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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年輕人模擬老年人步態方法並評

估是否與真實老年人步態相近。以肌力退化

0%、10%、20%、30%，依比例換算轉化為不同

負重來模擬老年人步行動作，針對人體下肢做探

討，期盼模擬方法可成為未來取代老年人相關步

態分析研究之方式。受試者為 12 名健康年輕女

性，分別以體重換算為負重，穿著設備模擬老年

人步態，使用 Vicon 三維動作分析系統，藉由反

光球位置變化，比較在不同負重下，步態之運動

學參數有何差異。結果步速與步頻隨模擬退化而

減少；步態週期與單、雙腳支撐時間隨模擬退化

而增加；步長和膝、踝關節跆腳高度差隨模擬退

化而縮短；步寬隨模擬退化而增長；踝關節角度

隨模擬退化而減少。步速、步頻、步態週期、單

腳支撐時間、雙腳支撐時間、步長和踝關節跆腳

高度差，隨模擬退化皆達顯著性差異 (p<.05) 。

模擬老年人步態，其運動學參數分析趨勢皆與過

去研究相同，仍可持續評估本研究的可行性。未

來將以相同負重，穿戴在受試者身體不同部位

上，來確認何種模擬方式，是最接近老年人自然

步態，並將模擬結果與真實老年人相比較，評估

兩者步態間之差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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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young people’s gait 

simulation of older people, and also to further 

assess whether the simulation is close to the real 
situation. To simulate the gait of older people, 

different rates of strength degradation ranging from 

0%, 10%, 20%, to 30% are converted into different 

loadings.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er focuse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ower limbs and expects that the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loadings can be a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future study concerning the gait of 
older people. The subjects are 12 healthy young 

women. They dress in apparatus, whose loading is 

converted from the subject’s weight, in order to 
simulate the gait of older people.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by Vicon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hich functions to compare the 

kinematic parameters among gaits of different 

loadings by reflecting changes in ball position. Gait 
velocity and cadence are reduced with the 

simulation of degradation; simulation of 

degradation; stride Length is shortened with the 
height difference of the knee/ankle during the 

walking motion; step width is lengthened with the 

simulation of degradation; the angle of ankles is 

reduced with the simulation of degradation. Gait 
velocity, cadence, stride time, the duration of 

single/double support, stride length, and the height 

difference of the ankle during the walking motion 
are al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o the simulation of 

degradation (p<.05). Though the way of kinematic 

analysis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past,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study can st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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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由於全球各國家皆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近

年來老年人各領域學術研究都相當盛行，研究需

求量的擴增，相對年長受試者的需求度同時也擴

大，但年長者除了不容易徵招外，還會帶來許多

風險。老年人因個體老化使得肌力逐漸下降，同

時行動力逐漸縮小，造成走路時變得容易發生跌

倒 [1]，研究者可能隨時要扛起受試者因實驗過

程而發生危險的全部責任。且實施老年人步態研

究，其實驗結果也會因受試者的流失以及健康狀

況的改變而影響 [2]，實驗一旦中途被拒絕，受

試者流失率則會升高，進而影響研究的內在效

度。 

為了體驗年長者的各種行為，日本專門設計

出模仿高齡者的體驗設備，提供給年輕人穿著體

驗。日本老人醫護學者做了年輕人與年輕人模擬

老年人兩者人體步態的研究，結果從趨勢上發

現，年輕人使用體驗老人設備來模擬研究老年人

步行動作是可行的 [3]。但過去研究只針對運動

學參數趨勢的差異做比較，並沒有嚴謹的統計分

析，在學術討論上較無說服力。同時過去模擬研

究，也沒有考量受試者負重的差別，仍完全穿著

同一負重的模擬設備。Martin and Nelson (1986) 

發現，人類步態是受背包的負重、負重的分佈、

承受負重的多寡以及性別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因



此受試者穿著設備負重的重量，必須考量到個人

體重的不同，而 65 歲以上社區健康老年人，其

下肢肌力退化為 20%~40% [4][5]。本研究針對每

位受試者的體重，將其與肌力退化率做比例換

算，再進行運動學參數統計分析。透過參數趨

勢，評估模擬方法的可行性，做為決定研究是否

可延續發展之參考。以肌力退化 0%、10%、20%、

30%，針對人體下肢參數變化來做探討。 

 

三、材料與方法 

 

受試者共 12 名女性，平均年齡為 22.3±1.4

歲，平均身高為 162±4.6 公分，平均體重為

52.6±5.4 公斤，近三年無任何身體傷害與疾病。

每位受試者分別以自身體重換算負重，穿著各負

重之設備來模擬老年人。負重比例換算公式為： 

 

1 - 肌力退化率 =  

 

使用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以 10 台紅外線

攝影機，擷取受試者身上各部位反光球的位置

點，取樣頻率設為 200 Hz。以電子體重計測量受

試者體重，再分別以退化 0%、10%、20%和 30%，

換算該受試者個人模擬負重之重量。每位受試者

於退化 0%，皆設定為未穿戴任何負重設備，而

其他退化率穿戴方式，則由該受試者換算出之負

重，來做設備重量的增減調整(圖一）。 

  
圖一 穿著模擬設備整裝和實驗現場設置 

 

黏貼反光球以內建模組 Plug-in-Gait 之黏貼

位置做為參考準則，共計採 20 個反光點。受試

者分為單數及雙數共兩組，單數組受試者實驗負

重程序，為退化 30%、20%、10%、0%遞減做起；

雙數受試者則由 0%、10%、20%、30%遞增實施。

實驗前受試者先進行 5 分鐘熱身，而後依序測試

每一退化率之步態，每種負重進行 2 次，中間至

少休息 1 分鐘（圖一）。所有受試者皆以右腳為

起步腳，進行 8 公尺向前直行的動作，且在任何

負重下需以正常心態、以個人自然徒步行走的速

度和頻率執行走路動作 [3]。 

統計分析將取受試者 3 個較穩定的步態週

期，分析參數為：步速、步頻、步態週期、單腳

支撐時間、雙腳支撐時間、步幅長度、膝關節跆

腳高度差、踝關節跆腳高度差、步寬和踝關節角

度。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退化率負

重之差異，顯著水準皆設為 α=.05。 

 

四、結果與討論 

 

（一）步態整體參數 

    從模擬人體退化趨勢中發現，步速隨退化率

增加而降低，由 1.21±0.15 降低為 0.94±0.18 m/s，

且組間退化 0%和退化 20%，退化 0%和退化 30%

達顯著差異 (p<.05)；而步頻隨退化率增加而減

少 ， 由 116.86±7.34 減 少 至 100.37±13.66 

steps/min，組間退化 0%和退化 20%，退化 0%和

退化 30%達顯著差異 (p<.05) (圖二)。 

  
圖二 不同退化率步速和步頻變化情形 

 

（二）時間參數 

    從模擬人體退化趨勢中得知，步態週期隨退

化率增加而增加，由 1.04±0.07 增加為 1.22±0.07

秒，且組間退化 0%和退化 10%、20%、30%，退

化 10%和退化 30%達顯著差異(p<.05) (圖三)；單

腳支撐時間隨退化率增加而增加，由 0.42±0.04

增加至 0.46±0.06 秒，組間退化 0%和退化 30%達

顯著差異(p<.05)；雙腳支撐時間隨退化率增加而

增加，由 0.1±0.03 增加為 0.16±0.04 秒，組間退

化 30%和退化 0%、10%、20%，退化 0%和退化

20%達顯著差異(p<.05) (圖四)。  

 
圖三 不同退化率步態週期變化情形 

 

  
圖四 不同退化率單腳和雙腳支撐時間變化情形 

 

（三）距離參數 

    從模擬人體退化趨勢中發現，左腳和右腳步

幅長度，其隨退化率增加兩者皆逐漸縮短，左腳

由 1244.82±96.26 縮短為 1114.03±100.49 mm，右

腳由 1229.4±102.53 縮短為 1093.78±95.36 mm，

左腳組間退化 0%和退化 20%，退化 0%和退化



30%達顯著差異(p<.05)，右腳組間退化 0%和退化

30%達顯著差異(p<.05) (圖五)；左腳和右腳膝關

節跆腳高度差，其隨退化率增加兩者皆些微縮

短，左腳由 33.05±13.38 縮短為 26.13±12.14 mm，

右腳由 27.71±6.92 縮短為 25.86±10.13 mm，左腳

與右腳兩者各組別間皆無顯著差異 (p>.05) (圖

六)；左腳和右腳踝關節跆腳高度差，其隨退化率

增加兩者皆為縮短，左腳由 149.29±9.73 縮短為

127.4±13.86 mm，右腳由 151.45±16.04 縮短為

129.56±17.8 mm，且左腳和右腳兩者各組間退化

0%和退化 10%、20%、30%皆達顯著差異 (p<.05) 

(圖七)；步寬隨退化率增加而增長，由 95.92±38.09

增長至 102.56±39.49 mm，組別間無顯著差異 

(p>.05) (圖八)。 

  
圖五 不同退化率左腳和右腳步長變化情形 

 

  
圖六 不同退化率左腳和右腳膝關節跆腳高度差

變化情形 

 

  
圖七 不同退化率左腳和右腳踝關節跆腳高度差

變化情形 

 

 
圖八 不同退化率步寬變化情形 

 

（四）角度參數 

從模擬人體退化趨勢中得知，左腳踝關節角

度隨退化率增加而減少，由 99±5.41 減少至

96.8±8.49 度，組別間無顯著差異 (p>.05)；右腳

踝關節角度隨退化率增加則出現先增加後逐漸

減少的現象，且由 94±9.49 增加至 95.73±7.14 度，

組別間無顯著差異 (p>.05) (圖九)。 

  
圖九 不同退化率左腳和右腳踝關節角度變化 

 

    從各結果參數中發現，隨退化率增加，退化

10%是步態週期參數差異之關鍵變項，也就是人

類隨年齡老化，當肌力退化至 10%時，步態週期

很有可能會開始受到較大的影響；而退化 20%是

步速、雙腳支撐時間和左腳步長參數差異之關鍵

變項，當人類肌力退化至 20%時，很可能步行的

速度會大幅減慢，間接使得步行時開始需要更多

的雙腳支撐時間，而左腳步幅長度在此時也會因

退化，減少較多的前進長度。在所有參數裡，退

化 30%其差異性更為突顯，也就是當人類肌力退

化至 30%時，相當於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4][5]，

可能因肌力衰退，造成步態動作上最大明顯的改

變，尤其是本研究中雙腳支撐所花費的時間特別

多，這也可能如同年長者般，當肌肉承受到較大

的負荷時，為了穩定身體平衡，步行時會自然地

使雙腳支撐地面的時間增加。 

    踝關節角度參數上，左右腳趨勢有相異之

處，而人類步態仍會因負重設備分佈部位的不同

有所改變 [6]，因此爾後將以相同重量之負重設

備，來穿戴在受試者身體不同部位上，評估確認

何種分佈方式，是最接近一般健康老年人的步

態。另外從本研究各退化率現象可以瞭解到，受

試者左右腳先行退化的速度亦有差異，這可能關

係到是否因慣用腳的不同而影響，所以在實驗方

法上，必須考量到受試者雙腳的慣用邊，以釐清

慣用腳、非慣用腳與各退化現象的確切關係。未

來也將以年輕人模擬老年人，與真實老年人同時

進行實驗，相互做統計分析和比較，來評估兩者

之間步態的差異關係。 

 

五、結論 

 

本研究除了單腳、雙腳支撐時間達顯著差

異，以及右腳踝關節角度變化趨勢與過去文獻不

同外，其他步態參數在退化趨勢上和顯著性都與

過去研究相符合，表示以負重模擬老年人和真實

老年人的步態形式是有相互接近的可能，故有必

要進一步評估模擬老年人步態研究的可行性，為

了受試者的安全和避免研究者實驗流失率的增

加，期盼年輕人以負重模擬的方式，能夠成為未

來取代老年人步態分析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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