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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利用压力中心(COP)的移动轨迹量测中、老年人（50 岁～83 岁）的各项平衡参数，比较不同年

龄间平衡参数之差异。方法：30 名健康无下肢疾病之中、老年人参与本实验，平均年龄 71.03±8.99 岁、身

高 153.28±9.31 公分，分组为：50~65 岁（中年 N=8，平均年龄 58.62 岁）、65~75 岁（轻老年 N=9，平均年

龄 70.44 岁）以及 75 岁以上（中老年 N=13，平均年龄 79.08 岁）共 3 组 ，受试者须在测力板 (Kistler)上执

行：开眼双脚平行站立、闭眼双脚平行站立、开眼双脚前后站立、闭眼双脚前后站立，撷取达到稳定后 5 秒

的 COP 移动轨迹数据，比较其总移动轨迹、前后向摆荡范围、左右向摆动范围及摆荡面积，统计方法使用单

因子变异数分析比较组间是否达到差异，使用相依样本 t 考验比较不同站姿以及开眼、闭眼间表现上是否有

差异，显著水平皆为α=.05。结果：各组间平衡参数皆未达到显著差异；不同站姿对平衡表现的影响：在双

脚平行以及前后站之间的比较，前后站的动作会有较大的左右方向的位移(p=.000)；在开闭眼间的比较，闭眼

平行站立会有较大的前后方向位移(p=.000)，闭眼前后站立时会有较大的左右位移(p=.000)。结论与建议：在 5

秒的时间里中老年人间的平衡表现无显著差异，但我们可以发现各组在不同站姿与是否开闭眼对于平衡表现

的影响，未来建议将肌力表现纳入分组考虑之一并于检测结束后可以对受试者做后续追踪是否有跌倒发生，

将其与所得到的检测结果做连结，找出对未来的跌倒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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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绪论 

现今的社会已渐渐进入高龄化的社会，根据内政

部统计处统计年报指出，2007 年台湾地区达 65 岁以

上的人口已达 10.2%，早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定义的高龄化社会的标

准（65 岁以上的人口超过 7%），其中超过 75 岁以上

的比例更高达 42.5%，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人口

推估报告更指出未来 10 年（2019 年）将增为 14.7%，

朝向高龄社会（65 岁以上的人口超过 14%）快速的迈

进，高龄化的社会可能会付出庞大的社会资源在面对

老年人健康问题，如何使老人维持活力、健康与自主

对健康照护会是一大挑战，在老年人健康问题中跌倒

危机是老年人必须面对的一大隐忧，国民健康局于

2007 年的报告也指出：台湾小区老人跌倒发生率为

10.7－20.5％，并且老年人过去一年跌倒经验之盛行率

由 1999 年的 18.7%，增加到 2005 年的 20.5%，有逐

年上升的迹象，  Sterling, O’Connor, 与  Bonadies 
(2001)提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跌倒所造成受伤的次数

以及严重程度也会增加，梁伟成、纪焕庭、胡名霞与

林茂荣（2005）的报告也指出老人跌倒后仅有 18.9%
的人未受伤，53.9%的人轻伤及 27.3%的人则为重伤，

跌倒所引发的一些并发症轻则扭伤重则会有生命危

险，去除掉交通以及其它意外等原因，秦毛渔、卢尔

德发与吴美惠（2008）指出失去平衡是老年人发生跌

倒的主要原因之一，且老化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随

着时间生理的各项机能会逐渐退化，肌肉量流失等原

因都会造成老年人平衡能力每况愈下，沈竑毅、洪伟

钦与成和正（2007）指出年龄因素还是最主要影响平

衡能力表现的因子即使他们生活形态不同，故中年至

老年的平衡能力的差异以及转变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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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另外如何识别容易跌倒的人、如何诊断平衡能

力、如何增强平衡能力、预测老年人未来发生跌倒的

机率等方向的研究是有其研究的重要性，检测平衡能

力的方法有许多种，大致上可以分为动态平衡能力的

检测以及静态平衡能力的检测，如：坐站所花费的时

间、走路速度、单足站立的时间、闭眼站立的时间等

方法，更有人利用测力板计算压力中心 (center of 
pressure, COP)移动轨迹总长度、面积、前后以及左右

方向范围等参数来评估受试者间的平衡能力，文献指

出，在维持一静态姿势下压力中心可以反应身体重心

的位置，所以可以用来代表身体重心的晃动，COP 移

动轨迹、前/后、左/右最大偏移量以及 COP 面积，皆

为评估平衡能力（身体控制能力）的指标，轨迹越短、

偏移量越小、面积越小平衡能力越好(成戎珠、苏芳庆、

林纯彬、何金山，1997; Bauer, Gröger, Rupprecht, & 
Gassmann, 2008; Corriveau, Hebert, Raiche, & Prince, 
2004; Dettmann, Linder, & Sepic, 1987; Sadeghi et al., 
2008)，各式各样的参数皆有人做为判断平衡能力的指

标，有较佳测力板测验结果的老人在身体活动以及日

常生活机能上也比较不会感到困难(Era et al., 1997)，
且测力板所提供的数据在对于预测未来的跌倒机率是

比较可信的(Piirtola & Era, 2006)，Stel, Smit, Pluijm, 
与 Lips, (2003)指出左右方向的位移以及前后站立的

成绩与一连串的跌倒有强烈的相关，故本研究目的为

利用测力板压力中心的移动轨迹来检测中、老年人的

静态平衡能力并比较不同年龄平衡能力的差异，分组

是以 Thorson (1995)对中、老年人的分类分为中年

（50~65 岁）、轻老年（65~75 岁）、中老年（75~85 岁）。 
 

贰、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30 名无下肢病变之健康中、老年人并无固定运动

习惯，平均年龄为 71.03±8.99 岁，平均身高为 153.28
±9.31 公分，分组为：50~65 岁（中年 N=8，平均年

龄 58.62±4.66 岁，平均身高 158±4.66 公分）、65~75
岁（轻老年 N=9，平均年龄 70.44±2.83 岁，平均身

高 152.44±5.64 公分）以及 75 岁以上（中老年 N=13，
平均年龄 79.08±2.06 岁，平均身高 151.31±12.27 公

分）共 3 组。 
二、研究器材： 

本实验使用 KwonGRF (KwonGRF 2.0, VISOL, 
Korea)配合测力板装置 9281B 型(Kistler, Swiss)，撷取

频率为 100Hz，撷取 COP 位置。 

三、实验步骤： 
说明实验内容以及填写基本数据与签属同意书，

然后请受试者伸展、热身、练习，接下来受试者须在

力板上完成 2 种动作（图一），目的在改变动作难易度

以做区别，分别为：开眼双脚平行站立(eyes open stand, 
OS)、闭眼双脚平行站立(eyes close stand, CS)、开眼双

脚前后站立(eyes open tandem stand, OTS)、闭眼双脚

前后站立(eyes close tandem stand, CTS)。平行站立时

脚尖朝正前方双脚脚掌平行，双脚前后站立时支撑脚

位于后方双脚在同一直在线，前脚脚跟与后脚脚尖互

相接触，支撑脚定义为下阶梯时跨出去的第一只脚，

正式实验前会请受试者练习所要求的动作，使其熟悉

所要求的动作，当受试者做出要求动作并达到稳定，

外观没有明显晃动（不移动身体四肢以维持平衡）后

撷取 5 秒的力板数据，动作顺序随机分配，每次动作

间充分休息，以所量测之 COP 移动位置为参数计算之

依据。 
 

 
 
 
 
 
 
 
 

 
 
 

 
四、数据处理： 

COP 轨 迹 的 移 动 距 离 计 算 如 公 式 (1) ：
Displacement = ((xn-xn+1)2+ (Yn-Yn+1)2) 1/2 。

Displacement 为总 COP 轨迹的移动距离。(xn、yn)为
在 n秒时 COP 的平面坐标。左右方向(mediolateral, ML)
摆 荡 范 围 ： X 最 大 值 -X 最 小 值 。 前 后 方 向

(anteriorposterior, AP)摆荡范围：Y 最大值-Y 最小值。 
COP 轨迹摆动面积(如图二)计算如公式(2)：

Area=1.96*XSD*1.96*YSD*π（萧如英，1990）。以线

性回归取得 Y=aX+b 定义为椭圆的轴，XSD 为 COP
对应回归轴于 X 方向的标准偏差。YSD 为 COP 对应

回归轴于 Y 方向的标准偏差。 
 

圖一、站立姿勢（左）平行站立；（右）前後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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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COP 轨迹面积 

 
 

 
 
 
 

 
 

 
 
 
 
 
 
五、统计分析： 

针对各组间 COP 轨迹、左右、前后方向摆荡范

围、COP 轨迹摆动面积是否有差异采用单因子变异数

分析；不同站姿以及开眼、闭眼间表现上是否有差异

使用相依样本 t 考验。所有统计分析使用统计软件

spss15.0，显著水平皆为α=.05。 
 
参、结果与讨论 

所有参与者平均平衡参数（总 COP 移动轨迹、左

右、前后位移范围、面积）如表一所示，结果发现所

有测力板参数皆未达到显著差异，然而大部分的参数

都有随着年龄上升而变大的趋势，与其他文献有类似

的结果(Laughton et al., 2003; Norris, Marsh, Smith, 
Kohut, & Miller, 2005; Piirtola & Era, 2006)， 表二则比

较不同站姿及开闭眼间各参数之差异情况。 
若以 COP 轨迹的长度以及摆荡面积的大小来判

断该动作的难度顺序以 CTS 最难、其次 OTS、CS、
OS，其中在 COP 轨迹长度方面 OS 与 CS 之间未达显

著差异，在面积方面 OS 与 OTS、OTS 与 CTS 间未达

显著差异，在动作上可以发现在双脚平行以及前后站

之间的比较，在前后站立时会有较大的左右方向的位

移，在平行站立时则会有较大的前后方向的位移，由

于站立方式的不同前后站立时有较窄的基底空间因此

会有较大的左右位移；在开、闭眼不同状况下首先可

以发现在闭眼的状态下几乎所有的参数皆大于在开眼

的状态，在同样动作下闭眼之后参数所产生的变化量

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化量也随着增加且呈现着

不规则的变化，在不同站姿下不同方向的变化量也会

有所影响，平行站立时前后方向的位移会变大但左右

方向则无差异，前后站立时左右方向的位移会变大但

前后方向则无差异。 
由上述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前后站立的难度

比平行站立来的高、闭眼状态又比开眼状态难度来的

高，接着我们试图从三组中寻找不同难度动作对于平

衡表现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结果三组都有相同的趋势，

不过中年组在前后站立时的 COP 轨迹长度与平行站

立时前后方向的位移在开闭眼间的差异大于另外两

组，且开闭眼间达到显著差异，另外两组则无开闭眼 
 

 

间的差异，Edwards (1946)指出视觉可在动作发生前提

供如：身体动作、位置、头部与外界环境之相对关系

等相关感觉讯息作为前馈控制，所以将眼睛闭上减少

视觉讯号的输入会造成姿势摇晃的程度变大，结果显

表一 、各组总COP移动轨迹、左右、前后位移范围、面积 

 50~65 岁  

N=8 

65~75 岁  

N=9 

75 岁以上  

N=13 

OS 总 COP 移动轨迹 (公分) 11.42±2.59 15.45±8.60 15.42±6.60 

CS 总 COP 移动轨迹 (公分) 16.61±5.91 16.32±7.13 21.07±11.01 

OTS 总 COP 移动轨迹 (公分) 19.41±6.46 25.75±12.37 27.24±16.19 

CTS 总 COP 移动轨迹 (公分) 36.35±19.11 37.37±19.18 39.78±18.11 

OS 左右摆荡范围 (公分) 1.12±1.03 1.99±1.42 1.57±0.72 

OS 前后摆荡范围 (公分) 1.47±0.53 2.24±1.22 1.77±1.35 

CS 左右摆荡范围 (公分) 1.57±0.61 1.75±0.57 2.05±0.95 

CS 前后摆荡范围 (公分) 3.92±2.02 2.15±0.92 3.60±2.28 

OTS 左右摆荡范围 (公分) 1.77±0.73 2.95±1.52 2.60±1.35 

OTS 前后摆荡范围 (公分) 1.68±0.64 2.66±2.11 2.87±2.61 

CTS 左右摆荡范围 (公分) 4.54±2.07 4.88±2.37 4.50±3.06 

CTS 前后摆荡范围 (公分) 3.17±2.04 3.71±2.97 4.41±4.28 

OS COP 摆荡面积 (公分
2) 1.16±1.32 3.55±4.36 2.25±2.88 

CS COP 摆荡面积 (公分
2) 6.29±6.41 2.79±1.83 5.97±5.68 

OTS COP 摆荡面积 (公分
2) 2.07±1.30 5.80±7.13 6.75±12.58 

CTS COP 摆荡面积 (公分
2) 11.64±13.35 13.93±17.91 18.22±36.06 

*为组间达显著差异 

表二、总COP移动轨迹、左右、前后位移范围Mean±SD(公分)、面积(公分

2) 

 开眼（N=30） 闭眼（N=30） 

平行站立总 COP 移动轨迹 14.36±6.58ac 18.45±8.84ad 

前后站立总 COP 移动轨迹 24.70±13.10bc 38.14±18.10bd 

平行站立左右摆荡范围 1.58±1.07i 1.83±0.77ej 

平行站立前后摆荡范围 1.83±1.15g 3.25±1.98eg 

前后站立左右摆荡范围 2.48±1.32hi 4.62±2.54fhj 

前后站立前后摆荡范围 2.49±2.10 3.87±3.36f 

平行站立 COP 摆荡面积 2.35±3.15k 5.10±5.15kl 

前后站立 COP 摆荡面积 5.22±9.15 15.18±26.3l 

abcdefghijkl为之间达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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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特别是中老年组开闭眼间的成绩差异不大（未达显

著），代表视觉回馈对中年组平衡能力表现的影响成

份较大，与 Teasdale, Stelmaeh, Breunig, 与 Meeuwsen 
(1991)所得到的结果类似。 

从本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中看起来三个组别之间无

显著的差异，但各组别中标准偏差有偏高的趋势，特

别是在面积的部份，也发现到标准偏差有随着年龄上

升而增加的趋势，表示受试者间个别差异也随着年龄

上升而增加，因此受试者间肌力的差异应为影响差异

之一，即使受试者皆无固定运动习惯且生活环境类似，

Laughton et al, (2003)指出老年人在短期平衡动作中相

较于年轻人有较高的肌肉活化程度以及拮抗肌共同激

发，也许是因为肌肉量流失所造成的结果，较高的肌

肉活化程度所造成如噪声般的晃动可能就是造成老年

人与年轻人差异的原因之一，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在同

年龄层的老年人之间是否因为老人之间的肌力差异过

大而造成组内的差异过大；过去其他类似文献测验时

间多在 20~30 秒左右，在本实验只撷取达到稳定后 5
秒的资料，相较于之前文献短许多，所以造成结果只

有呈现有随着年龄渐长各项数值变大的趋势，而未达

显著差异，另外在分析方法方面，测力板可以得到的

资料参数非常多，那一些方法、参数对预测未来的跌

倒最有效一直被广泛的讨论，Sadeghi et al. (2008)也指

出将测力板的数据用频谱分析可以更容易发现一些一

般以时间相关的参数无法看出的差异，Thapa, Gideon, 
Brockman, Fought, 与 Ray (1996)指出，COP 的摆荡轨

迹的椭圆面积对未来跌倒的有比较强的预测能力，

Norris, Marsh, Smith, Kohut, 与 Miller (2005)比较年

轻人、低跌倒风险组老人与高跌倒风险组老人之间

COP 轨迹间的差异指出，统计分析的方法也会影响结

果的显著性，该文献中比较传统平衡参数（最大摆荡

范围、平均摆荡速度、95%摆荡面积）以及四种统计

力学的分析方法(statistical mechanics technique)，在传

统平衡参数的比较中，低跌倒风险组老人（平均年龄

72.6 岁）与年轻人（平均年龄 24.6 岁）之间也是没有

显著差异的，但在四种统计力学的分析方法中皆可以

显示出低跌倒风险组老人与年轻人间的差异。 
  
肆、结论与建议 

在五秒的测验时间内中、老年人间的平衡能力无

显著的差异，但老年人在开闭眼间的差异较中年人少，

另外可以发现组内各别差异随着年龄有上升的趋势，

肌力表现的差异可能会是影响因素之一，未来建议肌

力表现应纳入分组考虑之一以厘清问题所在；平衡检

测的目的，除了在发现平衡能力之间的差异外，最主

要的目的之一应该在找出未来跌倒机率较高的族群，

以便预防未来的跌倒发生，未来建议可以于检测结束

后可以追踪未来一年内老人家是否有发生跌倒、跌倒

的次数、以及为何发生跌倒，将其与之前所得到的检

测结果做连结，找出那几项参数对未来的跌倒有较强

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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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balance ability between middle and elderly 
populations by applying center of pressure (COP) trajectory. Methods: Thirty healthy subjects 
(age=71.03±8.99 years, height=153.28±9.31cm) without lower limb diseas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middle-aged (N=8, 50~64 years, mean age: 
58.62 years), young-elderly (N=9, 65~74 years, mean age: 70.44 years), and elderly (N=13, 75 or 
older, mean age: 79.08 years). Subjects performed parallel stance and tandem stance with eyes open 
and closed on force platform. After the subjects reached stability, the 5-second COP data were 
recorded for obtaining total sway distance, anterior-posterior sway range, medial-lateral sway range, 
and the area of sway; and they were calculated as outcome measurements.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were examined by one-way ANOVA.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ditions (stances, 
eyes open/closed) were examined by paired student’s t-tes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was set at α=.05.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not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balance: Compared to the different stance conditions, 
medial-lateral sway range of tandem stand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range of parallel stance 
(p=.000). Compared to the different visual conditions in parallel stance, the anterior-posterior sway 
range with eyes closed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with eyes open (p=.000). In tandem stance 
the medial-lateral sway range with eyes closed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with eyes open 
(p=.000). Conclusions: In five seconds, we did not observe differences among all groups, bu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di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balance were noted. For future study, muscle 
strength should be considered a factor for participants grouping. In addition, a follow-up should be 
conducted after the test to find 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lls and balance scal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parameters for predicting elderly 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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