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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訓練對國小學童平衡影響之探討 

Sports Training on Balance Effect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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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學童的動作發展過程中，如何有效地維持身體姿勢穩定度，是學童動作學習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為大部分的動作學習基礎皆須有良好的穩定度，例如騎腳踏車、各種運動技能學習等，因此，平衡控

制能力在學童動作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份量。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運動訓練對於學童平衡之影響，並藉

由結果讓大家正視學童的日常運動，進而養成規律運動習慣。本研究針對國小學童三十九名，平均年齡

10.15±1.06 歲，進行為期三週十二天運動訓練，期間進行未經運動訓練前及經運動訓練後之閉目單腳站

立平衡及開目雙腳站立平衡測試，結果顯示，學童經運動訓練後，其閉目單腳站立平衡及開目雙腳站立

平衡均優於未訓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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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童在動作發展過程中，必須先發展出成

熟的身體姿勢穩定度，才能逐漸熟練各種不同

的移位和操控技巧(Haywood & Getchell, 

2001)；而根據動作控制系統理論中指出，學

童的平衡能力是由一些不同神經和肌肉骨骼

等次要系統聯合作用所表現出的功能

(Woollacott & Burtner,1996)；由此可知，

學童的動作發展過程中，如何能有效地維持身

體姿勢穩定度，是學童往後在動作學習中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因為大部分的動作學習基礎皆

須有良好的穩定度，例如騎腳踏車、各種運動

技能學習等，因此，平衡控制能力在學童動作

發展上佔著舉足輕重的份量。 

根據 O＇Hare 和 Khalid(2002)研究中指

出，發展協調障礙學童在小腦功能上有某些程

度上的失能，而造成這些學童在閱讀、寫字動

作及平衡能力上發展遲緩，因此，本研究主要

在探討運動訓練對於國小學童平衡之影響，並

藉由結果讓大家正視學童的日常運動，進而養

成規律運動習慣。 

二、研究方法 

（一） 受試者：本研究之受試者為國小

三至六年級學生，平均年齡 10.15±

1.06 歲，共 39 名。本研究受試者之

篩選條件為，未受到專業運動項目之

訓練者。 

（二） 運動訓練內容：為期三週十二天

之空手道訓練及體能訓練（肌力、平

衡、協調、速度、敏捷、柔軟度）。 

（三） 測試動作及方法：閉目單腳站立

平衡、開目雙腳站立平衡。 

1.閉目單腳站立平衡測驗方法為，受試

者以自己慣用腳擡起，並按動作標準

進行測試，只要未達動作標準者，測

驗時間即結束。 

2.開目雙腳站立平衡之測量儀器為平

衡測定器，測驗方法是將身體平衡維

持在中心指標點，如身體無法維持平

衡時，左右腳會往下壓，此時記錄左

右腳下壓的次數，如下壓次數越少，

即代表平衡能力越好，測驗時間為十

五秒。 

（四） 測試儀器：平衡測定器、碼錶。 

（五） 實驗流程：說明實驗目的及實驗

流程→填寫受試者同意書及基本資料

→前測→實施訓練計畫→後測→資料

分析處理。 

（六） 資料收集與分析：以 SPSS FOR 

WINDOWS 之套裝軟體將所得資料進行

相依樣本Ｔ考驗分析，比較閉目單腳

站立平衡及開目雙腳站立平衡之未經

運動訓練前及經運動訓練後之差異情

形，其統計考驗顯著水準為α＝.05。 

三、結果與討論 

  運動訓練對於學童平衡之影響結果，分別

列於下表，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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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閉目單腳站立平衡及開目雙腳站立平衡   

     之未經運動訓練前及經運動訓練後差異   

     統計表      (n＝39) 

 
前測平均值

(標準差)

後測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閉 目 單 腳
站 立 平 衡
（sec） 

8.08 

±6.21 

11.86 

±13.10 
0.045 

開 目 雙 腳
站 立 右 腳
平衡（次） 

2.54 

±1.41 

1.55 

±1.13 
0.000 

開目雙腳
站立左腳
平衡（次） 

2.64 

±1.35 

1.97 

±1.16 
0.006 

  在 Assaiante和 Amblard(1995)研究中指

出，人的平衡動作發展中，共歸納出四個階

段，其中第三個階段為七歲到青春期，這個階

段的平衡控制強調頭部控制能力，而從吳昇光

和蔡輔仁（民 91）針對我國 1,188 位學童所

做的發展協調障礙學童體適能及動作能力研

究中發現，我國九歲和十歲學童在靜態平衡

（單平衡板平衡）及動態平衡（單腳跳格子）

之兩個平衡能力表現，皆比美國同年齡層的學

童表現差，而研究中指出，其學童並無醫學上

的病徵，但就動作發展的角度上來評估，發現

我國學童的動作協調能力比歐美各國學童

差，這是一個值得我們省思的問題，而在

Woolacott 等(1987) 指出，隨著年齡的增長，

學童越能倚賴不同的知覺系統來控制平衡，而

我國學童是否因運動不足，而造成動作發展落

後歐美，這是也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其在

O＇Hare 和 Khalid(2002)的研究中也指出，發

展協調障礙學童在小腦功能上有某些程度上

的失能，而會造成這些學童在閱讀、寫字動作

及平衡能力上發展遲緩，而藉由適度的運動，

可刺激身體發展（如小腦等），因此，本研究

藉由探討運動訓練對於學童平衡的影響，讓大

家正視學童日常運動習慣養成，進而養成規律

運動習慣。 

由上述討論中，得知運動對於學童的重

要，而本研究結果中也顯示，學童經運動訓練

後，其閉目單腳站立平衡及開目雙腳站立平衡

測試均優於未訓練前，因此可瞭解到，適度的

運動訓練，可增進其學童的平衡能力。 

四、結論 

本研究針對運動訓練對學童平衡影響進

行探討，研究結果顯示，藉由適度運動訓練可

增進學童平衡控制能力，而在日常生活中，不

論在遊戲中跑跳或是運動技能的學習及表現

上，都須藉由平衡能力來完成動作，因此建議

學童應養成規律運動習慣，促進身體發展及動

作學習控制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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