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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欲透過 Wii 遊戲中所設計的即時壓力

中心位置回饋功能，提供靜態平衡訓練時平衡控制

之視覺回饋，探討其對靜態平衡訓練之成效。30
名受試對象隨機分派至 Wii 平衡訓練組、一般平衡

訓練組，及控制組，每組 10 人。Wii 平衡訓練組

與一般平衡訓練組皆參與每週三次，共計四週的單

腳平衡訓練。三組受試者皆於平衡訓練前、後分別

施以單腳靜態站姿平衡能力之前測與後測。使用一

塊 AMTI 三軸測力板擷取壓力中心資料。以二因子

混合設計進行統計分析。比較三組在前測與後測

間，壓力中心之參數是否有差異。統計水準訂為 α
＝0.05。研究結果顯示，控制組與一般平衡訓練組

之前測與後測間的各壓力中心參數皆無顯著差

異，而 Wii 平衡訓練組在壓力中心前後向最大位移

量、壓力中心前後向位移變異量、壓力中心平均偏

移半徑、壓力中心偏移半徑變異量等參數之前測與

後測間達顯著差異。故本研究推論，以開眼單腳站

立姿勢為訓練動作，並佐以 Wii 遊戲之視覺回饋，

可有效促進開眼單腳站立之平衡控制能力。 
 
關鍵詞：測力板、虛擬實境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tanding posture training on static posture 
balance performance with visual feedback of center 
of pressure through the Wii balance game. Subjects 
were grouped (n=10 per group) on the basis of 
random assignment (control group, general training 
group, and Wii training group). The training groups 
exercised three times per week on single leg 
standing postural balance exercises. Measurements 
of balance were obtained on an AMTI force 
platform in single stance, before and after 4 weeks 
of exercise training. 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two-ways mixed ANOVA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test variabl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in three groups.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0.05. As our results show,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rameters of center 
of pressur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in 

control group and general training group. The Wii 
training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smaller maximum 
sway of center of pressure in anterior-posterior 
direction, variance of center of pressure sway in 
anterior-posterior direction, sway radius of center of 
pressure, and variance of center of pressure sway 
radius in pretest, compared to the posttest. In 
summary, we infer that standing posture training 
with visual feedback through a Wii balance game 
could improve the static posture balan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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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平衡 (balance) 能力是生活中重要與必備的身

體適能 (Gallahue & Ozmum, 2002)。其是指生物體

藉由身體空間定位的調節，以維持身體在空間中穩

定的能力（王順正，1997）。運動生物力學常以腳

底壓力中心 (center of pressure, COP) 作為探討動

作平衡時的要素 (Hahn & Chou, 2004; Said, et al., 
2008)。而靜態平衡 (static balance) 是平衡能力中

的一種，其意指人體維持一固定動作的能力，如：

站立（林寶城等，2008）。過去研究證實，透過適

當且規律的專項運動訓練或佐以平衡訓練器材之

站姿平衡訓練可提升靜態平衡的能力 (Islam et al., 
2004; Malliou, Gioftsidou, Pasis, & Godolias, 2004; 
Rozzi, Lepjart,Sterner, & Kuligowski, 1999; Suomi 
& Koceja, 2000)。 
    而隨著科技的快速成長，近年來發展出多種與

運動相關的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遊戲。且

在研究與臨床上已開始應用虛擬實境之操弄。Shih, 
Shih, 與 Chiang (2010) 便應用 Wii 平衡板之回饋

特性協助多重障礙者改善身體姿勢的控制。吳英

（2007）研究亦指出，透過虛擬實境的姿勢控制訓

練能改善中風患者的平衡能力。以此推測，透過虛

擬實境之協助可提供身體姿勢控制之回饋，若將其

運用在平衡能力之訓練上，應可提升平衡能力。然

而，過去關於虛擬實境應用於姿勢控制訓練的研究

僅見於對病患平衡能力之改善為探討，在體育領域

中，運用虛擬實境來協助平衡訓練是否亦能有所助

益，是一值得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欲透過 Wii 遊樂器中 Wii fit 瑜珈項目

中所設計的即時壓力中心位置回饋功能，提供靜態



平衡訓練時平衡控制之視覺回饋，探討其對靜態平

衡訓練之成效。期可透過本研究了解虛擬實境遊戲

運用在靜態平衡訓練上之效益，以提供一嶄新與有

效的靜態平衡訓練方式。 
 
三、材料與方法 
 
    30 名六個月內無下肢傷害經驗、非運動代表隊

之大學非體育系女性學生為受試者。受試者在參與

前，先暸解本實驗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將受試者

隨機分派至 Wii 平衡訓練組、一般平衡訓練組，及

控制組，每組各 10 人。其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M±SD)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年齡

（歲） 
控制組 159.8±4.5 51.3±7.7 21±1 

一般平衡訓練組 160.8±6.6 54.7±8.7 21±1 
Wii 平衡訓練組 160.1±6.4 52.2±6.6 21±1 

 
    三組受試者皆於平衡訓練前、後分別施以靜態

站姿平衡能力之前測與後測。測驗方式為：受試者

於測驗前先進行統一的熱身活動 5 分鐘，休息 1 分

鐘後開始施測，測驗時，受試者於測力板近中央

處，分次做出慣用腳與非慣用腳之開眼單足站立動

作：兩手交叉抱胸，手指貼於大臂，單腳站立，非

支撐腳腳尖朝下，腳踝平貼於膝關節處，雙眼注視

前方（圖 1），各 20 秒。慣用腳與非慣用腳各測

驗三次，並以三次所得結果之平均數進行分析。以

AMTI 三軸測力板 (100Hz) 收集此其間壓力中心

資料，並以 KwonGRF 軟體進行資料之擷取。本實

驗所有動作之順序皆依平衡次序法分配。 
    訓練方面，虛擬實境平衡訓練組與一般平衡訓

練組皆進行每週三次，每次 35 分鐘，共計四週的

平衡訓練。此兩組受試者皆以與實驗測試動作相同

之動作進行平衡訓練，而每次盡力維持姿勢穩定

60 秒，慣用腳與非慣用腳各訓練 10 次，每次間隔

休息 30 秒。惟虛擬實境平衡訓練組在訓練期間透

過任天堂 Wii 遊樂器（RVL-001 (TWN)，任天堂株

式會社）中 Wii fit 的瑜珈遊戲之功能獲得動作期

間壓力中心位置之即時視覺回饋（圖 2），協助訓

練。 
 
 

 
 
 

 
 
 
 

圖 1 開眼單腳站立動作 圖 2 Wii fit遊戲中之即時 
    視覺回饋 

 
    以 SPSS 14.0 版統計軟體進行 2×3 二因子（測

驗×組別）混合設計分析。若主要效果達顯著則進

一步以杜凱法進行事後比較。比較三組在前測與後

測間，支撐腳腳底壓力中心之位移與偏移半徑等參

數是否有差異。統計水準訂為 α＝0.05。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透過虛擬實境遊戲之視覺回

饋對平衡訓練之效益。實驗結果顯示，在慣用腳單

足開眼站立方面（表 2），控制組與一般平衡訓練

組之前測與後測間各壓力中心參數皆無顯著差異 
(P>0.05)，而 Wii 平衡訓練組在壓力中心前後向最

大位移量、壓力中心前後向位移變異量、壓力中心

平均偏移半徑、壓力中心偏移半徑變異量等參數之

前測與後測間達顯著差異 (P<0.05)。在非慣用腳單

足開眼站立方面（表 3），控制組與一般平衡訓練

組之前測與後測間各壓力中心參數皆無顯著差異 
(P>0.05)，而 Wii 平衡訓練組在壓力中心前後向最

大位移量、壓力中心前後向位移變異量、壓力中心

平均偏移半徑、壓力中心偏移半徑變異量等參數之

前測與後測間達顯著差異 (P<0.05)。 
    過去關於運動與平衡的相關研究證實，多數的

專項運動員具有較佳的靜態平衡能力  (Perrin, 
Deviteme, Hugel, & Perrot, 2002)，以此推測，靜態

平衡能力是許多專項運動中重要的能力。且部分研

究證實，透過適當且規律的運動或平衡訓練可提升

靜態平衡的能力 (Islam et al., 2004; Malliou et al., 
2004)，然亦有研究指出平衡訓練並無法提升靜態

平衡的能力 (Verhagen et al., 2005)，此不同之結果

應與訓練內容之差異有關。而本研究發現，一般平

衡訓練組在進行四週的站姿平衡動作訓練後，其靜

態站姿平衡能力亦無顯著之改變，故推論以單腳開

眼站立為平衡訓練之動作時，對靜態站姿平衡能力

之改善並無顯著之成效。 
    而生物體之平衡能力受視覺、聽覺、前庭、本

體感覺、與外在回饋等因素影響  (Adlerton & 
Moritz, 1996；麥麗敏，1994；劉有德，2008)。因

此，藉由虛擬實境之回饋功能應有助於動作之平

衡。Shih et al. (2010) 便應用 Wii 平衡板之回饋特

性協助多重障礙者改善身體姿勢的控制。吳英

（2007）研究亦指出，透過虛擬實境的姿勢控制訓

練能改善中風患者的平衡能力。以此推測，透過虛

擬實境之協助可提供身體姿勢控制之回饋，若將其

運用在平衡能力之訓練上，應可提升平衡能力。本

研究結果亦證實，其在經過四週有 Wii 遊戲之視覺

回饋功能協助的單腳靜態站姿平衡訓練後，受試者

慣用腳與非慣用腳的開眼單腳站立動作之壓力中

心前後向最大位移量減小、壓力中心前後向位移變

異量降低、壓力中心平均偏移半徑減小、壓力中心



偏移半徑變異量降低，故推論其在訓練後單腳開眼

站立之平衡控制能力顯著的進步，尤其是在前後向

之平衡穩定表現上。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控制

組在四週的實驗期間其靜態站姿平衡能力無顯著

之改變，故推論本實驗達有效之控制。 
 
表 2 慣用腳單足開眼站立壓力中心參數 (M±SD) 
 控制組 一般平衡訓練組 Wii 平衡訓練組 
  壓力中心左右向最大位移量 (cm)  
前測 3.22±0.32 3.46±0.67 3.30±0.49  
後測 3.22±0.39 3.44±0.48 3.22±0.41  
  壓力中心左右向位移變異量  
前測 0.40±0.09 0.45±0.18 0.39±0.12  
後測 0.39±0.11 0.46±0.19 0.41±0.11  
  壓力中心前後向最大位移量 (cm)  
前測 4.04±0.67 4.58±1.11 4.69±0.85  
後測 4.13±0.99 4.30±0.91 3.69±0.70 ＊ 
  壓力中心前後向位移變異量  
前測 0.61±0.24 0.71±0.31 0.76±0.33  
後測 0.60±0.29 0.94±0.88 0.50±0.27 ＊ 
  壓力中心平均偏移半徑 (cm)  
前測 0.88±0.14 0.93±0.90 0.93±0.15  
後測 0.86±0.14 0.90±0.15 0.82±0.14 ＊ 
  壓力中心偏移半徑變異量  
前測 0.23±0.06 0.27±0.09 0.28±0.10  
後測 0.22±0.08 0.27±0.11 0.21±0.08 ＊ 
＊與前測間有顯著差異；p<.05。 
 
表 3 非慣用腳單足開眼站立壓力中心參數(M±SD) 
 控制組 一般平衡訓練組 Wii 平衡訓練組 
  壓力中心左右向最大位移量 (cm)  
前測 3.41±0.30 4.06±1.10 3.31±0.47  
後測 3.41±0.38 3.51±0.42 3.18±0.37  
  壓力中心左右向位移變異量  
前測 0.39±0.08 0.58±0.28 0.36±0.07  
後測 0.38±0.08 0.44±0.11 0.38±0.10  
  壓力中心前後向最大位移量 (cm)  
前測 4.26±0.93 5.39±2.34 3.87±0.59  
後測 4.44±1.43 4.05±0.83 3.49±0.55 ＊ 
  壓力中心前後向位移變異量  
前測 0.66±0.32 0.78±0.46 0.58±0.23  
後測 0.60±0.18 0.60±0.19 0.42±0.18 ＊ 
  壓力中心平均偏移半徑 (cm)  
前測 0.87±0.14 0.97±0.20 0.84±0.12  
後測 0.86±0.08 0.89±0.12 0.78±0.13 ＊ 
  壓力中心偏移半徑變異量  
前測 0.25±0.09 0.39±0.26 0.23±0.06  
後測 0.26±0.12 0.24±0.07 0.18±0.05 ＊ 
＊與前測間有顯著差異；p<.05。 
 

五、結論 
     
    以開眼單腳站立動作進行平衡訓練並無法有

效的增進單腳站立之平衡控制能力，然相同之訓練

姿勢，在透過 Wii 遊戲之視覺回饋功能協助下，便

可有效促進單腳站立之平衡控制能力，尤其是在前

後向之平衡穩定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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