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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旨在利用自行设计的不稳定平衡台，产生的不稳定刺激，探讨大学男女学生站姿控制能力的差

异性与平衡板角速度变化的关系？方法：无平衡相关病史健康学生 75名（男= 35，女= 35），接受每人 10次

的平衡检测。平衡台左右最大角度设定为 20度，台前 3公尺处架设一台高速摄影机(SONY-HDR-SR8)，以记

录平衡维持时间(balance keeping time, BKT)与撷取平衡板角度的变化(deg. / s)。所得数据，加以理数程序演算，

求得角速度之方根均值(root mean square, RMS)，并以独立样本 t考验比较男女生组的差异性及皮尔逊积差相

关法，探讨 BKT与角速度间的相关？显著水平设为α = .05。结果：(1)男生组 BKT的成绩（2.505±0.129秒）

优于女生组（1.937±0.081秒），且达显著的差异(p < .05)，及角速度 RMS的值（男: 35.488±1.587deg./s，女:

26.433±0.936deg./s）也优于女生组(p < .05)。(2)男女学生各组 BKT的增加，角速度 RMS的值亦随之增加，且

BKT 与角速度间都有正的相关关系(男 r=0.516；女 r=0.583)。结论：(1)两侧性不稳定平衡台产生的刺激，能

有效造成男女大学生站姿协调能力的差异。(2)不稳定平衡台与高速摄影机的使用，有效的搜集 BKT与撷取角

速度 RMS 的值，且建立动态平衡适能常模及可作为高度评估人体动的平衡能力，就所谓的”下肢左右协调能

力”，提供运动教练与选手在训练上有另一深层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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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绪论

以人体站立姿势作为检测运动失调（脑性病变

患者）病征的研究，始于 1795~1873 年间德国神经
科医学者Moritz Heinrich von Romberg，此检测方法
称之为隆柏氏测验 (Romberg’s test) ，它是以闭眼双
脚站立平衡作为评估脑部患者病状的依据（Kato,
1960；日本平衡神经科学会，1986）。之后，随着各
式平衡测试仪的研发与创新，利用脚底压力中心

(center of foot pressure, COP) 的研究(Horak &
Hlavacka, 2001; Carpenter, Frank, Silcher, & Peysar,
2001; Peterka, 2002) ，及与站立姿势时身体质量中
心 (body’s center of mass, COM) 位移的探讨

(Maki & Mcllroy, 1997; Winter, Patla, Prince, Ishac, &
Gielo-Perczak, 1998; Carpenter et al. 2001) ，在医学
复健等相关领域受到相当热烈的讨论。于运动相关

领域，也因运动姿势与平衡能力对运动表现及运动

成绩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对姿势控制与平

衡等研究，在体育运动（江劲政、江劲彦、相子元，

2004；胡名霞、何浩君、王杰贤，2005；李文心、
柯以馨、李建志、胡名霞，2007；林威秀、黄国堂、
邱炳坤、黎俊彦，2009）与健康管理（林桑伊、蔡
子同、林倩如、李毅信，2001；黎俊彦、林威秀、
黄启煌，2004；陈怡如、林桑伊，2006；Lin, Hu, &
Tang, 2007）等领域也广被讨论。
  然而，人体因重力的影响，其身体的重心位置，

必须位于低面积的垂直面上，否则会呈不稳定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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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许树渊，1976）。又吴文忠 (1984) 也认为，平
衡是身体对空间的一种调整能力。因此，站立姿势

的检测必须是针对自发性的控制站姿与身体对空间

调整能力的一种结合。根据 Nashner (1976) 的报告
指出，人体站立姿势身体前后方向 (anterior-posterior
direction, A/P) 动摇，所诱发下肢踝关节肌肉组织的
长潜期收缩 (long-latency stretch reflex)，是随身体摆
动刺激 100~120 ms而发生的。又 Nashner (1977) 以
支持基底面之固定角速度：每秒 1 度 (1°/sec) 、每
秒 6 度 (6°/sec) ，及与踝关节相均等安定角速度，
探讨不同角速度置换对站姿踝关节与髋关节的影

响。之后，Horak and Nashner (1986) 更对站姿运动
策略，又提出踝节部策略 (ankle strategy) 与髋节部
策略 (hip strategy) 等两种影响站立姿势控制的主
要运动模式。因此，连结Horak and Nashner (1986) 的
论点，在各项运动中踝节部策略与髋节部策略的相

乘运用下，优异的姿势控制能力对人体运动的成绩

表现 (sports performance) 是相当重要。但如何检测
与评估人体运动中站姿的平衡能力？并透过了解其

能力，进而改善与提升平衡功能，以达最佳的运动

表现，是值得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与静态站姿 A/P
量测或是内外方向 (medial-lateral direction, M/L)量
测平衡能力的不同，两侧性下肢左右切换动作是瞬

发性连续运动开始的预备姿势(attitude)，它在多项球
类竞赛（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羽球等），及与

个人单项竞技(柔道、体操、竞速溜冰等)中，对人体
姿势的维持与协调，有其重要的特殊性。因此，为

检测人体运动中下肢左右切换能力的优劣，黄汉年

与陈全寿 (1999) 利用不稳定平衡台产生的不稳定
刺激，探讨其动的站立平衡维持时间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亦有效的作为检测动态平衡能
力 的 一 种 方 法 。

  综观先前多数的报告，以下肢左右方向之平衡

控制为题材，探讨动态站立平衡时间优劣之报告鲜

少（黄汉年、陈全寿，1999；Balogun, Adesinasi, &
Marzouk, 1992；Almeida, Carvalho, & Talis, 2006；黄
汉年、贾丛林、苏明耀、陈秀华，2010）。特别在国
内大力倡导运动适能中，对两侧性左右方向动态平

衡适能的琢磨，还留很大的讨论空间。因此，本研

究针对黄汉年与陈全寿 (1999) 的研究结果，作为探
讨的延伸基础，且在研究方法与分析上加以强化，

进一步对平衡台左右角度的变化作定量性

(quantitative) 的探究，以了解人体运动中站立平衡

维持时间的能力表现与平衡板角速度变化间的相关

性？并藉以提供一种使用简便，且具效用的检测方

法，以作为体适能评估及教练选手在平衡适能训练

上的参考。

贰、研究方法

  健康且无平衡相关病史大学男女学生各 35名自
愿者，为受测对象（男：年龄 19.31 ±1.13岁、身高
172.87 ±4.89公分、体重 65.97 ±12.28公斤、身体质
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22.04 ±3.83 kg/m2，

女：年龄 18.61 ±0.68岁、身高 160.12 ±0.68公分、
体重 50.99±7.65公斤、BMI: 19.83 ±2.22 kg/m2），平

衡检测前举行说明会，并获受测学生之签署，同意

参与及遵守本研究规定后实施。

研究工具与场布

  根据黄汉年与陈全寿 (1999) 之报告，作为本研
究之延伸基础，将不稳定平衡台左右最大角度重新

设定为 20度（福田 精 1957），并以平衡台中心为
基线 (0o)，于平衡板左右两端装置标点，台前 3 公
尺处架设一台高速摄影机 (SONY-HDR-SR8) 同时
撷取平衡时间与标点的位置，而平衡板角度之变化

(deg./s)可以透过计算标点位置的变化而获取，如图
一所示。

图一、不稳定站姿平衡检测示意图

  实验期间为求严谨性并避免连续 10 次产生疲
劳，受试者每人接受一组 5次 × 2组之平衡检测，
并以 10次之平均时间作为该受试者之成绩，检测人
次顺序以随机分派。受试者赤脚站立于平衡台上，

右手按住扶把取得身体的平衡后，检者向受试者确

认无误，下达预备 → 开始口令（口令前摄影机已

开始记录）同时，受试者瞬间将右手放开（计时点

开始；同高速摄影机记录时间）。同受试者右手离手

后至失去平衡（左右平衡板触抵平衡台设定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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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时，计时点结束；同高速摄影机记录时间）同时，

摄影机全程记录平衡板角度之变化。而平衡板角速

度 (angular velocity) 的成绩，是以理数公式演算与
微分后求得（如说明）。确认实验无误后，下一位受

试者依序进行。

  算式说明与定义（图二）设实验中总共撷取 M
个数据点，在时间 t所撷取的数据点表示为 A(t) = [xt,
yt]

T，经撷取动作之单位时间t后，应用数据点 A(t+1)
= [xt+1, yt+1]

T的位置，可以求得 A(t)的速度向量为 VA

+1

+1

( ) t t t
A

t t t

x x vx
V t

y y vy
   

       
,1 t M-1, tN (1)

又 A(t)与 VA(t)之夹角定义为，因此
( ) ( )

cos
( ) ( )

A

A

A t V t
A t V t

 


(2)

故 A(t)的角速度定义为 (向量形式)
( ) sin

( )
( )

A
A

V t
t

A t


 

(3)
而 A的角速度均方根定义为

 
1

2

1

( )

1

M

A
i

A

i

M




 



(4)

图二、角速度向量图标

平衡维持时间与信度考验 BKT的纪录（从开始
至结束）与计算是以每秒 30张影片 (frame/s) 速度，
从（计时点结束张数－计时点开始张数）÷ 30所获
得的值作为 BKT的成绩。平衡台之信度考验，根据
黄汉年、苏明耀、贾丛林与山本高司（2011）的报
告指出，以左右最大角度 40 度的 BKT 再测相关系
数为 0.861 (r.01(8-2) = 0.833, p < .01)。而本研究将最
大角度重设定为 20 度，并以 15 名健康男性大学生
为试验性研究 (pilot study)，同样方式进行初测（第
1日）与再测（第 2日）间的信度考验，结果相关系
数为 0.835 (r.001(15-2) = 0.689, p < .001)。而角速度初

测与再测相关系数为 0.446 (r.05(15-2)) = 0.441, p
< .05)。
  所得参数与各项平均成绩，以 Excel 2007进行
统计处理，加以理数公式演算与微分，求得角速度

均方根值 (RMS) 后，并以独立样本 t 考验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检验男女学生两组间各
项成绩之差异性，及以皮尔逊积差相关法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对 BKT 与角速度 RMS
间的成绩表现加以分析，并验证其检测仪器之区别

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统计考验显著水平设为
α= .05。

参、研究结果

BKT 与角速度 RMS的表现图三 A与 B为男女
生检测结果，男生组 BKT 成绩的平均数为

2.505±0.129秒，明显高于女生组的成绩（1.937±0.081
秒），且在成对样本 t检定结果，有显著的差异 (t =
3.615, p < .05)，又两组间区别效度并无相关 (r = -.
059, p > .05)。两组间具有显著的差异另外，在平衡
台角速度 RMS变化之成绩方面，男生组角速度的平
均数为 35.488±1.587deg./s，也是高于女生组的成绩
(26.433±0.936deg./s)，且在 t检定结果，同样的具有
显著的水平 (t = 4.716, p < .05) 。

         A

         B

图三、受试男女学生组间 BKT(A)及角速度 RMS比较(B)之结果( *

p < .05)

BKT与角速度RMS的相关图四为受试男女学生
BKT 与角速度之相关结果。如图 A 所示，女生组
BKT 与角速度间之相关呈正的相关 (r = .583, p
< .000)，而大多数受测者的成绩是在 1.5秒~2.5秒之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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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唯少数受测学生是有较高的成绩（3 秒左右）。
而在男生组方面（图 B），有绝大多数学生之 BKT
成绩是在 1.5秒~3秒之间，更有少数受测者高达 3~4
秒左右的成绩，且 BKT 与角速度 RMS 间之相关系
数，亦是呈现正的相关 (r = .516, p < .001)。就整体
而言，男女受测学生都有随 BKT的增加，平衡板角
速度 RMS亦随之增大的倾向。
          A

          B

图四、受试者男女学生组 BKT与角速度 RMS之相关结果（女生：

A、男生：B）

肆、讨论

  Nashner (1976, 1977) 对人体站立姿势时脚踝节
部功能性伸张反应 (functional stretch response, FSR)
长潜期收缩之研究，及 Horak and Nashner (1986) 对
站姿运动踝节部策略与髋节部策略等两种影响站立

姿势控制的主要运动模式，已有明确的报告。为此

可以说明，不稳定站姿时随意运动所诱发身体姿势

的保持与四肢位置的置换，就所谓的＂运动与平衡

控制＂而言，下肢之协调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本研究以两侧性动态站姿环境的设定，同时搜集平

衡的时间 (BKT) 与撷取人体站姿左右切换之协调
能力（平衡台角速度 RMS 的变化），加以定量与评

估后分项讨论。

站立平衡检测与评估－年龄、性别差异简易作为

检测静态平衡能力的方法，开、闭眼单脚站立平衡

检测的简便性是众所皆知（林正常、范姜逸敏，2000；
范姜逸敏，2001）。林正常与范姜逸敏 (2000) 针对
男女性别及各年龄层的不同分组，施以单脚站姿平

衡能力的检测结果显示，其平衡时间是随年龄的增

长而增加。大学男生组是有较佳的平衡能力，而高

中女生组则是比大学女生组优。于成年人组方面

（20~40岁），男生组是优于女生组，但差异性不大。
至于中、高年龄层的站姿能力，特别是老年人为对

象的研究，胡名霞与林慧芬 (1994) 指出，老年人组
单足站立时间比青、中年人组短，且站立稳定度也

比青、中年人组差。当然，从多数研究显示，运动

的介入例如走路 (Melzer, Benjuya, & Kaplanski,
2003)、肌力训练 (Onambele, Narici, & Maganaris,
2006)、踏步 (Mansfield, Peters, Liu, & Maki, 2010)
等都是可改善与增进平衡能力。

  根据先前研究，利用三轴测力板系统结合计算

机理数化之平衡测试仪，能搜集多元之 COP平衡参
数，有效作为检测与评估静、动态站立平衡能力优

劣的方法（江劲政、相子元，2000；林威秀、郑秀
琴、彭清义，2003；江劲政等，2004；林威秀等，
2009）。然而，各类评估人体站姿 COP 之平衡测试
仪，在运动竞技上的运用，亦有不同的报告。胡名

霞等 (2005) 指出，桌球选手左右方向控制之准确性
较游泳佳，跆拳道选手前后方向准确性较桌球佳，

及柔道与游泳选手闭眼情境条件下，测力板与身体

同步转动之稳定性比桌球选手佳。但女性在异常之

视觉与本体感觉条件下，其稳定性较男性者优，而

男性第一次左脚闭眼单脚站立时间比女性优。

  上述平衡能力检测与各类平衡测试仪的研究结

果，虽因研究需求与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对运

动中下肢动态平衡能力的评估需求，明显留有很大

的讨论空间。特别在左右方向动态站姿平衡能力之

性别差异，及专项运动选手动态平衡能力上的论述，

显有不足。因此，别于人体站姿重心位移时 COP的
检测，黄汉年与陈全寿 (1999) 研制不稳定平衡台，
于台上自主控制身体的平衡，有效搜集身体站立平

衡时间以作为评估动态平衡能力的依据。本研究以

此方法作为延伸基础，探讨男女学生有无性别差异

发现，大学男生组动态 BKT的成绩是明显优于女生
组。但此结果不同于黄汉年与陈全寿 (2000)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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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大专男女学生动态平衡能力，并无性别差异

的报告。然而，造成此差异的最大原因，本研究认

为这是平衡台角度设定的不同所致。不同黄汉年等

的报告，本研究平衡台角度设定为 20度，远小于该
报告的 35度。此点，根据 Almeida et al. (2006) 以前
后方向站姿动态平衡跷跷板不同高度之困难指数

(index of difficulty) 研究指出，所有的受试者皆能在
动态平衡板上维持 10秒的平衡时间，且困难指数愈
大，其平衡的维持就愈难。而 Almeida et al. 对平衡
跷跷板刺激强度是以半径几公分之高度计算，且分 9
等级困难指数，但有关平衡跷跷板角度的陈述，相

对的不足。但与 Almeida 等的困难指数报告不同，
根据福田 (1957) 的报告指出，斜台面人体站立姿势
的适当角度为 25 度至 30 度。为此，本研究将平衡
台角度重设定为 20度，虽可以压缩平衡板左右晃动
的角度，但相对的也增加了下肢左右切换的空间难

度。此结果说明，两侧性动态平衡能力的检测，也

可能因平衡板角度过小的设定，而产生男女学生间

差异的存在。

  而从平衡能力与性别相关报告指出，其平衡能

力差者，显著增加脚踝受伤的风险，此风险似乎是

男性比女性更为常见 (Hrysomallis, 2007)。但根据
Sullivan, Gross, Grana and Carcia-Moral, (1980) 针对
青少年足球选手的报告指出，女性足球员的受伤比

率是男生的 2倍。又 Verhagen, van der Beek, Twisk,
Bouter, Bahr and van Mechelen (2004) 针对男女排球
选手进行单脚站立、球类运动、平衡板训练及球类

平衡板训练等 4 种的不同运动介入研究指出，极少
数脚踝伤员病史者经介入后，有显著的减低脚踝关

节扭伤风险的比率。而性别差异的各项身体组成特

征，虽无显著差异，但男女生介入组与控制组间，

球类与平衡板的介入，是有效的预防脚踝再次发生

受伤的风险。因此，对于平衡能力与性别差异的相

关推论，可能因研究对象或是运动项目的不同，而

无一致的结论。此相关议题，亦是尔后重要的研究

课题，更对专项运动选手下肢动态平衡能力，在性

别差异上有何不同，需作进一步厘清与探究。

BKT与平衡台角速度 RMS的变化
  综括先前研究，以左右方向动态站立平衡时间

与角速度变化，作为评估手段之报告不多（黄汉年、

贾丛林、苏明耀、谢志君、陈秀华，2009；黄汉年
等，2010）。而综结 Nashner (1976, 1977) 的报告指
出，被动性以每秒 1°角度起始频率诱发身体前后方

向 (A/P) 动摇与 FSR的结果，站立姿势时踝节部肌
肉组织之功能性伸张反应速度的快慢是有其天性的

利点。换言之，踝节部角速度愈快，FSR 的反应愈
快，则不利站姿，而反应愈慢会产生更大的身体晃

动。然而，有关于踝关节与膝关节运动角度的变化

与站立平衡控制的关系，根据林威秀与黎俊彦

(2003) 以踝关节内外翻转肌力与站立平衡控制能力
之相关报告指出，在角速度 30°/s 或是 120°/s 条件
下，纵然在肌力表现上双脚最大扭力、平均最大扭

力与平均动力值间皆有显著的关系，但与开闭眼情

境下之站立平衡控制无关。又，Gage, Frank, Prentice
and Stevenson (2007) 在角速度每秒 50°时以台面旋
转角度 7.5°，探讨对下肢患者站姿身体质量中心
(COM) 的影响指出，尽管是连接角度与肌电活动情
形上的区分，但并未发现与身体质量中心的位移有

何差异。这说明患者的姿势控制，除来自中枢神经

系统的支配外，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可在姿势受干扰

情境下，恢复姿势的平衡。因此，综括诸类研究结

果得知，检测动态站立平衡能力时在一固定角速度

之条件下，或在连结下肢踝关节角度变化与肌电讯

号量测 (electromyography, EMG) 的区分下，对 COP
或 COM位移之站姿能力的影响不大。
  反观，以正弦波连续旋转支持面 4 种不同角度
变化作为干扰源，对静态站姿平衡策略影响之研究，

根据 Akram, Frank, Patla and Allum (2008) 等推论指
出，头部摆动之 RMS 比（RMS 比愈大姿势安定性
愈佳）大于 COM时，COM摆动的控制策略可能来
自中枢神经系统。因此，为将身体之 COM摆动极小
化，踝节部与髋节部策略的运用比头部摆动动作来

得有效。这也说明了前后方向连续旋转台上站姿头

部运动，与台面角度变化之干扰无关，而是藉由踝

节部与髋节部策略的运用来降减身体质量中心的摆

动位移。由此可见，被动性静、动态站立平衡 COP
之位移或 COM之摆动，与台面角度的变化，并无极
大的相关 (林威秀、黎俊彦，2003；Gage et al., 2007;
Akram et al., 2008)。而相较于上述前后方向站姿平衡
能力与台面角速度相关性的讨论，本研究利用不稳

定平衡台的不稳定刺激，自主的能控制左右方向平

衡台角度的变化，及有效的搜集身体动的平衡维持

时间，并探讨两变项间的关系。根据黄汉年等 (2009)
对国中女子优秀足球选手的基础研究指出，不稳定

站立平衡能力 (BKT) 与平衡台角速度的变化，并无
其相关性 (r = -.145)。相反的，从黄汉年等 (2010)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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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的研究指出，动态站立平衡维持时间与左

右方向角速度变化的关系，却为正的相关 (r= .537)。
然而在本研究结果，平衡维持时间与平衡台角速度

间的关系，男女学生组都各自呈现正的相关关系（图

四）。这结果说明，一般非运动选手下肢左右协调能

力，就所谓＂动的平衡维持时间＂越长，其平衡台

角速度的变化就越大。而男生组两变相成绩的分布

是远大于女生组，这也说明两侧性下肢左右方向之

动态站姿平衡能力的可塑性 (plasticity)，大学男生
是优于女生的。当然，相较于利用三轴测力板、

Biodex Stability System 等理疗用测试仪脚压力中

心，是被动性的以在时间单位内 COP移动轨迹之总
长度愈短、移动面积，及身体 COM之前/后、左/右
方向之晃动面积 (sway area) 愈小，作为评估平衡能
力优劣的指标。而本研究使用不稳定平衡台的参数

值虽欠缺多元，但不稳定平衡台是可以自主控制身

体动的平衡表现，平衡维持时间愈长表示动的平衡

能力越好（黄汉年等，2011），且与角速度变化 RMS
值的结合，有效的作为评估下肢左右协调能力优劣

的参考基础。

伍、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藉由不稳定平衡台产生身体站姿的不平

衡，且有效的搜集平衡台上的不稳定平衡维持时间

与延伸撷取平衡台角速度的变化值，加以量化分析。

结果男女学生下肢动态平衡控制能力的明显不同，

造成此差异，可能因为平衡板角度设定的不同而影

响。又，男女学生组随着 BKT的增加，角速度变化
值 RMS，亦随之增大。未来建议增加搜集平衡台上
人体运动学的表现参数，加以分析；例如踝关节、

膝关节、髋关节与躯体上肢角度动作的变化值，多

元纳入人体动态平衡能力的评估表现，并对专项运

动选手之平衡特性，作深入的探究，以找出影响运

动平衡能力的相关参数值，对提升与改善动的平衡

适能，有实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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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stimate the dynamic balance ability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for standing posture stability using the instability platform like-seesaw.
Methods: Seven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35 males, 35 femal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Each
participant was required to stand barefoot on a custom-built platform and the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 for 10 trials. The maximum degree of platform inclination is 20° from horizontal surface by
side to sid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les and females was determin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ma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female group;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balance performa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ere observed as well.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in male/female grou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 each group.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o use the instability platform could be an appropriate instrument to
collect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effectively. Moreover, the data g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s may establish the dynamic balance fitness norm and can be used as an assessment
method of the lower extremity coordination ability by side to side.

Key words: Dynamic posture, BKT, Coordination, Angular velo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