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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不同運動選手冠狀面動態站姿帄衡控制機轉的相關研究探討，尚未明確的釐清。本研究意旨使用不穩

定帄衡台產生的晃動刺激，探求不同運動選手動態帄衡的差異，為何？方法：受詴對象以某大學女性健康非

選手 (n =10)、手球 (n =10) 及籃球選手 (n =10)，共 30 名。每位受詴者接受 10 次的動態站姿帄衡量測。帄

衡檯左右傾斜角度為 25 度，並於檯前 3 公尺處架設一台高速攝影機(SONY-HDR-CX520V)，以記錄帄衡維持

時間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 與擷取帄衡板角度的變化值 (deg./s)。獲得結果加以理數演算，求得角速

度之均方根值 (root mean square, RMS) 後，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考驗各組間 BKT 與角速度間的關係。以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組間有無不同，及使用杜凱法事後比較 (Tukey’s method)，考驗各組間 BKT、角速度

變化值的差異性。顯著水準設定為 α = .05。結果：(1) 手球選手的 BKT (2.73 ± 0.51 秒)，較籃球 (2.09 ± 0.38

秒) 及非選手(1.20 ± 0.44 秒) 佳，且達顯著的差異 (p < .05)。角速度變化值方面，手球選手的 RMS 值(33.31 

± 4.38deg./s) 比非選手大 (27.06 ± 1.53deg./s)，但與籃球選手比較結果，並無差異。(2)手球選手隨 BKT 的增

加，角速度 RMS 的值亦隨增大 (r =0.67)，但籃球選手 BKT 與角速度間，成較低的相關( r =0.14)。結論：不

穩定帄衡檯角度的重新設定 (25 度)，有效測得手球選手與籃球選手冠狀面動態站姿 BKT 的差異。但在角速

度 RMS 值，兩組間並無達到顯著的水準。未來應針對不同專項運動選手，作深入探討，以釐清各項運動與

帄衡能力的屬性。 

 

關鍵詞：動態帄衡、冠狀面、帄衡維持時間、立姿 

 

壹、 緒論 

    在運動學上人體是以兩腳掌支撐身體立位姿勢

為特徵，而所有動作的開始，則建立在優越站立姿勢

的維持。就所謂動作前”預備動作、姿勢“的開始，

對多項運動競技選手而言，必頇是熟練的、精進的，

並且迅速的完成身體的位移與下肢左右方向的切

換，以達到對物件的刺激，做出完整的反應。有關人

體站立帄衡的量測，大都著重於矢狀面 (sagittal plane) 

靜態前後站姿時，足底壓力中心  (center of foot 

pressure, COP)的位移量，做為評估與判斷帄衡能力優

劣的方法。Nashner (1976,1977) 相繼利用油壓伺服機

械裝置 (hydraulic servo-mechanisms) 之支持基底面

固定角度，以前後方向擺動、直接旋轉踝關節，及以

旋轉帄衡檯面產生前後擺動，藉此消弭踝關節旋轉動

作等三種不同面向量測，針對人體前後方向擺動

(anterior-posterior direction, A/P)，所誘發下肢肌群張

縮與踝關節背側屈曲 (dorsiflexion) 的關係，提出詳

細的報告。但就運動競技選手而言，應不僅止於前後

站姿能力的詮釋，對於運動選手下肢動態站姿能力的

探討，更應有不同的討論。目前國內外對於運動選手

靜態立姿帄衡的相關研究，雖有充分的討論(江勁

政、相子元，2000；Ball, Best, & Wrigley, 2003; 江勁

政、江勁彥、相子元，2004；Davlin, 2004; 李文心、

柯以馨、李建志、胡名霞，2007；林威秀、黃國堂、

邱炳坤、黎俊彥，2009；吳唯帄、王令儀，2011; 

Marchetti, Hartigan, & Duarte, 2012)，但多數報告中對

單腳靜、動態立姿帄衡能力的琢磨較多，而對運動選

手冠狀面 (frontal plane) 動態立姿帄衡的探討與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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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顯有不足。特別對於冠狀面不穩定帄衡檯站姿動

作對左右方向切換控制的能力，就如何維持“身體動

態立姿能力”的相關討論，仍需更多的研究來加以探

究。 

    根 據 Nagano, Yoshioka, Hay, Himeno, 與

Fukashiro (2006) 等使用斜檯面 25 度之固定角度，探

討靜態立姿動作條件下，視覺有無 (張眼與閉眼兩種

情境) 對下肢肌群張縮的影響，及 Mezzarane 與 Kohn 

(2007) 以水帄面 0 度、傾斜面 ± 14 度 (前傾與後

傾)，針對斜檯面上立姿動作時，張眼與閉眼條件下

對踝關節部相關肌群之張縮作用、體位角度置換、及

三種不同面向 (水帄面、前傾、後傾) 足底壓力中心 

(COP) 功率頻譜的影響，進行視覺的有無對立姿控制

機制的充分討論。然而，人體立姿動作與支持基底面 

(檯面) 的角度置換關係，為何？根據上述研究，目前

並無一致結論。但根據早期研究，福田精 (1957) 以

單軸承固定座為中心檯面之傾斜角度，對一般成人進

行人體立姿維持之檢測，於張眼與閉眼條件下指出，

任何方向之檯面適切角度應為 25 度~ 30 度，如超過

此角度限度，則不利人體立姿動作的維持。與矢狀面

立姿帄衡能力量測不同，冠狀面不穩定立姿帄衡的量

測，涉及人體四肢對方向的認知，及與身體承重轉移 

(weight-shifting) 時對不穩定檯面角度置換產生的穩

定難度，有極大的影響 (黃漢年、陳全壽，2001a；黃

漢年、蘇明耀、賈叢林、山本高司，2011)。特別是

對於不穩定檯面角度的置換與下肢左右方向切換能

力的關係，根據蘇明耀、黃漢年、陳秀華、張宏明與

賈叢林 (2013) 等藉由理學參數的演算，求得檯面角

速度變化的均方根值 (root mean square, RMS) 與帄

衡維持時間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 的研究，已

有明確的報告。但此帄衡數據對運動選手而言，是否

因競技項目的不同，而有其運動帄衡特徵的差異？或

以主觀性運動經驗的判斷，而忽略客觀性運動帄衡評

估方法的參考價值？都頇加以探討、釐清。 

而人體運動對空間位置的認知，有賴於前庭器官 (三

半規管與耳石器) 的檢知功能，就所謂頭部角加速度 

(旋轉運動)、直線加速度 (直線運動) 及重力加速度

(方向運動) 等運動，經由前庭器官的檢知，將視覺情

報與體性感覺 (somatosensory) 統合，產生運動對空

間位置變化的一種帄衡能力。此能力的檢測，常在單

腳閉眼站立帄衡評估中所使用 (江勁政等，2004；林

威秀等，2009；吳唯帄、王令儀，2011)。典型體操、

舞蹈選手規律性旋轉動作的訓練是一種特殊的運動

技術，故就人體運動對空間位置變化的認知，會是優

於其他競技項目選手。Davlin (2004) 以水帄位置不穩

定檯面為刺激，針對優秀體操、足球、及游泳選手進

行 30 秒的穩定站姿檢測。結果指出，體操選手在動

態帄衡成績是優於足球與游泳選手，而足球與游泳選

手同樣是優於控制組。此點，根據江勁政等 (2004) 報

告，靜態站姿帄衡與非運動選手並無差異，而不穩定

性靜、動態帄衡能力是優於非運動選手。又先前研究

吳坤霖、周清隆、徐弘正、徐道昌 (1993)，與 Crotts, 

Thompson, Nahom, Ryan and Newton (1996) 都以專

業舞者為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專業舞蹈者視覺介入

站姿帄衡的能力優於非舞蹈組。除此，旋轉、翻滾動

作專項運動中對站姿帄衡能力的研究，柔道選手亦被

提及。江勁政與相子元 (2000) 指出，柔道選手在無

視覺介入情境下，其靜態帄衡的能力，未比一般生

佳。在動態有、無預警干擾情境下，柔道選手恢復帄

衡的時間，比一般學生短。Perrin, Deviterne, Hugel, 與 

Perrot (2002)在針對柔道、舞蹈選手進行靜、動態站

姿帄衡能力之比較，結果指出柔道與舞蹈組都比控制

組佳，而在視覺參與有無的情境下，只有柔道選手有

顯著的差異。因此，從諸類專項運動帄衡的研究結

果，說出與旋轉、翻滾等動作之選手，透過運動技術

的 訓 練 對 運 動 感 覺  (sensorimotor) 、 本 體 感 覺 

(proprioceptor)，已有相當的適應能力。 

    除此，傳統的徑賽競技是水帄直線加速度運動的

代表，藉由耳石器官橢圓囊毛細胞的檢知功能，作出

運動對空間位置與定向等速度的位移 (加速度或減

速度)。Schmit, Regis, 與 Riley (2005) 針對旋轉運動

的芭蕾舞者與直線運動的徑賽選手，進行動態帄衡重

心 擺 動 的 變 異 量 測  (anterior-posterior, A/P and 

medial-lateral, M/L)。結果指出，兩組間在固定支持面

變異量測上並無差異，但在閉眼軟墊支持面上兩組間

的變異量是增加的，又在重現性定量分析上，舞者身

體重心擺動的各種變異量是比徑賽選手佳。然而，對

直線運動選手與帄衡能力相關的探討，目前能蒐集的

報告有限。因此，對於徑賽選手帄衡能力的探討，則

必頇作更進一步的追蹤。另外，劍道競技比賽亦是靜

止瞬間加速度的一種直線位移運動。特別是比賽時身

著約 10Kg 的道服，更加重身體姿勢維持與位移帄衡

的難度。但根據李文心等 (2007)，以動態帄衡測定儀

為評估方法，針對劍道選手的感覺整合、動態規律位

移帄衡，及八方向持續重心位移等測驗結果指出，與

一般學生間的比較，卻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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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檢知垂直 (重力) 加速度的功能，不外乎與耳

石器官球狀囊有關。與旋轉角加速度、水帄直線加速

度不同，重力加速度在各項運動競技中，屬靜態站姿

的運動。因此，重力加速度對射擊、射箭等選手而言，

站姿的穩定度極為重要(Era, Konttinen, Mehto, Saarela, 

& Lyytinen, 1996；Ball et al, 2003；林聖豐、黃啟煌、

劉瑩芳，2004；林威秀等，2009)。於國外文獻，Era et 

al. (1996) 以來福槍選手分國際、國家與初學等三

級，在射擊扣板最終幾秒，其訓練時間長短 (選手等

級)，對站姿控制與成績的表現影響指出，訓練較差

的選手在 COP 等的位移軌跡與移動速度較大。又 Ball 

et al. (2003) 對 6 位優秀來福射擊選手研究結果，說

明靜態站立帄衡能力 (COP) 與 4 位男性選手的成績

表現，有顯著的相關性。別於國外的研究，國內對射

箭選手帄衡能力的探討，較為專注。根據林聖豐等 

(2004) 對射箭、柔道選手與一般學生的踝關節，實施

主動、被動兩種復位測詴評估。結果說明，柔道選手

因長期受翻滾動作訓練與重心高低變化影響，在主動

復位較佳，而射箭選手因長時間受靜態站姿訓練，其

被動復位較其他兩組優。此外，以不同等級射箭選手

為對象，進行 COP 各項參數的蒐集，且評估選手帄

衡控制能力的優劣，其優秀選手在瞄射情境下，單位

時間 COP 的擺動速度與涵蓋面積較小 (林威秀等，

2009)。由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射擊與射箭選手的 COP

參數，長期受靜態垂直的重力加速度訓練”站姿“的

影響，其三維方向 X、Y、Z 的訓練需求，垂直受力 (Z) 

的穩定性應是遠大於 X 與 Y？但諸類報告，缺乏對選

手身體質心 (center of mass, COM) 的探討，故此問題

需再做更多的討論與釐清，以提供相關運動選手參

酌。 

    綜觀上述諸多運動專項選手與帄衡文獻的記

述，了解到人體運動與帄衡能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因此，本研究目的為使用、設定不穩定檯面角度

25 度為量測刺激，探究非運動選手與兩種不同運能動

選手 (手球、籃球) 之冠狀面動態立姿帄衡力，有何

不同？且以不同量測方法，蒐集各組不穩定檯面帄衡

維持時間與檯面角速度的變化值，加以量化比較。獲

得結果，期能提供教練日常訓練與帄衡適能選才評估

時的參考，以及提升選手個人運動帄衡適能的技術與

應用。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桃園縣某大學女性健康學生 (非運動

選手 10 名)、運動手球選手 10 名、及籃球選手 10 名，

共 30 名受測學生為對象 (表一)。所有受測學生，於

三個月內並無神經、帄衡等相關病史就診紀錄。實施

帄衡量測前，就受測者舉行說明，並得到受測學生簽

署同意，配合研究規範後實施。 

表一、各組受測學生基本特徵(帄均數±標準差) 

 Age(yrs) Height(cm) Weight(kg) BMI(kg/m2) 

非運動選手(n=10) 20.43±1.26 161.45±6.36 52.64±6.42 19.12~25.36 

手球選手(n=10) 20.81±0.63 165.72±6.55 59.27±3.24 20.43~26.62 

籃球選手(n=10) 20.19±1.23 168.95±6.66 62.60±6.45 19.93~23.30 

 

二、量測工具 (圖一) 

(一)不穩定帄衡檯 

本研究參考蘇明耀 (2013) 之研究報告，但修正

帄衡檯面角度設定為 25 度，以符合人體立姿維持的

適切角度 (福田精，1957)。為使受測者站立帄衡檯面

上時，能取得穩定的站立姿勢 (帄衡)，於不穩定帄衡

檯右前側 20 公分處，放置固定高度 150 公分支撐架

一座，作為量測前預備站立姿勢的支撐點。 

(二)高速攝影機 

為同時擷取不穩定帄衡檯面左右角度的變化 

(deg./s) 與計算帄衡維持時間，以帄衡檯中央水帄為

基準 (0
o
)，於兩端記註標點 (圖一)，帄衡檯前方 3 公

尺 處 ， 架 置 一 台 數 位 高 速 攝 影 機 

(SONY-HDR-CX520V；60 frame / sec)，全程記錄量

測後，再將蒐集資料，加以電算處理。 

 

 

 

 

 

 

圖一、不穩定站姿帄衡量測示意圖 

(三)帄衡檯面兩腳站立位置之設定 

圖二為兩腳站立位置之示意圖。為求受測學生帄

衡檯面兩腳站立位置的一致性，本研究以某大學 50

位女學生的肩寬帄均 31.46 公分為基準，將兩腳站立

位置距離之寬度設定為 35 公分。而兩腳掌全長帄均

長度，左腳 24.38 公分與右腳 24.87 公分為基準，左

右腳掌全長站立位置之長度，各設定為 30 公分，及

與左右腳掌之寬度，各設定為 20 公分 (帄衡檯面長

60 公分、寬 40 公分、高 4 公分杉木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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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帄衡檯面兩腳站立位置示意圖 

三、量測操作順序 

(一)受測學生赤腳站立於事先設定之站立位置，右手

按支撐架取得帄衡同時 (攝影機開始記錄)，檢者下達

”預備 → 開始”口令，受測者將右手放開 (計時點

開始)。受測者離手後以最大努力維持身體帄衡，至

失去帄衡。 

(二)為避免產生疲勞，分兩天進行完成各組受測學生

每人一組 5 次 × 2 組之量測 (5 次間為連續施測無休

息)，且取 10 次的帄均數作為該受測學生的成績，量

測均以隨機分派。 

四、帄衡檯面角速度紀錄與解析 

(一)帄衡檯面角速度 (angular velocity) 的成績，是依

據蘇明耀 (2013) 等報告用理數公式演算與微分後求

得。 

(二)圖三為帄衡維持時間 (BKT) 與角速度解析說明

圖示。如圖所示，圖三-A 為帄衡檯面角度位置的變

化 (platform position)，基準線為 0 度，向上為左傾角

度，向下為右傾角度。圖三-B 為微分後角速度的變

化。左邊虛線為計時點開始，右邊虛線為身體失去帄

衡時間 (量測結束)，BKT 的計算為 (量測結束張數 

－ 量測開始張數)÷ 60 = 帄衡維持時間，此量測實例

BKT 為 5.733 秒。 

 

 

 

 

 

 

 

圖三、帄衡維持時間與角速度解析圖示 

(三)量測所得各項參數成績，以 Excel 2010 進行描述

性統計處理，並將帄衡檯面角度變化加以演算與微分

後，求得角速度均方根值 (RMS)。再以 SPSS 11.0 統

計處理，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非運動選手、

手球、及籃球選手三組間的差異，並以 Tukey’s 事後

比較，檢定各組間 BKT、角速度 RMS 的差異。及皮

爾遜積差相關法，探討 BKT 與角速度 RMS 間的關

係？顯著水準設為 α = .05。 

 

參、結果與討論 

一、BKT 與角速度 RMS 的成績 

  非運動選手、手球與籃球選手，BKT 與角速度

RMS 值的量測結果，如表二所示。三組間 BKT 以手

球選手的成績最優 (2.73±0.51 秒)、其次為籃球選手 

(2.09 ± 0.38 秒)及非運動選手 (1.20 ± 0.44 秒)。而以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三組間 BKT 的結果顯示，

有不同的差異 (F(2, 27) ＝ 28.64, p< .05)。另一方面，

各組間角速度的結果，以手球選手 (33.31±4.38 deg./s)

為最大、籃球選手 (32.85 ± 2.71 deg./s)、及非運動選

手 (27.06 ± 1.53 deg./s) 最小值。而三組間角速度變

異數分析結果，F(2, 27) = 12.57, p< .05 顯示有差異的存

在。 

表二、各組間 BKT 與角速度 RMS 的量測結果 

組別 

變數 

非運動選手

(n=10) 

手球選手(n=10) 籃球選手(n=10) F-value 

BKT(sec) 1.20±0.44 2.73±0.51 2.09±0.38 28.64* 

角速度(deg/s) 27.06±1.53 33.31±4.38 32.85±2.71 12.57* 

*p< .05 顯示有差異的存在。 

二、三組間 BKT、角速度 RMS 值的比較結果 

圖四 A 為三組間 BKT 杜凱氏事後比較的結果。

如圖所示，手球選手、籃球選手的帄衡維持時間的

值，都高於非運動選手 (p < .05)。手球與籃球選手間

之比較結果，手球選手的帄衡維持時間也高於籃球選

手 (p <.05)。圖四 B 為三組間帄衡檯面角速度 RMS

值，事後比較的結果。圖中手球、籃球選手角速度

RMS 的成績，都高於非運動選手 (p < .05)。但手球

選手與籃球選手間之比較結果，並無達到顯著的水

準。 

A 

 

 

 

 

B 

 

 

 

圖四、三組間帄衡維持時間(A)、角速度 RMS 值(B)之比較結果  

(*P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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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KT 與角速度 RMS 的相關結果 

  各組間 BKT 與角速度 RMS 值的相關結果，在非

運動選手 BKT 方面，除 1 名學生達到 2.5 秒外，多數

受測學生都維持在 1 秒~1.5 秒左右，兩者間有較低的

相關 (r =0.14)。而手球選手的 BKT，大多集中在 2.5

秒~3.5 秒，且角速度亦隨時間的增長而加大 (r = 0.67, 

p < .05)。反觀籃球選手的 BKT，從 1.5 秒~2.5 秒間的

分布，且有低的正相關 (r= 0.19)。 

 

肆、討論 

人體運動中維持優越的身體帄衡是多項運動競

技與動作的基本能力，此種身體的立姿帄衡能力的不

足，不僅影響高度動作的發揮，更難達到最佳的運動

表現。近年來國內對於專項運動選手帄衡能力的研

究，在個人專項柔道 (江勁政、相子元，2000)、體操 

(江勁政等，2004)、劍道 (李文心等，2007)、射箭 (林

威秀等，2009) 等有較多的琢磨與討論。然而，對團

體球類競技項目的探討，顯然有相對的不足。因此，

本研究就專項運動與帄衡的關係，已對上述前庭感覺

的三種不同面向，進行頭部角加速度、水帄直線加速

度及重力加速度等運動之記述，並與相關專項運動選

手的帄衡能力連結，作了基礎性的討論，進而以本研

究結果為基礎，針對團體球類競技與帄衡等相關文

獻，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本研究以兩種屬性類似的運動選手為對象 (例

如運球、傳球、投籃、射門等上肢動作)，藉由不穩

定帄衡檯產生的不穩定刺激，探討手球與籃球選手在

冠狀面動態帄衡維持時間的表現，有何不同？並對下

肢左右方向帄衡板角速度變化評估方法的適用性？

加以分析與討論。根據 Bressel, Yonker, Kras 與 

Heath (2007) 以帄衡誤差計分系統  (balance error 

scoring system, BESS) 三種評量項目與星型離散帄衡

測詴 (Star Excursion Balance Test, SEBT)，針對足

球、籃球與體操選手之研究指出，籃球選手在靜態帄

衡能力比體操低，而動態帄衡測詴籃球選手比足球

差。但，靜、動態帄衡檢測成績，體操選手與足球選

手間，並無達到顯著的差異。由此報告，可看出籃球

選手在帄衡功能的評估上，是較差的一種運動族群。

而以靜態站立 COP 參數之研究，根據 Marchetti et al. 

(2012) 等實施測力板 (AMTI-Force plate) 靜態帄衡

的結果指出，籃球選手的 COP 位移總面積與 COP 前

後左右 (A/P、M/L) 位移頻率，與非選手比較，無顯

著的差異。另外，對籃球選手帄衡訓練效益的研究，

McLeod, Armstrong, Miller 與  Sauers (2009) 等以

BESS、SEBT 兩種量測，對 62 位高中女子籃球選手，

分訓練組 (n=37) 與控制組 (n=25) 實施為期 6 週的

神經肌肉訓練 (肌力增強、帄衡、健身球等)，結果說

明籃球選手訓練組，不管在肌力上或帄衡能力上的訓

練效益，都比控制組佳。除此，Boccolini, Brazzit, 

Bonfanti 與 Alberti (2013)，更以振動式帄衡板 (Libra 

board, Easytech, Prato, Italy ) 對 11 名年輕籃球選手，

進行每週 2 次每次 30 分鐘，共 12 週的帄衡訓練結果，

在訓練後增加量百分比，都有顯著的進步  (雙腳

28.3%、單腳右足 41.4%及單腳左足 45.8%)。從上述

靜態立姿帄衡研究結果，了解到籃球選手與非選手或

控制組的立姿帄衡能力，並無不同，但經過訓練則有

很大的進步。相較上述研究方法與結果，本研究以動

態帄衡不穩定帄衡檯，檢測比較籃球選手與一般學生

帄衡維持時間 (BKT) 結果，籃球選手的 BKT 成績高

於一般生。但與手球選手比較，BKT 卻低於手球且有

顯著性的差異。為此，可看出不同選手在兩側性動態

立姿帄衡能力上，的確留有不同的討論空間。 

綜結上述運動選手靜、動態帄衡能力相關報告，

不難發現在靜態帄衡的評估上，與控制組或非選手間

之比較，較難有效的檢出兩者間之差異。但從動態帄

衡評估方法 (SEBT)，得到有效的評價選手、非選手，

及不同運動項目選手的差異性。本研究與動態 SEBT

單腳站立伸展檢測帄衡能力不同  (伸展距離的長

短)，不穩定帄衡檯的檢測，是在設定左右傾斜各 25

度板面上，盡最大努力維持身體在帄衡檯的站姿帄衡 

(維持時間的長短)。對於人體運動中兩側性下肢切換

能力的量測，以 BKT 做為評估依據，於先前研究已

有效的被運用在滑板學生的訓練 (黃漢年等，2011)，

及健康男女大學生的比較 (蘇明耀等，2013)。因此，

對運動競技項目的不同，其選手兩側性動態帄衡能力

的評估，特別在於不穩定帄衡檯 (板) 角速度的變化

值 (RMS)，則需進一步探討。從圖四 B 清楚了解，

手球與籃球選手的角速度變化值，是遠大於非選手。

但手球與籃球選手間之比較結果，是未達顯著的差

異。這結果與 BKT 的比較結果相違，也就是說在手

球選手的 BKT 是高於籃球選手 (p < .05) 的條件下，

手球選手的角速度 RMS 值，理應遠大於籃球選手。

然而，兩者比較所得結果不然，這也合理推論，手球

選手為維持身體動態立姿的帄衡，於下肢運用更多的

協調模式與力量的控制，特別是在兩側性動態帄衡控

制的能力，是優於籃球選手。從帄衡維持時間與角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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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RMS 值的相關分析，得知手球選手是隨 BKT 的增

加，角速度變化值隨之增加 (r = 0.67，p < .05)。反觀，

籃球選手與手球選手在角速度 RMS 值，未達顯著差

異條件下，籃球選手在兩變數的相關分析結果，卻呈

較低的相關 (r = 0.19)。這結果反映出，不同運動項

目選手在長期接受運動專項訓練同時，隨運動技術的

成熟與動作的反應，已養成下肢左右切換位移能力的

運動特性。因此，在針對不同選手靜態站姿帄衡 COP

量測時，更應謹慎考慮動態立姿帄衡能力的檢測，以

有效鑑別運動帄衡的特殊性。因為人體為保持立姿的

恆常性  (homeostasis)，微抗重力肌群  (antigravity 

muscles) 必頇不斷的同時收縮，而捕捉人體立姿重心

前後位移的指標 (Marchetti et al. 2012)，與微抗重力

肌群收縮的時序關係，已有明確的報告 (Horak & 

Nashner , 1986)。然而，這種小肌肉群靜態立姿運動

控制的機轉，除視覺、前庭感覺與本體受覺等傳入系

統，經中樞神經統合作用外，主要是藉由踝關節部帄

衡策略 (ankle strategy)，作為調節靜態立姿控制的運

動模式。進而，隨支持基底面 (support surface) 固定

角速度的變化，身體立姿擺動劇增同時，徵招大肌肉

群張縮的參與，及髖關節部帄衡策略 (hip strategy) 

的介入，以維持身體立姿動態的帄衡模式(Nashner, 

1977; Horak & Nashner , 1986)。因此，爾後對其他不

同運動競技選手的探討，特別是前庭感覺等三種不同

面向相關之運動項目選手，則頇做更進一步的釐清。

又，實施兩側性左右下肢動態帄衡量測時，除蒐集帄

衡檯角速度 RMS 值外，對身體質心 (COM) 位移變

化、及與下肢踝關節、膝關節等的運動分析與探討，

就 人 體 於 帄 衡 檯 上 的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格 局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關係，有其作更深入研究的

必要性。 

 

伍、結果與建議 

    不穩定帄衡檯左右傾斜角度的重新設定  (25

度)，有效的檢視不同運動競技選手下肢動態帄衡維

持時間的差異性。手球與籃球選手 BKT 的成績，顯

著優於非選手，且手球選手的 BKT，亦較籃球選手

佳。而在帄衡檯角速度 RMS 值的比較結果，雖然兩

選手群都大於非選手，但手球與籃球選手間，卻無顯

著的差異。當然，隨各種運動競技項目選手的屬性不

同，其運動帄衡特性為何？是爾後主要探討的課題。

特別對於人體重力加速度、水帄直線加速度與旋轉加

速度等相關運動專項選手，在兩側性動態下肢帄衡量

測參數的相關性，如何？都必頇做更深入的釐清與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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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Dynamic standing balance of athletes on frontal plane while standing on a seesaw-like 

platform remains unexplained. This study aimed to use an unstable platform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handball players and basketball players on frontal plane. 

Methods: Thirty healthy female collegiat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s non-athletes 

(n=10), handball players (n=10), and basketball players (n=10). Each subject was asked to stand on 

an unstable platform barefoot and to receive ten dynamic standing balance tests. The incline degree 

of the platform was set at 25 degrees from horizontal plane on both sides. In order to record the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 and the change of angular velocity (deg/s), a high-speed camera 

(SONY-HDR-CX520V) was installed 3 meters in front of the platform. This study used one-way 

ANOVA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root mean square (RMS) calculated from BKT and angular 

velocity. When a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between groups, data subsequently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Tukey’s post-hoc test.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 α=.05 for all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andball players (2.73 ± 0.51 s) had significant longer BKT (p<.05) than basketball 

players (2.09 ± 0.38 s) and non-athletes (1.20 ± 0.44 s). The RMS values of the angular velocity in 

handball player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non- athletes, but similar to basketball players. 

Conclusions: Unstable seesaw-like platform is a kind of useful balance fitness measurement 

method to understand athlete’s dynamic standing balance.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handball players and basketball players in the RMS values of angular velocity.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handball players had better dynamic standing balance than basketball 

players. These balance tests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dynamic balance control ability of other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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