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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目的：探討八周太極拳運動結合震動式訓練對身

體平衡能力與下肢肌力之影響。方法：招募 47
位健康年輕人，分派到太極結合震動訓練組

(TAV)、太極訓練組(TAI)與控制組(CON)。分別

於八周訓練之前與後進行測試，以三軸測力板收

集靜態平衡與連續二次垂直跳之參數。結果：移

動面積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進行事後比較 TAV
組減少 15.3% (p<.05)，CON 組增加 24.4% 
(p<.05)；垂直跳第二跳高度之交互作用效果達顯

著，進行事後比較 TAV 組增加 8.14% (p<.05)。結

論：二者訓練處方截長補短，可產生較佳的運動

訓練效果，根據研究結果的推測，經過八周太極

拳結合震動式訓練，對於身體平衡與下肢肌肉的

促進效果較佳。 
 
關鍵詞：姿勢控制、爆發力、運動訓練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ight weeks of Tai Chi chuan combine 
vibration training on balance and lower extremity 
strength. Methods: Forty-seven healthy people 
assigned to Tai Chi combined with vibration 
training group (TAV), Tai Chi training group (TAI)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 Testing includes 
before and after eight weeks. With the AMTI force 
plate to collect the data of static balance and two 
consecutive counter movement jump. Result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sway area significantly, and then 

post-hoc show that TAV group decreased 15.3% 
(p<.05), CON group increased 24.4% (p<.05). The 
interaction effect Vertical jump height of the second 
jump significantly, and then post-hoc show that 
TAV group increased 8.14% (p<.05).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escriptions for more 
efficient production training. Based on the findings, 
Tai Chi combined with vibration training on body 
balance and lower extremity strength have better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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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中國傳統的太極拳有豐富的肢體動作變化

是一項低強度且柔和緩慢的運動，具有改善平衡

與動作協調之訓練效果，有助於增進高齡者的身

體姿勢控制與降低發生跌倒的機率[1]，由此可知

太極拳運動對人體具有正面效益，不過對初學者

而言練習太極拳招式過於冗長複雜，並且需要長

期持續的訓練才能有明顯的效果[2]，主要原因是

太極拳運動屬於低衝擊性的運動，對下肢肌力的

提升相當有限。 
由於下肢肌力在運動表現中扮演關鍵要

素，目前盛行的全身震動式訓練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WBVT) 被廣泛應用在提升下

肢肌力表現，透過震動平台垂直的擾動刺激來誘

發人體肌肉的收縮頻率且徵召更多的肌群參

與，在短期的訓練時間後就可以提升下肢肌力[3]
與神經肌肉表現[4]。 



因此在太極拳的訓練過程中結合震動的刺

激，各取其優點或許能達到更佳的訓練效果。因

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八周太極拳結合震動式訓

練後對身體平衡能力與下肢肌力之影響。 
三、材料與方法 
(一) 受試對象 

47 位健康年輕人(男 25 位、女 23 位；平均

年齡：20.6±1.4；平均身高：167.1±9.3；平均體

重：61.8±9.4)分配到太極震動訓練組(TAV, n=16)
進行太極訓練加震動刺激、太極訓練組 (TAI, 
n=15)進行太極訓練不加震動刺激，以及控制組

(CON, n=16)維持一般正常生活型態，經問卷塡答

與晤談確認實驗前半年內無任何下肢傷害。 
(二) 訓練方式 

TAV與TAI均進行八周太極拳單招式及動作

組合訓練取代傳統完整套路的練習模式，第一、

二、八週為基本站樁，三至四週為單獨招式，五

至七週為動作組合，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 
TAV 組練習太極拳同時接受高頻震動刺激 

(32Hz, 1mm p-p)(圖 1)，5 分鐘暖身後開始在震動

平台上進行 1 分鐘 3 組、 2 分鐘 3 組、3 分鐘 2
組的練習，組間休息 1 分鐘，緩和運動 4 分鐘；

TAI 組練習太極拳每次暖身 10 分鐘、太極拳訓練

10 分鐘及緩和運動 10 分鐘。 

 

圖 1 太極結合震動訓練 
(三) 測量方式 

本實驗使用三軸測力板(Advance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 USA)進行資料收集，測試動作依

序為：1.靜態平衡能力(static balance stability)：受

試者必須雙手插腰並舉起非慣用腳，進行閉眼的

單足站立姿勢維持 10 秒，並儘量減少身體之晃

動。2.垂直跳(counter movement jump, CMJ)：受

試者必須雙手插腰，並且盡最大能力執行連續二

次垂直跳躍動作，在騰空過程中雙腳必須要垂直

地面。受試者執行所有動作各三次，並間隔一分

鐘休息。 
(四) 資料處理 

測力板所收集之作用力與力矩值，此公式

CoPx,y=My,x/Fz來計算求得X軸與Y軸之位置，將

X軸與Y軸之最大位移範圍的一半定為長軸與短

軸，以95%的長短軸計算出橢圓形面積(mm²)，
由此定義為本研究評估靜態平衡測試之足底壓

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 CoP)面積參數。垂直跳

高度經由測力板收集之垂直力量 (vGRF)訊號，

利用起跳到落地之間的騰空時間，計算出連續二

次跳躍的高度，依此公式 H = 1/2×9.81×(t/2)²。 
(五) 統計分析 

    資料選取以最佳二次的平均值為代表，使用

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2.0 (SPSS Inc, 
Chicago, USA)進行分析。本研究各項參數是使用

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two-way ANOVA)，
考驗因子間的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再以 Tukey
進行事後比較分析，顯著水準設為 α＝.05。 

 
四、結果與討論 
(一)身體平衡能力 

八周訓練後身體平衡能力交互作用效果達

顯著(F=8.14, p<.05)，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指出

TAV 組的移動面積減少 15.3% (F=5.63, p<.05)，
CON 組增加 24.4% (F=13.03, p <.05)(圖 2)。 

 

圖 2 移動面積 
由於肢體的協調與平衡能力對於人體動作

表現扮演關鍵要素，本研究利用足底壓力中心

(center of pressure, CoP)的移動面積參數做為評



估身體維持姿勢穩定的能力，經過八周訓練介入

後 TAV 組的移動面積減少程度最為明顯

(15.3%)，表示練習太極拳同時接受高頻震動刺

激，比起單純進行太極訓練或無訓練組有更好的

平衡能力使身體搖晃的程度減小，雖然從事太極

拳運動能改善身體平衡能力已經被多數研究證

實[1,5]，但是太極拳屬於低強度運動必需要長期

持續的訓練才能有明顯的改善，結合震動的刺激

可促進神經適應使身體控制更加穩定[6]，如此一

來就能有較高的效率獲得訓練的效果。 
(二)下肢肌力 

垂直跳是一項簡易測試腿部爆發力的指

標，透過神經與肌肉的協調與配合可產生較佳的

動作表現，經過八周不同模式介入後雖然在垂直

跳第一跳交互作用效果未達顯著(圖 3)，但是第二

跳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F=3.48, p<.05)，進一步事

後比較分析顯示 TAV 組高度增加 8.14% (F 
=21.83, p<.05)，TAI 與 CON 組皆無差異(圖 4)。 

 
圖 3 連續垂直跳之第一跳高度 

 

 
圖 4 連續垂直跳之第二跳高度 

 
在連續二次垂直跳躍動作中，第二跳情境是

藉由第一跳動作落地時的牽張縮 短循環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SSC)機制所產生，因此

二跳的動作模式有所不同。雖然第一跳高度都沒

有任何的差異，而第二跳高度只有接受震動刺激

的 TAV 組能夠有效提升，相關的研究也指出經由

震動刺激有助於垂直跳表現[7]，震動的刺激可以

彌補一般太極訓練上對於肌肉負荷強度不足的

地方，比起單純的太極拳訓練更能促進神經與肌

肉的協調產生較佳的下肢肌力表現。 
 
五、結論 

本研究融合了二者不同型態的訓練處方，截

長補短各取其優點可達到較佳的訓練效果，根據

研究結果的推測，太極拳結合震動刺激比起一般

太極拳訓練更能促進身體平衡與下肢肌力的表

現，機轉可能源自於神經肌肉控制的改善與肌肉

間協調能力提升。 
 
六、參考文獻 
 
[1]. Wu, G. (200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8, 1. 
[2]. Xu, D.Q., Li, J.X., & Hong, Y., (2005). Age 

and Ageing, 34(5), 439-444.  
[3]. Luo, J., McNamara, B., & Moran, K. (2005). 

Sports Medicine, 35(1), 23-41. 
[4]. Cardinale, M., & Bosco, C. (2003).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s reviews, 31(1), 3. 
[5]. Li, J. X., Xu, D. Q., & Hong, Y. (2009). 

Journal of Biomechanics, 42(8), 967-971. 
[6]. Trans, T., Aaboe, J., Henriksen, M., 

Christensen, R., Bliddal, H., & Lund, H. 
(2009). The Knee, 16(4), 256-261. 

[7]. Torvinen, S., Kannus, P., SievaEnen, H., 
JaErvinen, T., Pasanen, M., Kontulainen, S., et 
al. (2002). Clinical Physiology and Functional 
Imaging, 22(2), 145-152. 

 
七、致謝 

本研究感謝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太極震動

訓練機之開發研究(NSC97-2622-B-034-002-CC2)，

及期美公司提供機台以利實驗順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