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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在衛生醫療日漸進步的情況下，臺灣也漸漸成為一個高齡化的國家，隨著年齡的老化身體部份機能的退化，造成老年人

跌倒的風險提高，其中一項關鍵因素就是平衡能力的退化。本研究的目的為評估不同地區的老年人平衡能力，利用一組測力

板裝置(kistler 9218B&放大器)，受試者站立於力板上，分別操作開、閉眼雙腳站立、開、閉眼雙腳前後站立等四個動作，每

次站立 5秒，次與次間休息 10 秒，計算壓力中心(COP)移動軌跡之總距離來作為能力指標。結果：關渡地區開、閉眼雙腳站

立分別為 81.37cm、83.08cm，秀林鄉分別為：77.67cm、79.85cm，關渡地區開、閉眼雙腳前後站立分別為 84.96cm、94.51cm，

秀林鄉分別為：86.91cm、97.28cm，兩個地區的老年人在四個動作中的壓力中心移動軌跡總長度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但是在

參與實驗的受試者中的年齡卻達到了顯著的差異，秀林鄉的受試者平均年齡比關渡地區的受試者年長，差距 7.71 歲，所以

兩個地區的老年人在對於不同的動作，表現上還是會有不同。

關鍵字：壓力中心、測力板、移動軌跡

一、緒 論

現今的社會已漸漸進入高齡化的社會，根據內政部統

計處統計年報指出，2007 年臺灣地區達 65 歲以上的

人口以達 10.2%，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人口推估

報告更指出未來 10 年將增為 14.7%，高齡化的社會將

會付出龐大的社會資源在面對老年人健康問題，其中

跌倒是老年人必須面對的一個隱憂，根據國內研究指

出以年齡 75-84 的老人為主的問卷調查中，在過去一

年中有 55.8%的老人曾經跌倒過，其中更有 25.8%有發

生兩次以上的跌倒（許淑芳，2005），而跌倒所引發的

一些併發症輕則扭傷重則會有生命危險，秦毛漁，盧

德發，吳美惠（2008）指出失去平衡是老年人發生跌

倒的主要原因之一，過去有文獻利用壓力中心(COP,

center of pressure)移動軌跡總長度來評估受試者間的

平 衡 能 力 (Corriveau,Hebert, Raiche, & Prince,

2004;Dettmann, Linder,& Sepic, 1987)，故本研究將利

用壓力中心的總移動軌跡來評估不同地區老年人平衡

能力，進而討論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

台北市關渡地區 19 名(平均年齡 68.47)及花蓮縣秀林

鄉 11 名(平均年齡 76.18)無下肢病變之健康老年人。

2. 研究器材：

本實驗使用 Kwon GRF 2.0 配合測力板裝置（kistler

9281B），擷取頻率為 1000Hz，擷取 COP 位置。

3. 實驗步驟：

說明實驗內容以及填寫基本資料與簽屬告知同意

書，然後請受試者稍微伸展、熱身，接下來受試者

須在力板上完成 4 種動作，分別為睜眼雙腳平行站

立、閉眼雙腳平行站立、睜眼雙腳前後站立、閉眼

雙腳前後站立，平行站立時腳尖朝前與腳跟在同一

直線上，雙腳前後站立時支撐腳位於後方雙腳在同

一直線上，前腳腳跟與後腳腳尖互相接觸，支撐腳

定義為下階梯時跨出去的第一隻腳，每個動作當受

試者做出要求動作並穩定後收取 5 秒的資料，每次

動作間休息 10 秒。

4. 資料處理：

COP 軌跡的移動距離計算公式：

Displacement=∑((xn-xn+1)
2+(yn-yn+1)

2)1/2

Displacement 為總 COP 軌跡的移動距離。

(xn、yn)為在 n 秒時 COP 在力板上的空間座標。

統計軟體使用 spss12.0 利用獨立樣本 t 考驗，顯著水

準α=.05 比較關渡地區與秀林鄉的老人家平衡能

力，用相依樣本 t 考驗來比較動作間表現是否有差

異。

三、 結果

結果四個動作，關渡地區與秀林鄉的老年人 COP 總

移動軌跡距離沒有達顯著差異如（表一），在參與實驗



的老年人的年齡達顯著（t: -2.896,P: .007），動作之間

關渡地區開、閉眼平行站立以及開眼平行/前後站立動

作間沒達顯著差異，其他動作間皆達顯著差異，秀林

鄉在開、閉眼平行站立動作間未達顯著，其他動作間

皆達顯著差異。

表一 COP 移動軌跡（mean±SD,cm）

動作 關渡 秀林鄉
開眼平行站 81.37±13.85 77.67±14.87c

閉眼平行站 83.08±15.52a 79.85±16.76d

開眼前後站 84.96±16.78b 86.91±16.36c,e

閉眼前後站 94.51±18.33a,b 97.28±22.44d,e

a為關渡地區閉眼平行/前後站達顯著差異，b為關渡地區開/閉眼前
後站達顯著差異，c為秀林鄉開眼平行/前後站達顯著差異，d為閉
眼平行/前後達顯著差異，e為開/閉眼前後站達顯著差異。

四、討論與建議

關渡地區與花蓮秀林鄉之間老年人的平衡能力方面並

無達到顯著差異，但是在參與該實驗的老年人年齡方

面卻有顯著的差異，沈竑毅、洪偉欽與成和正（2007）

以 80 名高齡女性，在活動形態方面分規律運動組以及

坐式生活組兩組，在年齡方面分 65 歲-74 歲、75 歲-84

歲、85 歲以上三組，所得到的結果在活動形態上在平

衡能力上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年齡方面 65-74 組的

平衡能力顯著優於 85 歲以上組，Liang、Cameron 與

Chumlea(1998)以 538 名 65-80 歲的華人老年人，分

65-69 、70-74 與 75-80 三組，結果也是 75-80 歲組別

的老年人平衡能力為最差，本研究之結果與上列文獻

的結果有所出入，上述兩篇文獻皆採用睜眼單足站立

的時間作為評估平衡能力的指標，與本研究所採用的

評估動作不同，是否為造成結果有所出入的原因？另

外將動作與動作之間來作比較（表一）睜、閉眼雙腳

平行站立在總 COP 軌跡移動距離是沒有差異的， 意

味著對參與本實驗的老年人來講開、閉眼雙腳站立難

度上沒有差異，若針對地區個別來看，關渡地區的老

年人在睜眼雙腳站立與睜眼前後站立沒有差異，但是

對花蓮秀林鄉的老年人來說這兩個動作上是有差異

的，所以兩個地區的老年人在對於不同的動作，表現

上還是會有不同，將來可以將另一地區相同年齡範圍

內的老年人再拿來作比較看看平衡能力以及表現上是

否有所不同？或是利用其他的參數來作為平衡能力的

指標（如不同的動作、cop 的面積、肌電反應或影片

分析），另外也可以深入比較該地區人種、生活形態、

飲食…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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