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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音樂對人體的反應，音樂具有放鬆作用，進而減少肌肉耗氧量，增加血氧量；反之前庭功能受到傷害，依照受傷的程度中樞

神經都會有代償作用，導致每位患者在姿態控制表現的不同，近年來有許多研究利用測力板收集受測者的重心及晃動的位

置，以足底受力的資料分析平衡，也間接的反應出前庭脊髓反射動作。本研究利用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的論點，進行音樂干擾

的實驗，同時達到音樂療法、前庭干擾，來分析平衡的表現。本研究以二十名前庭功能無障礙受測者進行實驗，利用測力板，

探討受測者經過音樂干擾的失衡程度之關係。

關鍵字：音樂療法、前庭干擾、平衡

一、緒論

人體的姿勢控制主要靠前庭脊髓反射(vestibule-spinal

reflex, VSR)；因此，不論那個方向的動作皆能刺激微

小的受納細胞，把人體環境的位置通知大腦(陳全壽，

民 87)。身體已失去平衡或即將失去平衡時，來自半規

管的刺激將會通知大腦中樞(CNS)來調整或修正，使身

體免於失去平衡(林正常，1987)。這些組織器官是支配

身體平衡以及身體肌肉緊張，如果有一部位受到傷害

時，則身體會向受傷的一側偏離造成運動表現不佳，

這是迷路神經受到損害所引起全身各拮抗肌群間緊張

的不平衡。在音樂療法方面，Koudinov 引用自瑞典

Karolinski 研究院的 Harmat 與 Tores 表示，音樂可減

低身體承受的負擔(Koudinov，2008)，因為它可能使

肌肉比較協調，比較節省能量。Doping Journal 期刊針

對 MichaelPhelps 在 2008 年北京奧運的表現作為研究

對象，MichaelPhelps 在下水前都會以音樂來放鬆心

情，Bergeron 博士認為一直聽音樂，然後在入水前一

兩分鐘停止，會短暫增加血中含氧量，因而是一種增

強運動表現，運動組織的規定，M1：增加氧氣運輸之

第 2 項，使用可以增加氧氣吸收，運輸或傳送的產品，

例如，紅血球生成素、改良過的血紅素製劑，至少包

括血紅素為主的代用血液，微膠囊血紅素製劑，超氟

化合物，及 efaproxiral (RSR13)，所以人為地增加氧氣

攝取，應視為運動禁藥，因此有學者認為在正式比賽

前以音樂來達到增加運動表現是類屬於禁藥的一種

(Koudinov，2008)。由此可知，音樂可以讓肌肉更為

協調，近年來測力板廣泛被用作中風、腦外傷，漿液

性中耳炎，和前庭功能障礙患者的姿勢描計檢查，此

項檢查容易進行，且對受測者不具刺激性，可重複測

量、作為篩選和追蹤之用，因此本研究將使用測力板

針對此一狀況分析音樂干擾對於人體平衡能力所造成

的影響。

二、實驗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對象為 20 位下肢腳無骨骼肌肉傷害、耳疾、及

頭部外傷的成年人(身高:168.35±8.9cm,體重:65.85±

13.8kg,年齡:23.65±4 歲)，所有受試者慣用腳均為右

腳，所有受試者均以雙手抱胸、雙腳與肩同寬、開眼

時雙眼直視前方一點的姿勢站立。測力板是使用

Zebris 公司所出產的 CMS (型號 HL)， 其步驟如下：

1. 以耳機套住耳朵並播放音樂進行干擾和無耳機干

擾，分別以左腳單腳站立來評估受試者身體的靜

態平衡能力。

2. 以耳機套住耳朵並播放音樂進行干擾和無耳機干

擾，分別以右腳單腳站立來評估受試者身體的靜

態平衡能力。

3. 以耳機套住耳朵並播放音樂進行干擾和無耳機干

擾，分別以右腳單腳站立且閉眼測試來評估受試

者身體的靜態平衡能力。

4. 以耳機套住耳朵並播放音樂進行干擾和無耳機干

擾，分別以左腳單腳站立且閉眼測試來評估受試



者身體的靜態平衡能力。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實驗利用德國製Zebris公司所出產的CMS (型號HL)

結果得資料參數，均以 SPSS 第 12 版電腦軟體分析：

1.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一般正常人帶耳機與不

帶耳機，測量對地作用力與移動面積、力量中心

(COF)總合移動、COF 水平移動、COF 垂直移動

之運動表現。

2. 統計數值考驗均以α=.05 為顯著水準。

表一、受試者右腳站立測試 t 檢定分析表

有戴耳機 無戴耳機 t 值 p 值

開眼

移動面積(mm*mm)

COF 總合移動(mm)

COF 水平移動(mm)

COF 垂直移動(mm)

閉眼

移動面積(mm*mm)

COF 總合移動(mm)

COF 水平移動(mm)

COF 垂直移動(mm)

230.8±144

322.9±232

4.7±3.4

5.5±3.5

45.80±361

663.1±446

7.16±5.4

9.2±6.5

197.4±134

387.1±246

6.2±2.5

6.6±2.9

473.5±272

522.8±402

9.2±3.4

10±4.8

1.48

-2.11

-0.69

-0.32

0.68

1.73

-0.48

-0.53

0.15

0.04*

0.18

0.74

0.79

0.1

0.18

0.6

表二、受試者左腳站立測試 t 檢定分析表

四、結果與討論

結果統計如表(一)、(二)，數據顯示僅有表(一)開眼右

腳站立 COF 總合移動範圍對於有無耳機具有顯著水

準，因為受試者慣用腳皆右腳，這也表示說音樂干擾

在對於本研究中而言只發現對受試者的慣用腳有稍微

的影響療效，但整體而言音樂干擾並無影響下肢的平

衡能力運動表現，有至於在比賽前利用音樂來增加運

動表現應視為禁藥的論點，在本研究實驗並無適用，

而前庭受到傷害會影響運動表現，在本研究亦無適

用。另外本研究中使用的音樂是英文搖滾樂，對於某

些受試者來說並不一定喜好這樣的音樂類型，是否不

同的音樂型態或語言會影響下肢肌肉放鬆或緊張程

度，並不得而知，未來可再進一步研究。

五、結論

音樂療法、前庭干擾在本研究皆無適用，影響結果的

因素可能有一下幾點；

1.推計因音樂的干擾程度並非有達到前庭具有受傷的

程度。

2.音樂療法所進行的音樂類型並非適用每一位受試

者。

3.本研究的實驗對象僅有二十位，也因樣本數的不足

所造成數據上的差異。

音樂干擾對於下肢平衡的影響，除了須排除以上所假

設的因素之外，仍需進一步的探討，才能有效的達成

實驗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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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戴耳機 無戴耳機 t 值 p 值

開眼

移動面積(mm*mm)

COF 總合移動(mm)

COF 水平移動(mm)

COF 垂直移動(mm)

閉眼

移動面積(mm*mm)

COF 總合移動(mm)

COF 水平移動(mm)

COF 垂直移動(mm)

156.5±105

338.2±190.6

4.4±2.6

6.3±3.76

749.8±617.4

629.6±516.1

10±4.5

8.5±7.6

180.8±115.5

337.9±214.2

4.9±2.6

5.2±3.4

616.5±388.9

710.7±394.2

8±4.5

11.4±5.6

-0.26

0.006

-0.44

0.371

0.758

-0.772

0.558

-1.49

0.50

0.99

0.51

0.71

0.45

0.45

0.12

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