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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 13 位元體育系研究生為物件，利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探討五項 Wii Fit 平衡遊戲得分與動態平

衡能力之相關性；並且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探討練習前、後 Wii Fit 平衡遊戲成績是否能達到顯著差異。結

果顯示，Wii Fit 平衡遊戲與動態平衡能力並無顯著相關，但是透過練習，Wii Fit 平衡遊戲成績有明顯進步。

因此，目前仍以走平衡木為最簡便之測量動態平衡能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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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一出生即開始學習如何調整及控制身體姿勢與

肢體動作。維持身體姿勢的平衡與控制，有賴於體感

覺 接 受 器  (proprioception receptor) 、 前 庭 系 統 

(vestibular system) 及視覺系統 (visual system) 的協

調及中樞神經系統的共同配合才能完成。 

Guskiewicz, Riemann, Perrin &Nashner (1997) 將

平衡能力分為靜態平衡、半動態平衡、動態平衡及功

能性平衡。動態平衡    (dynamic balance) 是指身體

在移動時因重心會不斷改變，而身體要維持及控制身

體姿勢的能力。靜態平衡 (static balance) 指身體在靜

止時，維持重心能保持在某固定點上的能力。不同的

運動項目所需的平衡能力不盡相同。例如：網球、體

操、柔道等專案需要較佳的動態平衡能力；射箭、射

擊則需要較佳的靜態運動能力 (江勁政、江勁彥，

2004) 。 

目前國內主要測量動態平衡能力的方法有「走平

衡木」、「修正之Bass動態平衡測驗」、「平衡測量儀」

及「測力板測驗」 (范薑逸敏，2001) 。但由於測力

板昂貴，且取得不易，因此本研究選擇以走平衡木當

作測量動態平衡的工具。 

隨著科技進步，近年來有許多虛擬實境的遊戲，

利用電腦提供玩家感官的模擬，產生一個三度空間的

情境讓玩家身入其境 (餘姿君，2008) 。2007年任天

堂公司推出Wii Fit，利用平衡板偵測玩家在虛擬實境

中雙腳的受力、移動情形並針對表現給予評分。吳唯

平、許年瑩、王令儀 (2011) 以Wii Fit瑜珈項目所提供

的即時重心位置之視覺回饋，運用在靜態平衡上之效

益，結果顯示在開眼單腳站姿之靜態平衡能力有顯著

提升。然而，未曾有研究探討Wii Fit平衡遊戲與動態

平衡能力之相關性，若能將此分類，則可運用於動態

平衡相關遊戲，以更便利、安全的方式取代走平衡木，

進行動態平衡能力之評量。 

 

貳、研究方法 

以未曾有Wii Fit平衡遊戲經驗之13名體育系在職

專班研究生為研究物件，平均年齡37.08歲、體重66.89

公斤。所有受試者無視覺、前庭損傷，且六個月內無

下肢傷害。受測者遊戲前先進行口頭說明，確認瞭解

遊戲規則後進行試玩，若遊戲中有難度選擇，皆選擇

初級。試玩一次後開始施測，兩次相同遊戲登錄最佳

成績，共實施五項平衡遊戲。測驗後讓受試者將Wii Fit

平衡遊戲帶回家熟悉後進行第二次測驗，並比較前、

後測成績，瞭解遊戲前、後之差異。 

Wii Fit平衡遊戲測驗結束後，受試者實施「走平

衡木」測驗，受測者雙腳站立於平衡木(長5公尺、寬

10公分、高度45公分)上，待口語告知開始，同時按下

碼表，測驗來回走完平衡木的時間(秒)，當受試者雙

腳著地即停止計時，測驗兩次，取成績較佳值進行資

料分析。 

資料分析方式以SPSS 12.0版統計軟體先進行皮爾

森相關係數分析，分析平衡木與五項Wii Fit平衡遊戲

是否相關，之後針對五項Wii Fit平衡遊戲以成對樣本t

檢定方式進行前、後測比較，統計水準皆訂為α＝.05。 

 

參、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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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探究走平衡木與 Wii Fit 平衡遊戲之關係，研

究結果由表一可知，走平衡木與五項 Wii Fit 平衡遊戲

並無明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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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走平衡木與 Wii Fit 平衡遊戲之皮爾森相關係數統計表 

N=13 頂球 平 衡 滑

雪 

走鋼索 平 衡 泡

泡 

坐禪 

走平 

衡木 

-.319 -.031 -.275 .415 .086 

顯著性 .287 .920 .387 .158 .780 

  本研究再以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sample t-test) 

探討遊戲之前、後測是否有差異（見表二）。結果顯示，

後測平均分數皆顯著優於前測，各項 t 值達顯著水準。

由此可知，五項 Wii Fit 平衡遊戲透過幾次練習後，皆

能較初次測試有顯著進步。 

表二、 Wii Fit 平衡遊戲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統計表 

N=13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頂球    前測 

(得分)  後測 

77.00 

263.62 

45.60 

148.00 

4.710** 

 

.001 

 

平衡    前測 

滑雪 

(時間)  後測 

 

69.64 

 

45.32 

18.98 

 

12.73 

-5.136*** 

 

.000 

 

走鋼索  前測 

(時間)  後測 

95.57 

49.10 

28.02 

13.37 

-5.163*** 

 

.000 

 

平衡    前測 

泡泡  

(得分)  後測 

586.68 

 

965.62 

218.73 

 

204.67 

5.352*** 

 

.000 

 

坐禪   前測 

(時間)  後測 

164.62 

165.08 

66.28 

42.00 

2.553* .025 

*p<.05，**p<.01，***p<.001 

 

伍、結論與建議 

  Wii Fit 平衡遊戲是否能做為動態平衡能力測量工

具，在本研究中無明顯關聯。研究者推測可能造成原

因如下： 

1.受試者因本身遊戲策略而影響分數。 

2.因遊戲設計須具有樂趣化、多樣化而影響分數。例

如：頂球遊戲頂到熊貓扣三分、頂到鞋子扣一分，

而連續頂到球有累加分數。 

3.遊戲設計影響計分。例如：平衡泡泡若過關則顯示

花費秒數，中途失敗顯示距離。 

4.前、後測進步許多，無法得知受試者若能有更多時

間練習是否影響結果。 

5.是否因採樣而影響結果，仍須進一步探討。 

6.變異係數過大可能造成無顯著相關。 

  已有許多研究顯示，Wii Fit 平衡遊戲在臨床上能

改善病患、老人及特殊族群的平衡能力，並且透過樂

趣化的過程讓許多鮮少運動的人也能享受運動的樂

趣。但是，若要以 Wii Fit 平衡遊戲做為動態平衡能力

測量工具仍有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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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bed into the correlation of the scores of five Wii Fit balance games and dynamic 

balance ability, by means of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having 13 physical 

education graduate students as study subjects. With paired-sample t test, the study explored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practicing Wii Fit balance games. The 

result showed no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Wii Fit balance games and dynamic balance ability; 

however, with practice, the scores did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walking on the balance 

beam is still the easiest way to measure dynamic balance ability. 

 

Key words:Wii Fit balance games, dynamic balance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