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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老化是一種複雜且無法避免的自然現象， 

就人體構造而言，身體的各項機能與組織會隨著 

歲月的增長而逐漸退化，其中平衡能力是最明顯 

的現象；平衡能力是指身體重心穩定維持在支撐 

底面積上的能力，同時也是人體各項動作維持與 

運作最關鍵的角色。因為平衡能力的下降可能增 

加跌倒的發生機率，並因而導致嚴重的後果。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不同的運動頻率對老年 

人靜態平衡能力與下肢肌力的影響狀況。實驗對 

象為台中縣大甲鎮 18 位老年人，分為高運動頻 

率組（每週三次以上）9名，低運動頻率組（每 

週二次以下）9  名，利用兩塊  Kistler  測力板 

（1000Hz）進行靜態平衡與下肢肌力檢測，讓 

老年人於測力板上進行閉眼單足立及坐到站測 

驗，最後利用獨立樣本 t考驗進行比較，結果發 

現高運動頻率組的老年人，其靜態平衡能力與下 

肢肌力皆優於低運動頻率組的老年人。 

關鍵詞：老年人、靜態平衡、運動頻率 

Abstract 

Aging  is  complex  and  inevitable  natural 
phenomenon.  Speaking  of  the  human  body 
structure, as years go by, body's each function and 
organization  will  degenerate  gradually  and  the 
balanced  ability  is  the  most  obvious  one.  The 
balanced abil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that  the body 
center of gravity  to maintain stably on  the base of 
support,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essential  role  for 
human  body  to  maintain  and  operate  each 
movement.  Since  the  balanced  ability  drops, 
tumbling  will  occur.  Therefore,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lies  in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t 
movement  frequency  influencing  the  static 
balanced  ability  and  the  lowerextremity  strength 
of the elderly. The subjects were 18 senior citizens 
from the Dajia town in Taichung County, and they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the  high  movement 
frequency  group  (more  than  three  times  a  week) 
and the  low movement  frequency group (less  than 
twice  a  week).  Two  Kistler  force  platforms 
(1000Hz)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static balance 

and  the  lowerextremity  strength,  and  the  senior 
citizens  were  told  to  carry  out  tasks  of  oneleg 
stand with eyes closed and the sit to stand up.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elderly  of  the 
high  movement  frequency  group  perform  much 
better  in  the  static  balanced  ability  and  the 
lowerextremity  strength  than  those  of  the  low 
movement frequency group. 

Keywords：Elder, Static Balance, Movement 
Frequency 

二、緣由與目的 

近幾十年來，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人類 

科學日新月異，許多健康問題皆能使用科技儀器 

進行治療與改善，因此對於人類壽命的延長有著 

相當大的作用，而臺灣早在  17 年前（民國  82 
年）即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在 2009 年時，老年 

人口比率更高達 10.63％﹝1﹞，所以老年人的健 

康議題，必須更積極的面對。 

目前，在老年族群裡，肌肉萎縮或鬆弛是 

常見的退化情形，如此易造成老年人下肢肌力下 

降，平衡能力不佳，進而增加跌倒的機率與危險 

性，因此在老年生活中，跌倒是很常發生的現 

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失去平衡」﹝2﹞。 

所以，在老年生活裡如果出現平衡能力不佳，則 

活動能力將大幅下降，跌倒機會也相對增加，如 

此將逐漸失去獨力生活的能力，屆時將依賴他人 

的照護，造成家庭負擔與社會成本﹝3﹞。然而， 

許多研究顯示，規律運動能有效減緩退化的速 

度，但每週要規劃幾次的運動，才能達到顯著效 

果，這在相關文獻中是較少發現的，因此瞭解不 

同的運動頻率對老年人平衡能力的影響程度會 

是一件值得關注的議題。 

三、材料與方法 

（一）本實驗對象為台中縣大甲鎮 18名老年 

人，經問卷調查後無任何足以影響平衡能 

力之疾病且願意配合參與，並於實驗前告



知實驗規定動作，其基本資料如表 1。 

表 1 受試者資本資料 

年齡 身高(cm) 體重(kg) 跌倒經驗 影響 

平衡疾病 

低頻率 77.3(5.5) 149.8(8.6) 57.9(14.5) 無 無 

（n=9） 

高頻率 76(5.5) 152.3(6.4) 56.4(12.6) 無 無 

（n=9） 

（二）名詞解釋： 
1、高運動頻率是指每週三次以上 （含三次）， 

每次運動時間皆為 30~60分鐘。 
2、逼運動頻率是指每週二次以下 （含二次）， 

每次運動時間皆為 30~60分鐘。 
3、靜態平衡是指人體維持在一固定的動作 

上，亦無運動與旋轉﹝4﹞。 
4、下肢發力率：發力率即單位時間內力量的 

增長，亦即力量時間曲線的斜率，會根據 

不同時間區段時所作用力量除以相對應時 

間。本研究發力率是指最大地面反作用力 

除以相對應時間。 

（三）測量方法： 

受試者經問卷調查篩選分成本實驗所需的 

兩組後進行測試。測試方法是採用多數人運用之 

閉眼單足立（Close Eye SingleLeg, CESL） （如 

圖 1） ，因為經外國學者的研究報告指出，閉眼 

單足立是一個指標性的實驗方式，它不僅可以鑑 

別虛弱程度，還可以作為判斷腿部是否退化的有 

效測驗﹝5﹞。因此，讓受試者雙手垂放，利用 

慣用腳站於 Kistler 測力板上，進行靜態平衡能 

力的檢測；另一為下肢發力率的測量，採用簡便 

的坐到站方式（如圖 2） ，利用老年人的起立動 

作，直接收集下肢動作的最大地面反作用力，兩 

者完成後利用 Sway及 Excel軟體分析出壓力中 

心移動軌跡長度與移動速度和擺盪面積，以及下 

肢發力率。 

圖 1 靜態平衡測量方式，閉眼單足立 

圖 2 坐到站下肢發力率測量方式 

（四）統計方法 

利用 SPSS 12.0統計套裝軟體，並以獨立樣 

本 t考驗分析老年人閉眼單足立的壓力中心移動 

速度、移動軌跡長度、擺盪面積與坐到站下肢發 

力率，其顯著水準為α= .05。 

四、結果與討論 

在運動頻率的差異對老年人靜態平衡能力 

的影響實驗中，瞭解每週高運動頻率的身體壓力 

中心（COP）移動速度（如圖 3）、移動軌跡長 

度（如圖 4）皆顯著低於低運動頻率者，而且每 

週高運動頻率的下肢發力率（如圖 6）也顯著高 

於低運動頻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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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身體壓力中心的移動速度長條圖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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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身體壓力中心的移動軌跡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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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身體壓力中心的擺盪面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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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下肢發力率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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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實驗所得到與分析之平衡參數皆有其 

意義，如 COP移動速度是指單位時間內 COP所 

移動之距離，速度小即代表身體面臨姿勢挑戰時 

主動搖晃幅度小（平衡能力好）；移動軌跡長度 

是指身體靜止時 COP 前後左右搖晃的情況，軌 

跡越短代表身體愈穩定，平衡也較佳；擺盪面積 

是指單位時間內 COP 位置所涵蓋之面積，面積 

愈小即代表平衡能力愈好；而下肢發力率是指單 

位時間內下肢動作的力量最大值，因為許多文獻 

皆表示下肢肌力強弱與身體平衡能力有正相 

關，因此發力率愈大，代表對於失衡狀況的矯正 

能力較好。 

依據本實驗結果得到，每週高運動頻率在 

測力板的測量下，其壓力中心移動速度較慢、移 

動軌跡較短，故推論，高運動頻率者的靜態平衡 

能力較佳。再加上下肢發力率較低運動頻率者 

佳，因此更能印證每週運動頻率達三次或以上， 

對老年人的靜態平衡能力與下肢肌力確實有較 

佳的效果。其中下肢肌力更達極顯著，表示下肢 

肌力在每週的運動頻率上是影響最大的也是最 

重要的。因為根據 Anderson 與  Behm﹝6﹞的研 

究表示，下肢肌力與步態有正相關，而且對維持 

身體平衡有重大的影響。 

此外，在研究項目中，只有移動面積沒有 

達到顯著差異，可能是因為高運動頻率老年人雖 

然在靜態平衡方面有明顯進步，但部分老年人可 

能因過度依賴視覺輔助，所以在進行檢測時，身 

體會有較大的晃動，因此在數據上無法達到顯著 

差異。 

由數據的分析可知，適當與規律的運動， 

可有效改善老年人的平衡能力，同時也能大大減 

緩下肢肌力與神經傳導的退化速度，使得中樞神 

經的調節整合功能較佳，整體神經肌肉的控制得 

宜。 

目前，老年人的生活品質與身體健康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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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關係，而健康狀態又與每週的運動頻率 

息息相關，因此老年人不管喜不喜歡運動，若能 

要求或強迫自己增加每週的運動頻率，將會直接 

有益於身體姿勢的平衡控制能力，如此，不僅擁 

有較佳的生活品質，同時也能大大降低跌倒發生 

的機率與危險性。 

五、結論 

以實驗數據來看，每週高運動頻率的老年人 

其靜態平衡能力及下肢肌力優於每週低運動頻 

率老年人。本研究屬於試探性實驗，但對於老年 

人的平衡能力與每週運動頻率差異的影響皆有 

了更進一步的瞭解，期待未來能將各種不同適合 

老年人的活動項目納進來研究，以便提供給老年 

人更全面、更直接有效的運動處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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