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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功能性活動測試是評估老年人日常生活功能與體能的常用方法，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老年人膝踝等速肌力與下肢功能性活動之相

關。20 名老人自願參與，分別以等速測力儀進行膝關節屈曲/伸展 (60°/s、180°/s) 與踝關節蹠屈/背屈 (60°/s) 等速肌力測試，以 30

秒坐椅站立、6 公尺坐站行走、6 分鐘行走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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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皮爾森相關係數

來分析彼此間的相關性，統計顯著水準皆定為α= .05。結果顯示：30 秒坐椅站立與膝關節 60°/s 之伸展與屈曲肌力峰值皆有顯著相

關， 6 公尺坐站行走則與膝關節 60°/s 的伸展肌力峰值有顯著相關，然而 6 分鐘行走與下肢膝 (60°/s & 180°/s) 踝 (60°/s) 等速肌力

峰值則皆無相關。本研究驗證 30 秒坐椅站立與下肢肌力具有高度相關性，因此以 30 秒坐椅站立評估老人之下肢肌力是相當可信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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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內政部 (2008) 統計指出我國老年人口已達 10.25%，老

年人骨骼肌的控制能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黃泰諭，

2005)，而 Aoyagi 等(1992)研究指出人體從 30 歲到 80 歲

約會流失 30~40 % 的肌肉量，其中又以下肢的肌肉量流

失最多，這樣的結果使肌肉截面積變小，進而造成不能

長時間活動、不能快速變換方位、平衡能力失調，甚至

造成身體活動能力下降的情形。

下肢肌力對於老人預防跌倒及日常生活功能的獨立性皆

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針對老年人

下肢肌力進行探討，如 Purser 等(2003)的研究發現下肢肌

力和行走速度呈現正向線性相關，而下肢肌力的衰退和

老年人身體姿勢穩定性不良的表現有關（林威秀等，

2004），因此建構老人良好的下肢肌力是很重要的。

功能性體適能是指獨立自主且不會產生身體不適的狀況

下，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項身體活動之能力(Rikli &

Jones, 1999)。先前研究指出功能性體適能檢測是一種安

全又簡單的方法（呂美玲，2003），然而有限研究探討這

些檢測與老人實際生理功能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便選用

三種代表性之功能性體適能測試以探討與膝踝等速肌力

在快速收縮與慢速收縮之相關。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13 位老年人（平均年齡 68±7.1 歲，身高

159.9±6.6 公分，體重 62.6±8.6 公斤）自願參與，研究前

告知實驗目的與流程並經問卷填答與晤談確認皆無下肢

傷害與影響平衡之相關病變。

2. 儀器設備：本實驗使用 Biodex 等速肌力測定儀

(Biodex System 4 Pro, Biodex Medical System, New York,

USA)，並選取膝、踝關節測試配件，與搭配 Biodex

Advantage 操作軟體進行膝關節屈曲與伸展以及踝關節

蹠屈與背屈之肌力峰值測量。

3. 測驗工具：本實驗採用 Rikli & Jones (2001)所撰寫的

Senior Fitness Test Manual 一書中之功能性體適能之部分

測驗，方法簡述如下：

6 公尺坐站行走 (6 Meter-up-and-Go)：主要評估敏捷性與

動態平衡。受試者完全坐立於坐椅上，當聽到「開始」

時，受試者需以最快的速度起立，並快走繞過三公尺之

標誌物後回到原本的坐椅。(不能用跑的)

6 分鐘行走 (6-Minute Walk)：主要為評估有氧耐力之方

法。此測驗在測量受試者在六分鐘之內沿著 20m×5m 之

範圍所走的距離。受試者在聽到「開始」後，以快走的

方式進行，每繞完一圈，給予受試者一個信物幫助其計

算圈數。

30 秒坐椅站立 (30-second chair stand)：主要為評估下肢

肌力之方法。此測驗在測量受試者在 30 秒中，起立坐下

之次數。當受試者聽到「開始」後，雙手交叉於胸前，

以最快的速度進行三十秒膝伸直並且站立的動作。

4. 實驗流程：檢視 Biodex S4 等速肌力測定儀與測驗場地

佈置無誤，以口述方式和受試者說明實驗流程、目的和

注意事項，經受試者同意後填寫受試者基本資料和同意

書。

下肢功能性活動測試以 30 秒坐椅站立、6 公尺坐站行走、

6 分鐘行走測驗依序進行。本研究的等速肌力測驗及速度

包含膝關節伸展/屈曲 60°/s、180°/s 與踝關節伸展/屈曲 60

°/s 之測試，每個角速度進行反覆 5 次。

5. 資料處理：資料彙整後以 SPSS 套裝軟體 12.0 版處



理，以描述性統計受試者資料並以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product-moment) 來檢定各變項間的相關性，顯

著相關定為 p ＜ .05。

三、結果與討論

膝關節 60°/s、膝關節 180°/s 與踝關節 60°/s 等速肌力峰值

與三種功能性體能測試之相關係數摘要如表一、表二與

表三，顯示 30 秒坐椅站立與膝關節在慢速中的伸展與屈

曲都達顯著相關；而 6 公尺坐站行走僅膝關節在慢速中

的伸展達顯著相關。而踝關節只有在左腳的蹠屈達顯著

相關（*代表兩變項間有顯著相關，L 代表左側，R 代表

右側，E 代表伸展動作，F 代表屈曲動作，DF 代表背屈，

PF 代表直屈，PT 代表肌力峰值。）。

表一、膝 60 與功能性體適能測驗之結果

膝 60°/s LEPT LFPT REPT RFPT

30 秒坐椅站立 .54* .45* .49* .50*

6 公尺坐站行走 .43* .35 .63* .35

6 分鐘行走 .04 .03 .20 .13

表二、膝 180 與功能性體適能測驗之結果

膝 180°/s LEPT LFPT REPT RFPT

30 秒坐椅站立 .35 .29 .36 .28

6 公尺坐站行走 -.26 -.31 .40 -.11

6 分鐘行走 .17 .20 .10 -.02

表三、踝 60 與功能性體適能測驗之結果

踝 60°/s LEPT LFPT REPT RFPT

30 秒坐椅站立 .50* -.40 .33 -.04

6 公尺坐站行走 -.47* .08 -.27 -.11

6 分鐘行走 .30 -.08 .18 .08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老年人膝踝等速肌力與下肢功能性活

動之相關，結果顯示 30 秒坐椅站立表現只有在雙膝 60°/s

伸展與屈曲肌力峰值較有密切的關係，其原因應與坐站

過程中，因膝關節需要承受連續 30 秒之站立與坐下的動

作變換，所以需頻繁收縮下肢股四頭肌與腿後肌群肌肉

收縮來伸/降身體的重心/量（本研究老人平均完成次數為

12.0±3.0 次）；此外由於 30 秒坐椅站立表現與雙膝 180°/s

伸展與屈曲肌力峰值較無密切關係，因此可知老人坐站

動作所需的膝關節肌力應與較慢的收縮/動作速度有關。

此外，本研究結果也顯示 6 公尺坐站行走僅與雙膝 60°/s

伸展肌力峰值有顯著相關，而 6 分鐘行走則與膝關節等

速肌力峰值皆無顯著相關存在，此發現應與此兩種功能

性測試活動本質有關。因 6 公尺坐站行走僅需要求受測

老人坐姿與站姿一次的動作變換，開始於膝關節伸展撐

起身體重量，並快步前行折返後，再順應地心引力穩坐

於起始位置，老人快速起立之動作以股四頭肌收縮為

主，故與膝 60°/s 伸展肌力峰值有顯著相關堪稱合理；而

6 分鐘行走則是要求受測老人以自覺之適當速度步行，因

此測試動作不像 30 秒坐椅站立需使用較大之下肢肌力，

因此與膝關節或者踝關節肌力無顯著相關存在應是可以

理解的。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為不同的下肢功能性活動測試與老年人膝踝

等速肌力之相關不同，30 秒坐椅站立與下肢膝關節 60°/s

伸展與屈曲等速肌力峰值有顯著相關，而 6 公尺坐站行

走則僅與膝關節 60°/s 伸展肌力峰值有顯著相關，其機轉

應與各種測試動作之本質有關。

本研究建議 30 秒坐椅站立是一種評估高齡老人下肢肌肉

適能之簡便方法，而為改善高齡老人傷後復健之功能性

活動整體表現，以等速測力儀訓練下肢膝關節 60°/s 伸展

與屈曲等速肌力，應也是一種有效且安全之方法，建議

後續研究可嘗試同步量測/觀察高齡老人功能性活動中之

下肢肌電活化程度變化/差異，來深入探討雙膝各肌群活

化/徵召時序等現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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