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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不同性別動態平衡測試圖

坐姿動態平衡能力之相關研究 ---以自行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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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體平衡的能力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平衡感好的人，身體協調性也優於平衡不佳的人，亦不易造成運動傷害。人體平衡能力
包含坐姿與立姿平衡，運動項目中也有跟坐姿平衡相關的項目，如划船或輕艇等。本專題研究以自行車與韻律球測試作為動態
平衡的依據。以大專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坐姿平衡之因素。本研究以男女各 30 名共 60 位 18-25 歲一般大學生為受試者，
利用自行車直線前進方式，探討人體動態坐姿平衡之狀況，以 T-TEST 檢定不同性別坐姿平衡能力之差異，以皮爾遜檢定不同身
高、體重坐姿平衡能力之相關。結果為不同性別身高體重與坐姿平衡能力並無相關且不同性別之坐姿平衡能力並無差異存在。
關鍵詞:平衡能力、動態平衡、自行車、韻律球

壹、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平衡對於我們有很大的重要性，幾乎時
時都在維持平衡狀態，卻又經常忽略其存在。平衡能力
良好人體從事各種動態和靜態的動作表現則會較為協
調、優雅，並且不容易因平衡不良而造成意外的傷害
（范姜逸敏，2001）。若能透過訓練來提昇平衡能力，
將有助於個人學習特殊性運動技能的效率。身體的平衡
又分為坐姿與立姿二項平衡能力，而坐姿平衡就日常生
活功能而言，是一項先決性的安全條件，且與立姿有密
切關係（莊芝菁，1991）。再者坐姿如果沒掌握到平衡
方式和不正確的方法，除了看起來沒精神外，姿勢不正
確也容易造成腰痠背痛，甚至影響脊椎、壓迫到神經，
進而影響到身體本身的健康。由此可知坐姿與立姿對於
生活中具有同等之重要性。劉寶猜（1978）人體能達到
平衡的姿勢，或當身體某一部分改變位置時，其餘部分
跟著改變，以求取新的平衡。身體的移動可透過跑步或
走路來完成，然而此種方式對於要求效率及時間之現
代，在生理上對身體將造成一定程度之負荷，然而完成
特定之工作，為人類基本的生活條件。根據醫學界及運
動界所公認的三項最有氧的運動為長跑、游泳和騎自行
車(黃金宏，2006)。尤其騎自行車是一個最健康的生活
方式、不只能鍛鍊體力也是符合環保的代步工具，對身
體和健康都有很大的益處。自行車自然成為迅速達到目
的亦可節省時間降低身體負荷之移動工具。自行車以坐
姿為主，身體坐姿平衡表現是否正確也影響著騎車時的
效率，故本研究選擇以自行車為測試工具，以達本研究
動態坐姿平衡之要求。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30 名男性與 30 名女性共 60 人，且經由問卷調
查結果無重大足以影響坐姿平衡功能者為受試對象。以
坐姿動態平衡為主，本研究選擇自行車為測試工具，在
無凹凸之地面用白色膠帶貼出長 20 公尺寬 30 公分之直
線，測試者需超出 10 秒騎出直線，如在 10 秒內超出以
實際時間計算，11 秒以上以 10 秒計算。受試者在行進
中間不可超出白色膠帶貼黏範圍，雙腳也不可踏地，超
出範圍或雙腳踏地視為測驗結束，以實際測驗秒數計
算。研究目的主要擬初步釐清不同性別動態坐姿平衡能
力之差異並探討不同身高、體重動態坐姿平衡能力之相
關。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一）以皮爾遜檢定不同
性別、身高、體重坐姿平衡能力之相關。 (二) 以 t-test

檢定不同性別坐姿平衡能力之差異。
叁、結果與討論
蔡子同、陳世中、羅錦興和蘇芳慶，（2003）在進行多
套的評估系統及開發自行研發的系統時指出，人類平衡
系統的維持，必須依賴複雜的多重控制系統，這些系統
主要包含了視覺、本體感覺和前庭的感覺受器。而這些
感覺受器的主要功能，則包含了提供頭和 軀幹在空間
中的位置訊息，肢體在移動時的位移速度和身體在代償
平衡控制時所需的內在、外在力量的大小。因為三種維
持平衡機制的系統互相交互影響是很複雜。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性別、身高、體重與坐姿平衡能力相關上，性別
與身高、體重具有顯著的負相關，坐姿平衡能力則不具
有相關性，如表一。
表一 性別、身高、體重與坐姿平衡能力相關表

性別 身高（cm） 體重（kg）
身高 -.748＊＊

體重 -.475＊＊ .625＊＊

自行車 -.204 .104 .081

二、不同性別動態坐姿平衡能力並無顯著性差異，如表
二。
表二 不同性別坐姿平衡能力 t 檢定

T 值 df 顯著性
不同性別 1.59 58 .128

根據（賴呈茂，1989）以游泳項目男女生共 30 人利用動
覺測量器作為運動記憶測試工具，結果指出時間對記憶
力確實有影響，同時發現在 5 秒和 15 秒的時間之間，對
記憶力的影響沒有顯著性的存在。亦卽在這段時間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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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身高與動態平衡測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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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體重與動態平衡測試圖

記憶力的影響不大。並且運動記憶會隨著時間消失。然
而根據本研究測試所得資料顯示，所有受試者之測試秒
數位於五秒至十五秒之時間範圍，隨著測試次數的增加
其運動表現亦隨之改善。而本研究以自行車為動態平衡
測驗，隨著測試次數的增加男性與女性成績都有明顯上
升的趨勢。此結果與上述研究有所不同，針對動態運動
表現是否與一般記憶力測試有所不同值得探討。Figura
等人（1991）以六至十歲男童 45 名和女童 45 名為研究
對象，以閉眼單足站立在測力板上測量平衡能力，其結
果發現兒童的靜態平衡能力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進步，
但在性別上並未有太大的差異。胡名霞、林慧芬（1994）
以無平衡障礙之疾病者，男性 40 名與女性 23 名為對
象，其中青年組 19名平均年齡 24歲，中年組 23名平均
年齡 47歲，老年組 21名平均年齡 65歲。以碼表紀錄受
試者睜眼和閉眼單足站立的時間，結果顯示性別上並無
顯著影響，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所獲結果相同。

在自行車測驗身高越高的受試者騎乘自行車時間越久，
身高越矮成績越差，由圖二身高群組來看 140-149.9 群
組自行車騎乘秒數變化幅度較大，而 180-189.9 公分群
組騎乘秒數提升狀況較佳，有可能是受到自行車高度之
影響。林聯華和相子元(2006)指出籃球比賽中，不夠彎
曲的膝關節角度，身體重心會偏高，將造成身體較不平
衡。

由圖三看出體重越重者騎乘秒數變化雖大，但時間都偏
長久。而體重輕者變化雖然不大，時間卻都偏短。而有
關體重對於動態平衡所產生影響的研究，然而至今相關
的研究文獻仍不多見。平衡變化差異大有可能是運動過
後的疲累造成前庭與視覺上敏感度下降。如林尚武(2002)
指出在運動後，實驗者並沒有辦法有效的運用來自前庭

與視覺的訊息。
肆、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坐姿動平衡能力相關研究，根據研
究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隨著測試次數增加，男性與女性成績都有明顯上升
的趨勢。但差異度並不大，由各方文獻以及研究顯示性
別對平衡能力並無太大的差別。(二)身高越高的受試者
平衡能力優於身高低的受試者。(三)體重越重者騎乘秒
數比較久，而體重較輕者秒數偏低。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人體動態平衡能力可以藉由訓練而獲得提
升，身高體重與性別並不會影響人體動態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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