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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衡控制能力與下肢功能性活動是預測老人跌倒風險的有效方法，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高齡老人靜態平衡與下肢功能性活動之相

關。13 位高齡老人 (男 7 位，女 6 位)自願參與，分別以 AMTI 測力板評估靜態平衡能力，以 30 秒坐椅站立、6 公尺坐站行走與 6

分鐘行走作為下肢功能性活動的評估方式，所得數據以平均數±標準差表示，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檢定其彼此間的相關性，統計顯著

水準皆定為 α=0.05。結果顯示：30 秒坐椅站立與個體靜態平衡表現似無顯著相關，6 公尺坐站行走與個體靜態平衡表現皆有顯著

正相關(.44~.61, p<.05)，6 分鐘行走與個體靜態平衡表現之搖晃面積有顯著負相關。本研究驗證 6 公尺坐站行走測驗表現與老年人

靜態平衡能力有關，然而 30 秒坐姿站立測驗則似乎與老年人靜態平衡能力較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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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老人相關的健康問題中，跌倒是重要的議題之一，因

跌倒是台灣老人事故傷害的第二大死因（林茂榮、王夷

暐，2004），且跌倒後不僅使老人身體受傷，更會增加

其心理壓力，進而增加健康照護的成本，據估計有多達

50%的跌倒老人害怕再度發生跌倒，進而可能會導致自

我活動設限而失去獨立活動的功能（蔡素蘭、林茂榮，

2002）。因此，如何正確又方便的去評估跌倒風險，進

而提醒高風險者注意預防，是件重要的事。

測量老年人的平衡能力及下肢功能性活動皆為可行之評

估方法 (Sieri & Beretta, 2004)，使用平衡能力測量儀器

可以取得量化的客觀數據，靜態之平衡測試可提供個案

站立時身體壓力中心偏移程度之高低。而下肢功能性活

動的評估，施測容易，測試時間簡短，很適合作為評估

社區老人跌倒風險的方法，尤其6公尺坐站行走測驗更

是有很好的信效度（林茂榮、王夷暐，2004），本研究

之目的在瞭解老人靜態平衡與下肢功能性活動之相關。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

13 位可依自己意願控制下肢行動之老人(男 7 位，女 6

位，身高 159.9±6.6 公分，體重 62.6±8.6 公斤，年齡

68.0±7.1 歲)自願參與，並經問卷塡答與晤談確認皆無下

肢傷害與平衡病變，基本資料如表一。

2. 研究工具

A: 基本資料問卷：個人基本資料表填寫，以及疾病史調

查。

B: 靜態平衡評估：以 AMTI (Advance Mechanical

Technologies Inc, USA) Accusway測力板取得受試者腳壓

中心 (COP) 的訊號，再以 Balance Trainer 軟體計算出腳

壓中心搖晃量 (COP displacement) 的半徑、速度與面積，

搖晃半徑是以各取樣點至腳壓中心距離的平均值、搖晃

速度則是將所有 COP 偏移量之總和除以所測量之時間、

搖晃面積則是指所有 COP 偏移量所涵蓋的面積，數值愈

低，穩定度就高，擷取頻率 100Hz。

C: 30 秒坐姿站立測驗 (30-second chair stand)：受試者坐

在約 43 公分高之靠背椅，背打直、雙手交叉於胸前，

聽到『開始』的口令後，從椅子站起，須完全站直再回

到完全坐下的姿態。30 秒到時計算其站起坐下的次數。

D: 6 公尺坐站行走測驗 (6 Meter-up-and-Go)：測驗開始

前，受試者坐在椅子上，手放大腿，當聽到『開始』的

口令（測試者同時按下碼錶），受試者從椅子上站起

來，儘可能快速的繞過距離 3 公尺處的角錐（不能雙腳

同時離地）並回到椅子，當受試者完全坐下的瞬間，檢

驗員同時按下停止鍵終止碼錶時間。

E: 6 分鐘走測驗 (6-Minute Walk)：評估 6 分鐘內沿著 20

公尺×5 公尺的矩形所有走的距離，受試者在聽到『開

始』的口令時馬上快走（不能雙腳同時離地），每走一

圈給受試者一個信物幫助其計算圈數，在測驗期間應不

斷鼓勵受試者，在最後 2 及 1 分鐘時要提醒受試者。

3. 研究步驟

本研究受測者經詳細說明測試方法及流程，簽署同意書

及個人基本資料後，即開始進行各項測試。

4. 資料處理



資料輸入由視窗版 SPSS 12.0 版處理，以描述性統計受

試者資料並以皮爾森積差相關 (Pearson product-moment)

來檢定其彼此間的相關性，顯著差異定為 p ＜ 0.05。

三、結果與討論

本實驗受試者各變項基本資料如表一，皮爾森相關係數

分析結果顯示：30 秒坐椅站立與個體靜態平衡表現似無

顯著相關，6 公尺坐站行走與個體靜態平衡表現皆有顯

著正相關 (.44 ~ .61, p < .05)，6 分鐘行走與個體靜態平

衡表現之搖晃面積有顯著負相關，各變項相關矩陣如表

二。

表一 受試者各變項基本資料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搖晃半徑(cm) 0.59 0.14

搖晃速度(cm/sec) 1.28 0.33

搖晃面積(cm*cm) 4.64 2.30

30 秒坐椅站立(次) 12.0 3.0

6 公尺坐站行走(sec) 9.0 2.1

6 分鐘走(m) 489.5 34.2

表二 各變項相關矩陣

30 秒坐椅站
立(次)

6 公尺起身走步
(sec)

6 分鐘走
(m)

半徑
(cm)

-.31 .49* -.41*

速度
(cm/sec)

-.05 .44* -.33

面積
(cm*cm)

-.37 .61* -.45*

30 秒坐姿站立可以評估下半身肌力，6 公尺坐站行走可

以評估敏捷性與動態平衡，而 6 分鐘走則可評估有氧耐

力，此三種測驗涵蓋了老人下肢功能之能力指標，是評

估老年人身體活動能力的好方法 (Jones, 2002)。

本研究顯示 6 公尺坐站行走與靜態平衡能力之間有顯著

正相關，應與此項測試要求受測老人需以較快速度從椅

上站立並以最快速度行走，因此過程站立動作與行走動

作皆須受試者保持適當平衡與肢體控制有關，推測其背

後的協調平衡機制應有相似之處；此外以 275 位 65 歲以

上之社區居住老年人之研究，也發現計時起身-走步測試

和閉眼單足立 (r = -.23, p < .01) 呈顯著負相關（唐翔威

等，2008），這表示平衡差者閉眼單足站立時間較短卻

花較長的時間去完成計時起身-走步；亦即顯示 6 公尺坐

站行走與靜態平衡能力之間有顯著正相關，也驗證了 6

公尺坐站行走測驗也是評估老人平衡能力的簡便方法

（林茂榮，2004）。

本研究顯示6分鐘行走與靜態平衡表現之搖晃半徑、面

積有顯著負相關，意即有較小搖晃半徑、搖晃面積之受

試者因有較佳的平衡控制能力而有較長之行走距離，因

搖晃半徑與姿勢穩定度有關而涵蓋面積則與本體感覺與

視覺功能有關（林威秀，2009），因此也間接支持6分

鐘行走測驗是評估老人平衡能力簡便方法的觀點，與保

持良好本體感覺與視覺功能的重要性。

本研究也發現 30 秒坐椅站立與靜態平衡之間似無顯著

相關，意即二者之間可能無直接之關係。李肇中等

(2003) 探討 39 位中風患者 (63.8±12.8 歲) 功能性平衡評

估測試之相關性時，發現平衡能力與坐到站之動作時間

呈顯著負相關 (r ＝ -0.510, p ＜ .01)，可能是因受試者有

差異而有不同之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為 6 公尺坐站行走測驗表現與老年人靜態平

衡能力有關，然而 30 秒坐姿站立測驗則似乎與老年人

靜態平衡能力較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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