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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3D 轉體刺激介入對平衡能力之變化 

 

黃得峯 何維華*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 3D 轉體運動刺激前、後平衡能力的影響。本研究以 28 名一般青年為研究對象，以全身性

轉體運動作為刺激介入(共 5 次每次 2 分鐘);刺激前與刺激後靜態能力評估:以閉眼單足站立記錄站立時間與靜

態平衡模式位移面積。透過本研究得知，受試者在閉眼單足站立經刺激後變差的階段分別在第一階段 9 名、

第二階段 5 名、第三階段 6 名，而經刺激後反而變好的則有 8 名;靜態平衡評估經刺激後變差則分別在第一階

段 12 名、第二階段 5 名、第三階段 2 名、第四和五階段各 1 名，而經刺激後變好的則有 7 名。對於人體在 3D

真實運動情境中，尚未建立訓練人體前庭系統，以促進平衡能力的方法。經本研究結果得知個別差異性，未

來可提供在 3D 轉體運動評估選手之刺激指標，並擬定專屬之訓練處方。 

 

關鍵詞：平衡 

 

 
壹、緣由與目的 

在國際體壇激烈競爭的情況下，有效的訓練是尋

求運動科學相關的專業協助。平衡能力是運動員運動

表現的基礎，選手除了肌力與爆發力的訓練外，平衡

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1]。 

人體平衡控制能力主要由中樞神經系統所控制

(大、小腦及脊髓等)，再透過人體內維持平衡的本體

感覺接受器、內耳前庭系統及視覺系統神經訊息的協

助，才能使運動神經肌肉系統得到完整的配合，來執

行各種活動[9,10]。前庭系統是人體平衡系統的重要一

部分，對於 3D 轉體運動刺激，經前庭神經把刺激信

息傳入到相應的腦幹內的前庭神經核以及小腦，經過

與其他感覺信息的整合把這些信息傳送到腦內更高層

次的中樞形成主觀意識，從而做出功能反應。人體前

庭外周前庭系統是由前庭器官與前庭神經組成，對於

3D 轉體運動刺激，它們傳送有關頭的角速度、線加速

度和相對於頭的方向的重力線等信息至中樞神經系

統，並對這些信號與感覺信息相組合以判定頭的位置

和運動方向。腦幹中的前庭中樞對於 3D 轉體運動刺 

 

 

激體具有接受、整合、調節前庭信息的功能，對於 3D 

轉體運動的刺激，前庭核神經元可自發放電，以維持 

前庭系統靜態平衡。同時小腦接受來自外周前庭感受

器的神經傳入，將這些纖維傳入的信息進一步整合、 

分析後對於 3D 轉體運動進行反饋性的調節。 

3D 轉體運動刺激在前庭動眼通路的作用是在頭

部運動的過程中保持視力不變、穩定視覺。前庭脊髓

通路的作用是維持軀體的穩定，保持姿勢平衡。3D 轉

體運動對於刺激神經通路主要表現在前庭受刺激時，

會出現惡心、嘔吐、心律減慢、血壓下降等。有學者

(Kohmura.等人，2007)研究指出人體在三度空間中運

動除了視覺神經的刺激外，還共同受到前庭系統刺

激，影響動態視覺能力與平衡能力[2,3,8]，而許多運

動項目動作必須在三度空間中完成，如體操、跳水、

舞蹈等。 

  而人體的平衡能力可以定義為在不同感覺環境下

能夠維持身體重心（center of mass, COM）不超出支

撐底面積（baseof support）極限的能力，一般可分為

靜態平衡（ static balance ）與動態平衡（dynamic 

balance）兩類。靜態平衡是指身體（主要是指頭部）

對於重力方向之定位，動態平衡是指為因應諸如旋

轉、加速及減速等突然運動而產生維持身體位置之反

應[4]。先前的研究大都是藉由肌力與肌耐力等訓練處

方進而提升平衡能力，如:增強式訓練與有氧運動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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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有許多文獻已指出平衡能力能會影響運動選手

的運動表現[5,6,7]，但較少文獻指出使用有效的訓練

儀器刺激人體前庭系統有效的訓練處方。因此本研究

目的是利用在三度空間中全身轉體運動，刺激人體前

庭系統並以靜態平衡能力探討刺激介入前與刺激介入

後之刺激效果。期望此研究結果能針對運動員擬定適

合的訓練處方。 

 

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28名一般青年的自願者，無任何視覺、

前庭功能的損傷、下肢傷害、暈眩及小腦病變等疾病。

實驗流程經受試者填寫基本資料簽署同意書後進行實

驗。刺激介入前以閉眼單足站立和平衡測量儀（Prokin 

system TecnoBody PK-MANSW-07EN）靜態平衡測量

模式評估靜態平衡能力如圖一與圖二所示，測量完畢

後則使用多軸訓練儀（FPZ 3D）在矢狀面、額狀面、

橫切面，進行360度翻轉，轉速等級5，持續時間2分鐘，

共5回(刺激介入累積量)，中間無休息，作為刺激介入

如圖三所示。  

 
圖一、閉眼單足站立 

 

 
圖二、靜態平衡測量 

 
圖三、受試者固定於多軸訓練儀上 

    資料處理將閉眼單足站立，依據健康體適能檢測-

平衡感評估;受試者以慣用腳作為支撐腳，支撐腳移動

或非支撐腳落下則視為失敗，並記錄站立時間。靜態

平衡測量以閉眼雙手插腰的方式，雙腳站立於平衡測

量儀平台上，收取位移面積。以 Excel 分析各階段靜

態平衡能力之變化，並以描述性統計敘述。 

 

參、結果與討論 

  從表一可以看出五次的刺激介入後位移面積皆小

於刺激介入前，也代表經刺激過後平衡能力有變好的

趨勢;表二在第一、二次刺激後平衡能力變差，反而在

第三、四、五刺激後變好。 
表一、 平衡測量儀-靜態平衡能力評估(n=28) 

  0 1 2 3 4 5 

Max 23543 20874 25513 16464 20511 17900 

Min 4599 4510 5158 4630 3719 3744 

Meam 11916.96 11189.39 10748.36 10526.28 10519.93 9585.79 

SD 5547.71 4469.38 4250.91 3581.4 4221.32 3388.81 

表二、閉眼單足站立(n=28) 

  0 1 2 3 4 5 

Max 45 45 45 45 45 45 

Min 3.9 5.5 5.3 3.7 9.4 5.8 

Meam 33.5 31.38 29.56 32.82 34.04 33.28 

SD 12.24 14.81 14.66 14.79 13.21 12.48 

  由圖(四)與圖(五)在閉眼單足站立與靜態平衡能

力評估，由各階段來看在刺激介入前與刺激介入後分

別在第一階段 9 名、第二階段 5 名、第三階段 6 名，

而經刺激後反而變好的則有 8 名; 靜態平衡評估經刺

激後變差則分別在第一階段 12 名、第二階段 5 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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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 2 名、第四和五階段各 1 名，而經刺激後變好

的則有 7 名。 

 

 
圖四、閉眼單足站立 

 

 
圖五、靜態平衡能力評估 

 

肆、結論 

針對專項平衡能力仍然無一套良好的訓練處

方，對於人體在 3D 真實運動情境中，尚未建 

立訓練人體前庭系統，以促進平衡能力的方法。

透過本研究結果得知受試者之間的個別差異性，影響

了刺激介入後的趨勢，未來可提供在 3D 轉體運動專

項中，評估選手之刺激指標，並擬定專屬之訓練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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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3D ROTATION MOTION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ON BALANCING CAPACITY VARIATION 

 

De-Feng Hung Wei-Hua Ho*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compare of balance before and after stimulation interventing 3D rotation 

motion. Twenty – eight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3D rotation motion as stimulation 

interventing(a total of 5 rounds, each round of two minutes);static balance capacity assessment 

before and after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for example close eyes one leg stance time and static 

balance C.O.P area. The results show, close eyes one leg stance after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worse 

in the first phase of nine subjects, the second phase of five subjects, the third phase of six subjects, 

but change for the better after the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have eight subjects; static balance 

capacity assessment after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worse in the first phase of twelve subjects, the 

second phase of five subjects, the third phase of two subjects, the fourth and five each one subject, 

but change for the better after the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have seven subjects. For the context of 

the human body in 3D rotation motion conditions, training the human vestibular system to promote 

balanced abilit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future 

provides in 3D rotation motion assessment players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index and draw up an 

individual training prescription. 

 

Keywords: Satic balance, Prokin, Multiaxial Trai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