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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在比較 Wii Fit 平衡遊戲與測力板測試閉眼單足立之相關情形，藉以了解 Wii Fit 平衡遊戲用於

靜態平衡能力測量之可行性。本研究以 12 名自願參與體育研究生為受試者，依序接受 Wii Fit 平衡遊戲以及

測力板測驗，得到的資料依皮爾森積差相關法進行統計。發現頂球遊戲與內外側平衡能力相關，走鋼索遊戲

與前後側平衡能力相關。 

 

關鍵詞：Wii Fit 平衡遊戲、靜態平衡能力 

 

 

壹 、前言 

日常生活中從事的各項活動，舉凡跑、跳、投擲、

坐、臥、站立，甚至從事各項運動，例如射箭、體操、

溜冰、球類運動等等，平衡是控制人體姿勢的一個重

要關鍵，平衡差的人運動中姿勢不穩以外，也容易受

到運動傷害，故平衡能力對運動員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身體能力之一，並且在選材的過程中是一項非常重要

的參考指標（江勁政，2000）。 

DeOreo 和 Keoch 在 1980 年將平衡姿勢分成四

種情況來討論：第一、姿勢平衡（postural balance）、

靜態平衡（ static balance ）、動態平衡（dynamic 

balance）、技巧平衡（skilled balance）等四種，其中

靜態平衡（static balance）是身體固定不動維持身體姿

勢一段時間的能力，本研究目的即在探討 wii fti 與測

力板靜態平衡能力的相關。  

隨著時代的演變，科技日新月異，軟硬體的進步，

虛擬實境遊戲也隨之到來，2007 年任天堂推出 wiI 主

機標榜實感替驗遊戲，也隨後推出 Wii Fit 系統，利用

足底放置平衡板，偵測玩家重心的移動藉此來操控遊

戲，其中 Wii Fit 推出的平衡遊戲更是受到大家的熱烈

好評，Wii Fit 平衡遊戲包括了頂球、平衡滑雪、跳台

滑雪、滾滾球、走鋼索、平衡泡泡、企鵝翹翹板、平

衡滑雪滑板及坐禪，總共九個項目，選定其中頂球、

平衡滑雪、走鋼索、平衡泡泡及坐禪在遊戲後給予分

數的評量、熱量消耗以及運動時間的紀錄回饋，雖然

Wii Fit 是利用平衡板進行遊戲，但是其分數的回饋是 

否與靜態平衡能力有相關？還需做進一步的研

究。 

近年來利用測力板系統來作人體重心偏移的計算

是最為精密的評估方式，越來越多的研究借助測力板

進行，唯測力板造價昂貴，並非一般中小學校能購買

的儀器設備，故常見的有閉眼單足站立、長式棒上單

足站立、交叉式棒上單足站立，而閉眼單足站立測驗

為最適切之靜態平衡能力評估工具（范姜逸敏，

2001）。   

然而現今 Wii Fit 一套造價便宜，且未曾有研究探

討 Wii Fit 平衡遊戲分數與測力板之相關性，若能證明

其高度相關，那麼在一般小學校就可借助 Wii Fit 進行

更精確的平衡能力測驗，甚至因其具有遊戲的性質，

進一步的對國中小來說也是最佳訓練平衡能力的方

式。 

 

貳、研究方法 

受試者以體育系在職專班研究生為對象，隨機挑

選 12 名無 Wii Fit 遊戲經驗之研究生，所有受試者無

視覺、前庭損傷，近六個月無下肢傷害，進行五項

Wii Fit 遊戲，遊戲難度皆設定為初階進行測驗。 

第一次測驗，先以口頭告知遊戲規則及操作方式， 

各項遊戲進行兩次練習，休息 30 分鐘後給予兩次測

驗，並紀錄最高成績。 

第二次測驗，給予充分的時間，讓受試者精熟操

作過程及遊戲方式方式及平衡板的使用後，進行兩次

測驗，取最高分數進行紀錄。 

Wii Fit 測驗結束後，隔 30 分鐘再進行測力板測

驗，在 Kistler 9286AA 測力板上進行閉眼單足立，採

樣頻率為 100Hz，時間為 5 秒鐘，並以 BioWare Version 

5.1.3.0 Export 進行輸出，使用 Excel 計算 X 軸總位移

和及 Y 軸總位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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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方式以 SPSS 12.0 版統計軟體進行皮森

相關係數分析，X 軸總位移和及 Y 軸總位移和分別與

Wii Fit 前後測五項成積測驗進行分析統計。 

 

參、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Correlation 

analysis)探究 Wii Fit 平衡遊戲與測力板之關係，在第

一次測驗中，研究結果由表一可知，左右側平衡能力

與頂球遊戲有相關，其他四項則無相關，由表 2 可知

前後測平衡能力與各遊戲皆無相關。 

表一、測力板內外側位移測驗與五項 Wii Fit 遊戲第一次測驗之皮

爾森相關係數統計表 

N=12 頂球 平衡滑雪 走鋼索 平衡泡泡 坐禪 

內外側位移 -.587 -.326 .279 -.197 .345 

顯著性  .045*  .301* .379  .539 .273 

* p<.05，達顯著相關 

表二、測力板前後側位移測驗與五項 Wii Fit 遊戲第一次測驗相關

係數統計表 

N=12 頂球 平衡滑雪 走鋼索 平衡泡泡 坐禪 

前後側位移 -.513 .295 .192 .025 .345 

顯著性  .088 .353 .551 .938 .273 

使用者熟練後進行第二次測驗，使用皮爾森積差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探究 Wii Fit 平衡遊戲與

測力板之關係，在表三中，左右側平衡能力與各項遊

戲皆無相關，在表四中前後側平衡能力與走鋼索有相

關。 
表三、測力板內外側位移測驗與五項 Wii Fit 遊戲第二次測驗之相

關係數統計表 

N=12 頂球 平衡滑雪 走鋼索 平衡泡泡 坐禪 

內外側位移 -.350 -.422 -.432 .071 .429 

顯著性 
 .2

65 
.171  .160 .827 .165 

表四、測力板前後側位移測驗與五項 Wii Fit 遊戲第二次測驗相關

係數統計表 

N=12 頂球 平衡滑雪 走鋼索 平衡泡泡 坐禪 

前後側位移 -.400 -.422 .689 -.248 .404 

顯著性 
 .1

97 
.171  .013*  .436 .192 

* p<.05，達顯著相關 

 

 

 

 

肆、結論與建議 

Wii Fit 平衡遊戲用於靜態平衡能力測量之可行

性，在本研究中顯示與部分遊戲有相關，第一與第二

次測驗相關項目變化的不同，研究者推測可能造成的

原因如下: 

因 Wii Fit 具有遊戲性質，頂球遊戲容易上手，

故第一次測驗中與內外側平衡能力相關，但因測驗難

度為初級，熟練後容易達到遊戲分數上限故第二次測

驗無法測出相關。 

走鋼索需要時間熟練，抓到訣竅後才能展現出原

本能力，故在第二次測驗中才顯現與 

Y 軸方向平衡相關。 

平衡滑雪、平衡泡泡在遊戲中需要選擇策略，而

坐禪使用的肌肉群與閉眼單足立不同，影響了實驗的

結果。 

本研究中顯示使用 Wii Fit 分數測量，頂球與內外

側平衡能力相關，走鋼索與前後側平衡能力相關，但

因遊戲性質與遊戲分數顯示方式的限制，在部分初階

的遊戲中一但上手容易達到分數的上限，若要以 Wii 

Fit 平衡遊戲做為靜態平衡能力測量工具仍有待進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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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scores of the Wii Fit balance 

games and the Single-Leg Eyes Closed balance abilities on the force plat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Wii Fit balance games for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asurement of static balance.  The study recruited 

12 voluntary participants who were physical education graduates and orderly accept Wii Fit balance 

games and Single-Leg Eyes Closed balance test on the force plat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 of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ball-heading game 

and the medial-lateral balance had the dominance correlation, and the tightrope-walking game and 

the anterior-posterior balance had the dominance correlation. 

 

Keywords: Wii Fit balance game、Static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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