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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是臺灣社會目前面臨到的嚴重

問題，在全民健保與運動領域也很重視老年人的

相關議題，本研究利用測力板測量中、老年人

(52-82歲)的右、左腳閉眼單足立的壓力中心(COP)

的移動軌跡，比較不同年齡間平衡參數之差異。

方法：30名中、老年人參與本實驗，平均年齡

69.00±8.61歲，分三組為50-65歲(中年N=8，平均

年齡57.50歲)、65-75歲(輕老年N=12，平均年齡

68.83歲)與75-85歲(中老年N=10，平均年齡78.40

歲)共3組，受試者必須在測力板上進行：右、左

腳閉眼單足立，各項測驗2次，取最佳成績作資料

分析，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進行處理，利用SPSS12.0套裝軟體進行

統計分析，顯著水準訂為α =.05。結果：左腳閉

眼單足立平衡時間、右腳閉眼單足立總COP移動

速度、左腳閉眼單足立總COP移動速度、與左腳

閉眼單足立內外側方向移動速度等四個平衡參數

達顯著差異（p＜.05）。結論：年紀越大，平衡

能力急速下降，我們應保持良好的平衡能力，預

防老年跌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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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ing society in Taiwan is now facing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exercise are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ssues related to the elderly. 

This study, force platform measurements, the 

elderly (52-82 years), right and left foot on one 

foot with eyes closed, the center of pressure 

(COP) trajectory,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quilibrium parameters. 

Methods: Thirty elderly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average age of 69.00 ± 8.61 years 

old.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50-65 years (middle-aged N = 8, mean age： 

57.50 years), 65-75 years (young-elderly N = 

12, mean age： 68.83 years), and 75-85 years 

(elderly N = 10, mean age: 78.40 years). One 

Kistler force platform (1000Hz)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tatic balance, and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carry out tasks of righ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with eyes closed(ROLSB) and lef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with eyes 

closed(LOLSB).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by using SPSS 12.0 software 

packag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 =.05.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ime of lef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with eyes closed, the total 

COP speed of righ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with eyes closed, the total COP speed 

of lef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with eyes 

closed, the total COP medial-lateral peed of lef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with eyes closed. 

(p <.05) Conclusion: The elderly, the rapid 

decline in balance, we should maintain a good 

balance, to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elderly 

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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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高齡化社會的
定義是當一地區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

佔 7%以上。臺灣早在 1993年已是老人化國家，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統計年報指出，2009年臺灣地
區達 65歲以上的人口已達 10.6%〔4〕，以老化指
數層面而言，1993年的 28.2%到 2009年已驟升



至 65.1%，由此可知，台灣人口結構正迅速地高
齡化。而臺灣人的零歲平均餘命雖已達到 78.97
歲〔1〕，但估計有 6.4年過著不健康的壽命〔7〕，
若不重視老年人口的健康問題，將造成全民健保

與家庭照護成本的沉重負擔。秦毛漁、盧德發與

吳美惠(2008)指出失去平衡是老年人發生跌倒的
主要原因之ㄧ，且老化是一個不間斷過程，隨著

時間生理的各項機能會逐漸退化，肌肉量流失等

原因都會造成老年人平衡能力每況愈下。老化不

僅使身體機能變差，平衡感與柔軟度也與時俱

退，但姿勢的平衡與控制對日常生活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對於老年人來說，平衡能力是預

防跌倒的重要控制因素，因此近年來有很多的研

究都探討影響影響老人姿勢平衡與控制的要素以

及增進平衡能力的方法〔6〕。本研究利用測力板
壓力中心的移動軌跡來檢測中、老年人的靜態平

衡能力以比較不同年齡靜態平衡能力的差異，分

組是以 Thorson(1995)對中、老年人的分類分為中
年(50-65歲)、輕老年(65-75歲)、中老年(75-85
歲)。 

 
三三三三、、、、材料與方法 
 
1.研究對象： 
臺中縣沙鹿地區 30 名受試者，分成第一組為
50-65歲8名之中年人(平均年齡57.50歲)、65-75
歲 12名之輕老年人(平均年齡 68.83歲)及 75-85
歲 10名之中老年人(平均年齡 78.40歲)。 

2.研究器材： 
本實驗使用測力板裝置(Kistler 9286AA)，擷取
頻率為 1000Hz，擷取 COP位置。 

3.實驗步驟： 
說明實驗內容以後填寫基本資料與簽署受試  
者同意書，將受試者加以編號後，受試者在測  
力板上完成 2個動作，分別為右腳閉眼單足  
立（righ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ROLSB）
（如圖一）、左腳閉眼單足立（left foot one-leg 
standing balance, LOLSB），左右腳採平衡次序
法各測試 2次，每次動作測試單足立的最久時
間。 

 
 
 
 
 
 
 
 
 
 
 
 

 
 
 
 
 
 
 
            
 
 
 
 
 
 
 
 
            
        圖 1、右腳閉眼單足立 
4.資料處理： 

COP軌跡的移動距離計算公式： 
總 COP移動距離＝ ( ) ( )( ) 2

1
2

1
2

1∑ ++ −+− nnnn yyxx  

( )ny、nx 為在 n秒時 COP在測力板上的座標。再

將總 COP 移動距離除以閉眼單足立時間為
COP移動速度。 
統計軟體使用 SPSS12.0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顯著水準 α＝.05比較三組受試者的平衡能
力，如果有差異再以 Scheffe法進行多重比較。 
 
四四四四、、、、結果與討論 
 
    所有參與者平均平衡參數(平衡時間、總COP

移動軌跡、總COP移動速度、左右腳XY方向移動

速)如表1所示，結果發現LOLSB平衡時間、

ROLSB總COP移動速度、LOLSB總COP移動速

度、與LOLSB內外側方向移動速度等四個平衡參

數達顯著差異，進一步比較後發現這四個平衡參

數中年人優於中老年人與輕老年人優於中老年

人，在Liang、Cameron與Chumlea(1998)以538名

65-85歲的老年人，分為65-69、70-74與75-80歲等

三組，結果也是75-80歲組別的中老年人平衡能力

為最差，與本研究之結果相似。另外，ROLSB總

COP移動軌跡、LOLSB總COP移動軌跡雖未達顯

著差異，但各組的數值均有中年人比其他兩組高

的趨勢，與李尹鑫、張家豪、王宏正(2010)的研

究是取在測力板上雙腳站立穩定後5秒的資料，發

現到總COP移動軌跡的參數均為隨著年齡上升而

變大的趨勢，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不同，是因為本

實驗是採單腳站立在力板上最久時間的資料，且



平衡時間中年人高於其他兩組之故。 

表 2、各組 COP移動軌跡、速度 

 
50-65歲 

N=8 

65-75歲 

N=12 

75-85歲 

N=10 

ROLSB 

平衡時間(秒) 
3.06±2.25 1.86±1.57 1.42±0.98 

LOLSB 

平衡時間(秒) 
3.53±1.35

ab
 1.94±1.63

a
 1.15±0.46

b
 

ROLSB 

總COP移動

軌跡 (公分) 

30.26±18.83 26.15±24.82 28.89±18.65 

LOLSB 

總COP移動

軌跡 (公分) 

35.71±12.11 29.00±23.63 23.37±14.54 

ROLSB總

COP移動速

度(公分/秒) 

11.01±3.18
c

 13.39±3.17 22.51±9.16
c

 

LOLSB總

COP移動速

度(公分/秒) 

10.70±2.53
d

 15.62±7.58
e

 20.72±8.49
de

 

ROLSB 

X方向移動

速度 

(公分/秒) 

8.18±7.10 8.97±5.43 11.70±5.68 

ROLSB 

Y方向移動

速度 

(公分/秒) 

8.91±5.32 9.85±4.78 14.36±9.15 

LOLSB 

X方向移動

速度 

(公分/秒) 

2.15±0.76 4.12 ±1.19 2.16±6.82 

LOLSB 

Y方向移動

速度 

(公分/秒) 

7.25±2.08
f

 10.75±6.18 16.61±8.92
f

 

abcdef均為顯著差異 
 
 
 
 
 

五五五五、、、、結論 
 
    老人平衡能力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主要原因
是對於老人跌倒的預防有很大之作用。由上述結

果可瞭解，老年人年齡越大，平衡能力急速下降，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我們平時除了要多注意老

人之生活起居，更應該培養人們在中年以後就應

有運動習慣，到了老年才可維持良好的平衡能

力，有效地減少跌倒的可能性，達到減低全民健

保及家庭照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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