.007)，進

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現，在 2 種訓練處理下，運動後立即的生長激素濃度顯著高於

運動前的生長激素濃度 (運動後立即 vs. 運動前，0.84 ± 0.22 vs. 0.06 ± 0.01 ng/mL，

p=0.009)；運動後 15 分鐘的生長激素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的生長激素濃度 (運動後 15 分

鐘 vs. 運動前，3.65 ± 1.10 vs. 0.06 ± 0.01 ng/mL，p=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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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訓練處理之運動前後生長激素 (ng/mL) 的濃度 

 

 

以重覆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睪固酮在 2 種訓練處理與 3 個測驗時間下 (運動

前、運動後立即、運動後 15 分鐘) 的差異。結果顯示訓練處理與測驗時間的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水準 (F=0.187, p=0.830)。此外，訓練處理的主要效果也未達顯著水準 (F=1.450, 

p=0.248)，即表示在所有測驗時間下，CS 與 DCER 的訓練處理之間沒有差異存在。僅在

測驗時間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66.091, p=0.000)，進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現，

在 2 種訓練處理下，運動後立即的睪固酮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的睪固酮濃度 (運動後立

即 vs. 運動前，776 ± 43 vs. 591 ± 39 ng/ dl，p=0.000)；運動後 15 分鐘的睪固酮濃度顯著

高於運動前的睪固酮濃度 (運動後 15 分鐘 vs. 運動前，639 ± 45 vs. 591 ± 39 ng/ dl，

p=0.027)。 

 

不同訓練處理之運動前後睪固酮 (ng/ dl) 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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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CER 訓練處理 vs DAER+CS 訓練處理 

以重覆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血乳酸在 2 種訓練處理與 2 個測驗時間下 (運動

前、運動後立即) 的差異。結果顯示訓練處理與測驗時間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F=1.694, p=0.214)。此外，訓練處理的主要效果也未達顯著水準 (F=2.769, p=0.118)，即

表示在所有測驗時間下，DAER+CS 與 DCER 的訓練處理之間沒有差異存在。僅在測驗

時間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185.335, p=0.000)，進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現，在 2

種訓練處理下，運動後立即的血乳酸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的血乳酸濃度 (運動後立即 vs. 

運動前，9.38 ± 0.62 vs. 1.00 ± 0.03 mmol/L，p=0.000)。 

 

不同訓練處理之運動前後血乳酸 (mmol/L) 的濃度 

 

 

以重覆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生長激素在 2 種訓練處理與 3 個測驗時間下 (運

動前、運動後立即、運動後 15 分鐘) 的差異。結果顯示訓練處理與測驗時間的交互作用

未達顯著水準 (F=2.913, p=0.071)。此外，訓練處理的主要效果也未達顯著水準 (F=3.796, 

p=0.072)，即表示在所有測驗時間下，DAER+CS與DCER的訓練處理之間沒有差異存在。

僅在測驗時間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7.696, p=0.011)，進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現，

在 2 種訓練處理下，運動後立即的生長激素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的生長激素濃度 (運動

後立即 vs. 運動前，1.13 ± 0.29 vs. 0.07 ± 0.01 ng/mL，p=0.006)；運動後 15 分鐘的生長

激素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的生長激素濃度 (運動後 15 分鐘 vs. 運動前，2.91 ± 0.92 vs. 

0.07 ± 0.01 ng/mL，p=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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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訓練處理之運動前後生長激素 (ng/mL) 的濃度 

 

 

以重覆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睪固酮在 2 種訓練處理與 3 個測驗時間下 (運動

前、運動後立即、運動後 15 分鐘) 的差異。結果顯示訓練處理與測驗時間的交互作用未

達顯著水準 (F=0.092, p=0.913)。此外，訓練處理的主要效果也未達顯著水準 (F=0.010, 

p=0.921)，即表示在所有測驗時間下，DAER+CS與DCER的訓練處理之間沒有差異存在。

僅在測驗時間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64.397, p=0.000)，進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發

現，在 2 種訓練處理下，運動後立即的睪固酮濃度顯著高於運動前的睪固酮濃度 (運動

後立即 vs. 運動前，752 ± 45 vs. 576 ± 36 ng/ dl，p=0.000)。 

 

不同訓練處理之運動前後睪固酮 (ng/dl) 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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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在進行阻力訓練時，使用團組訓練方式 (組內安排 30 秒的休息時間) 可以完成更高

的強度，並誘發更高的血乳酸與生長激素的濃度。 

 

二、儘管使用團組訓練方式可以解決離心負荷增加所伴隨動作反覆次數減少的問題，但

並無法進一步誘發較高的血乳酸與生長激素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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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美國肌力與體能訓練協會 (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Association) 於

每年 7月初都會在美國境內某一個城市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National 

Conference)，旨在提供一個讓學術研究者、選手、肌力與體能教練可以互相交流的機會，

並發表最近阻力運動訓練的相關學術研究及實際上的應用。今年的研討會於 7月 11至 14

日選在美國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城市舉行，約有二千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學者與教練參

與，而此研討會在肌力與體能訓練的相關領域上，可算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型研討會，

因此本人也會定期參與此研討會。 

在為期 4天的研討會中，大會每天除了安排學術表現卓越的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invited sessions) 之外、還包括訓練實務上的操作，例如教導參與者如何進行加速度

訓練、核心訓練等。當然，每天也有安排來自世界各地之學者與研究生進行口頭發表 (oral 

presentations) 與海報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s)，彼此交流研究的成果，並建議如

何實際應用研究的結果。另外，隨著運動營養的議題愈來愈受到重視，研討會也安排多場

關於營養增補的演講，讓整個研討會涵蓋學術研究、實務應用、訓練方法與營養增補等不

同的議題。4天的參與下來讓本人在不同的議題上都獲得到新知識與新的概念，包括「運

動表現的評估工具」、「青少年(9-18歲)在阻力訓練計畫上的處方擬定」、「穿戴式的阻力

訓練方法」、「重新思考阻力訓練後荷爾蒙反應扮演的角色」、「如何使用血液與尿液中的生

化指標來監控選手的訓練壓力、肌肉損傷與恢復狀況」等議題。本次出席 2018年美國肌

力與體能訓練協會年度國際研討會的主要目的為發表學術論文，發表型式為海報發表，安

排在 7月 12日 12:00-13:30進行發表，在短短的 90分鐘，有多位學者、教練與本人就實

驗內容上與應用上進行討論，並給予本人許多建議，發表過程相當順利，也認識相同研究

領域的學者，收穫滿滿。 

 

 

 

 

 

 

 

 



 

 

 

 

 

 

 

 



 

 

 

二、 與會心得 

由於本人的研究方向著重在阻力運動訓練的應用上，因此本人會盡量參與 NSCA 每年

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參與研討會之後，除了可以在阻力運動訓練的研究上獲得新

知外，更能透過參與研討會認識更多的國際學者，除了期望未來在學術上有合作的機會之

外，更希望讓自己在研究上，能跟得上研究的主流。今年在研討會上認識二位韓國的學者 

(Kim Chang-Kook學者，大學；Wanki Lim學者，大學)(上圖)，其中，Wanki Lim學者更

是 NSCA在韓國設立分會的主要代表 (韓國分會的會長)。因此，也跟這位韓國分會會長做

了簡單的交流與請教，了解肌力與阻力訓練 (實務與研究) 在韓國的發展為何，更期待未

來在訓練實務上或學術研究上有合作的機會。 

近年來，肌力與體能訓練在台灣逐漸受到重視，不僅在運動員的訓練上，也普及到一

般民眾的訓練上。因此，許多台灣的研究生與健身房教練積極想考取肌力與體能訓練相關

證照，並參與各種肌力與體能訓練的工作坊。然而，相較於日本、韓國與大陸，台灣的學

者、研究生與教練參與該研討會的比例，雖然有持續的進步，但在參與研討會比例的提升

上仍然有待努力。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growi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eccentric-enhanced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ynamic accentuated external resistance 

training, DAER training) may produce superior strength and power gains than traditional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ynamic constant external resistance training, DCER training).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ute effects of multi-joint and whole body DAER training 

on anabolic hormone responses and muscle damage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PURPOS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back squat and bench press using DAER training on blood lactate (LAC), 

growth hormone (GH), testosterone (T), and muscle damage marker. METHODS: Twelve 

resistance-trained male subjects (23.6 ± 1.4 years, 177.2 ± 8.2 cm, 76.2 ± 9.9 kg) performed 3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in repeated-measures and counter-balanced research design. All 

participants performed 4 set of 10 repetitions for squat and bench press exercises with 2 minutes 

of rest between sets on smith machine at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70%/70% (DCER 

training), 80%/70%, and 90%/70% of concentric 1RM (DAER training).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exercise and analyzed for LAC, GH and T concentrations. 

Moreover, creatine kinase (CK) and maximal isometric strength (MVIC)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24 and 48 hour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s. A two-way repeated-measures ANOVA 

(treatment x time) and the LSD post hoc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 significant level is set 

at α = .05. RESULTS: LAC, GH, and T lev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treatments. However, only significantly higher GH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90%/70% treatment (1.72±1.75 ng/mL) when compared with 80%/70% (0.61±0.56) 

and 70%/70% (0.45±0.54 ng/mL) treatment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3 treatments in LAC and T level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Regarding to 

muscle damage, CK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MVIC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24 hour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treatment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3 treatments. CONCLUSIONS: DAER training may induce greater GH response and 

similar muscle damage when compared with DCER training during a hypertrophy protocol.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suggest that DAER training 

performed at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90%/70% of concentric 1RM may be 

recommended to further induce metabolic stress and possibly muscle mass after long-term 

training. However,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benefits of DAER training on muscle 

hypertrophy. ACKNOWLEDGEMENTS: This study was funded by Taiwan’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104-2410-H-003-099). 

 

四、 建議 

建議對肌力與體能訓練有興趣的研究生，好好做研究，有機會來參與美國肌力與

體能訓練研討會，更希望教育部、科技部甚至各學校在補助研究生參與國際研討會上，



特別是參與肌力與體能訓練相關的研討會，有更多的名額提供，補助獎金也能提高，

讓研究生能更早接軌國際學術的交流，並將國外最新的肌力與體能訓練方式帶回台

灣。 

五、其他 

海報發表內容請參考附件 



ACUTE EFFECTS OF ECCENTRIC-ENHANCED RESISTANCE TRAINING ON ANABOLIC 

HORMONE RESPONSES AND MUSCLE DAMAGE DURING A HYPERTROPHY PROTOCOL 
 

Jen-Yu Ho1, Wo-Ling Yao1, Cheng-Ting Liu2, Jheng-Hao Ding1 

1Department of Athletic Performa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DAER training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90%/70% of concentric 1RM) may induce greater GH response and similar 

muscle damage when compared with DCER training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70%/70% of concentric 1RM) during a hypertrophy protocol.   
 

 As 40-50% greater force can be produced during the eccentric phas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centric phas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eccentric muscle actions are underloaded during 

traditional weight training.                                             (Yarrow et al., 2008; Dudley et al., 1991) 

 An alternative form of weight training, termed dynamic accentuated external resistance (DAER) 

training, which refers to loading patterns where the eccentric phase of the repetition is followed 

by the concentric phase with a lower load, attempts to optimize the muscular adaptations 

associated with weight training.  

 This training technique (alteration of the loads between eccentric and concentric phases)  has 

been shown to contribute to increased maximal strength and power output.                                      

                                                                                    (Doan et al., 2002; Ojasto and Hakkinen 2009)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increased maximal concentric force output: increased eccentric load 

could increase neural stimulation, recovery of stored elastic energy, contractile machinery 

alterations, and preload.                                                                                     (Doan et al., 2002) 

 A recent study investigated different DAER loads in bench press exercise and concluded that 

the 90% / 70% (ECC/CON, respectively) of concentric 1RM loading within a protocol of 4 sets 

of 10RM might augment acute metabolic and growth hormone responses, suggesting its 

possible beneficial use in long-term training for muscle hypertrophy.                                    

                                                                                                                 (Ojasto and Hakkinen 2009)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ute effects of multi-joint and whole body DAER training 

on anabolic hormone responses and muscle damage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Purpos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back squat and bench press exercises using DAER training 

technique on blood lactate, growth hormone, testosterone, and muscle damage markers.  

 Participants. Twelve healthy resistance-trained male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ge 23.6 ± 1.4 years, body mass 76.2 ± 9.9 kg, squat 1RM 135.4 ± 20.1 kg, 

bench press 1RM 85.6 ± 0.1 kg).  Participants were all recruited as being able to squat at 

least 1.3 times bodyweight and bench press at least 0.8 times bodyweight.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frain from strenuous exercises and caffeine consumption 24 hours before 

any testing. All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were conducted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day, and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maintain similar diet consumption before each treatment. All 

procedures were approved by the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for use of human subjects. 
 

 Experimental Design.  After the familiarization and 1RM testing sessions, all 

participants performed 3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on separated days at least 72 hours apart  

using  repeated  measures  and  counter-balanced  designs. During each treatment, 

participants performed 4 set of 10 repetitions for squat and bench press exercises with 2 

minutes of rest between sets and three minutes of rest between exercises on smith machine 

at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70%/70% (DCER training), 80%/70%, and 90%/70% 

of concentric 1RM (DAER training).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exercise and analyzed for blood lactate (LAC), growth hormone (GH) 

and total testosterone (T) concentrations. Moreover, creatine kinase (CK) and maximal 

isometric strength (MVIC)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24 and 48 hour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s. 
 

            Statistical Analyses. A two-way repeated ANOVA and the LSD post-hoc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ata obtained from 3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set a p ≤ 0.05.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suggest that DAER training performed at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90%/70% of concentric 1RM may be 

recommended to further induce metabolic stress and possibly muscle mass 

after long-term training. However,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benefits of DAER training on muscle hypertrophy. 

Result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reatments and time points were 

observed in all results. However, LAC, GH, and T lev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treatments. 
 

Furthermore, only significantly higher GH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90%/70% treatment (1.72±1.75 ng/mL) when compared with 80%/70% 

(0.61±0.56 ng/mL) and 70%/70% (0.45±0.54 ng/mL) treatment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3 

treatments in LAC and T level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Regarding to muscle damage, CK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MVIC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24 hour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treatment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K and MVIC were observed among 

3 treatments.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growi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eccentric-

enhanced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ynamic accentuated external resistance training, DAER training) 

may produce superior strength and power gains than traditional resistance training (refers to dynamic 

constant external resistance training, DCER training).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ute effects of 

multi-joint and whole body DAER training on anabolic hormone responses and muscle damage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PURPOS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back squat and bench press using DAER 

training on blood lactate (LAC), growth hormone (GH), testosterone (T), and muscle damage marker. 

METHODS: Twelve resistance-trained male subjects (23.6 ± 1.4 years, 177.2 ± 8.2 cm, 76.2 ± 9.9 kg) 

performed 3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in repeated-measures and counter-balanced research design. All 

participants performed 4 set of 10 repetitions for squat and bench press exercises with 2 minutes of rest 

between sets on smith machine at eccentric/concentric loadings of 70%/70% (DCER training), 80%/70%, 

and 90%/70% of concentric 1RM (DAER training).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exercise and analyzed for LAC, GH and T concentrations. Moreover, creatine kinase 

(CK) and maximal isometric strength (MVIC)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24 and 48 hour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s. A two-way repeated-measures ANOVA (treatment x time) and the LSD post hoc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 significant level is set at α = .05. RESULTS: LAC, GH, and T lev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treatments. However, only significantly higher GH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90%/70% treatment (1.72±1.75 ng/mL) when compared with 80%/70% 

(0.61±0.56) and 70%/70% (0.45±0.54 ng/mL) treatment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3 treatments in LAC and T level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Regarding to 

muscle damage, CK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MVIC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24 hours after resistance 

exercise in all 3 treatment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3 treatments. 

CONCLUSIONS: DAER training may induce greater GH response and similar muscle damage when 

compared with DCER training during a hypertrophy protocol.  

Figure 1. Mean (± SD) growth hormone (GH) concentration at pre- and immediately post-

exercise in each of the 3 loading treatm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pre-

exercise, * p < 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90% / 70% treatment, & p < 

0.05 

Table 1. Mean (± SD) blood lactate (LAC) concentration at pre- and 

immediately post-exercise in each of the 3 loading treatm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pre-exercise,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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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ean (± SD) creatine kinase (CK) concentration at pre- and 24 and 

48 hours post-exercise in each of the 3 loading treatm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pre-exercise, * p < 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48hr post-exercise, # p < 0.05. 

Figure 2. Mean (± SD) total testosterone (T) concentration at pre- and 

immediately post-exercise in each of the 3 loading treatm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pre-exercise, * p < 0.05 

 

Figure 3. Mean (± SD) maximal squat isometric strength (MVIC) at pre- and 

24 and 48 hours post-exercise in each of the 3 loading treatm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pre-exercise,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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