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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前後方向不穩定平衡台晃動對人體矢狀面站姿平衡能力之影響，尚無明確的探究與釐清。本

研究目的為探討 25 度不穩定平衡台產生的前後晃動刺激，對不同專項運動選手動態站姿平衡能力

的維持，有何影響？方法：研究對象以日本愛知縣中京大學體育學院體育學系不同專項運動選手男

性健康大學生 30 名，分為足球 (n=10)、游泳 (n=10) 及體操 (n=10) 等三項。不穩定平衡台為自行

設計之單軸平衡台，受試者雙腳赤足自然併攏站立於台高 10 公分之鋁合鋼製平衡板 (40cm×40cm)

上，平衡台水平中心軸以不鏽鋼棒與軸承固定平衡台，接受連續 10 次的平衡量測。量測項目為平

衡維持時間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角速度變化值 (change of angular velocity; A.V.) 及頭部晃動

加速度 (acceleration of the head sway; H.A.) 等三項計測。量測獲得資料，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考驗組間各項量測水準，並以杜凱法事後比較，考驗組間的各項差異。顯著水準

設定為α =.05。結果：體操（3.39 ± 0.67 秒）與足球選手（3.17 ± 0 .58 秒）的 BKT 成績是優於游

泳選手（2.42 ± 0.51 秒），及角速度變化值與頭部加速度方面，其體操與足球選手的成績都小於游

泳選手，且都有達到顯著水準。結論：25 度矢狀面不穩定平衡台的使用與量測足球、游泳與體操

等專項運動選手站姿平衡能力的結果，期能提供教練與選手在平衡適能評估、運動技術應用及作為

運動復健等研究議題上的參考。 

 

關鍵字：站立姿勢、平衡維持時間、角速度、平衡控制 

 

壹、緒論

人體的站立姿勢，因物理科學重力的規範，利用

狹小雙腳的腳掌面積以支撐龐大身體的重量，並藉由

身體不斷的微小擺動 (body sway)，以維持人體站姿的

重心與身體的平衡，不致跌倒。而身體為保持基本的

站立姿勢，下肢關節必須固定不動，且下肢伸肌與屈

肌同時必須收縮 (黃漢年、蘇明耀、賈叢林、山本髙

司，2011)。在現今有關運動選手站立姿勢控制、平衡

能力控制等探究議題中，較著重於靜態站姿足底壓力

中心 (center of foot pressure, COP) 位移量的多寡，有

效作為人體站姿作業時之評估指標 (Perrin, Deviterne, 

Hugel, & Perrot, 2002; Schmit, Regis, & Riley, 2005; 

Gerbino, Griffin, & Zurakowski, 2007; Matsuda, 

Demura, & Uchiyama, 2008)，但對動態站立姿勢時人

體動的平衡適能 (balance fitness) 的討論，顯有不足？

特 別 針 對 專 項 運 動 選 手 前 後 方 向 站 姿 

(anterior-posterior direction, A/P) ，就所謂矢狀面 

(sagittal plane) 動態站姿平衡能力的探討，則需要有更

多的研究與釐清。而在 Nashner (1976, 1977) 相繼提出

人體站姿前後方向擺動所誘發下肢肌群活化與踝關節

背側屈曲的關係，及 Hora and Nashner (1986) 更提出

踝關節部平衡策略 (ankle strategy) 與髖關節部平衡

策略 (hip strategy)，作為主要調節站姿控制的機轉 

(mechanisms) 與其運動模式。但是從主觀的動態平衡

控制觀點來看，以不同的站姿方向皆會改變人體的重

心 (Mezzarane & Kohn 2007)，且加速造成身體的不平

衡而增加失衡、跌倒等傷害的可能 (Almeida, Carvalho, 

& Talis, 2006)。這類站立姿勢的不穩定可比人體運動

中的站姿型態，選手隨運動的進行，前後煞車急停、

左右切換等加、減速度與方向的改變，被動的、自然

的對運動產生預知性的反應動作，且劇烈時選手因身



黃漢年 山本高司/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3(1),18-26 

DOI：10.3966/207332672016061301003 

19 

 

體重心的不穩而發生跌倒扭傷的案例，時有耳聞。因

此，不光靜態站姿平衡能力的維持，更重要的就動態

站姿平衡能力的提升而言，都與日常生活、活動有密

切的關連性。但如何有效提供一種評估的方法與量測

身體動的站姿平衡能力，進而透過量測或練習以了解

與因應人體對外在環境突如其來的刺激  (external 

disturbance)，做出適度的反應以降低身體失去重心、

平衡且達到預防扭傷、跌倒的發生，是值得做更深入

的探究？ 

然而，從過去研究文獻中發現，矢狀面站姿平衡

量測時前後傾斜 (A/P) 固定角度的變異，較難檢測出

膝蓋患者群組與健康群組於運動學上或生理學上的差

異 (Gage, Frank, Prentice, & Stevenson, 2007)。又，

Marchetti, Hartigan and Duarte (2012) 針對籃球選手前

後站姿方向 COP 位移量之研究也指出，籃球選手 COP

位移速度、面積等參數變異雖比非選手群組小，但是

否成為降低踝關節扭傷的發生，則是需要更進一步的

討論。實際上，從上述類似運動選手踝關節、膝關節

受傷患者 COP 變異參數，或以不同運動選手站姿平衡

能力 (林威秀、黃國堂、邱炳坤、黎俊彥，2009；吳

唯平、王令儀，2011；蘇明耀、黃漢年、陳秀華、張

宏明、賈叢林，2013) 等相關研究的報告，目前並無

一致性的結論。也就是說因研究目的、對象與方法的

不同，其結果與推論，對運動選手而言都有截然的不

同。別於固定不動支持基底面角度變異的討論 (Horak 

& Nashner, 1986; Nagano, Yoshioka, Hay, Himeno, & 

Fukashiro, 2006; Gage, et al., 2007)，於運動學上對於專

項運動員矢狀面動態前後站姿時連續性不穩定平衡台

角度置換 (displacement) 的影響，就顯得需做進一步

的探究。因此，本研究動機為利用不穩定平衡台產生

前後方向的晃動刺激，量測專項運動足球、體操及微

重力 (micro gravity ) 條件下專項運動游泳選手前後

站姿平衡的不同，並探討平衡維持時間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平衡台角速度變化 (change of 

angular velocity, A.V.) 與平衡台晃動所誘發頭部加速

度 (head acceleration, H.A.) 運動的關聯？藉以釐清

專項運動選手矢狀面動態站姿平衡能力的維持特性，

進而提供教練、選手，在競技場上運動技術的運用參

考。 

 

貳、研究方法 

一、受試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日本愛知縣中京大學體育學院體育

學系之現役運動代表隊，專項分有足球 (n=10) 游泳 

(n=10) 與體操 (n=10) 等代表隊男性大學生 30 名為

對象 (表 1)。所有受試者於三個月內無運動傷害、神

經、平衡等就診紀錄。研究計畫執行前，獲得中京大

學體育學研究所倫理委員會審議同意，並於量測前舉

行說明會，且得到受試者同意配合規範後實施。 

 

表 1 各專項運動選手身體組成之特徵 

組別 年齡(yrs) 身高(cm) 體重(kg) BMI(kg/m
2
) 

足球(n=10) 20.6±0.9 175.2±2.6
＊

 68.5±4.4
＊

 20.6~25.8 

游泳(n=10) 21.2±0.6 174.6±5.4
＊

 66.6±5.3 18.3~25.9 

體操(n=10) 20.8±0.4 166.3±2.4 62.2±5.6 19.6~24.3 

* p <.05 

 

二、量測工具、信度與研究限制 

本 研 究 使 用 不 穩 定 平 衡 台 為 Huang and 

Yamamoto (2013) 報告的延伸應用，並根據福田 

(1957) 以單軸固定座為中心台面之傾斜角度，進行人

體站姿維持之最大角度報告指出，在睜眼與閉眼的兩

種情境下，前後左右方向站姿台面的適切角度為 25

度~30 度，超過 30 度限度，則不利站姿動作的維持。

因此，本研究以睜眼情境條件下，將不穩定平衡台面

前後旋轉最大角度重新設定為 25 度，其閉眼情境條件，

並不在本研究範圍。同時為驗證 25 度平衡台的信度考

驗，以 10 位非運動選手男大生為對象，同樣方法進行

前後兩週的試驗性研究。其重測信度 (coefficient of 

stability) 結果，在 BKT 方面為 0.691 (r. 05(10-2) = 0.631, 

p <.05)、A.V.為 0.805 (r. 01(10-2) = 0.764, p <.01) 及 H.A.

為 0.644 (r. 05(10-2) = 0.631, p <.05)。不穩定平衡台底座

高為 5 cm 之正方形合成鋼座 (50cm×50cm)，底座上

中央高 10 公分位置的兩端，以碳鋼棒水平軸承固定平

衡板（40cm×40cm 正方形之鋁合鋼板，厚度為 2cm）。

又，為增加站姿體重加重兩腳掌與平衡台面間的摩擦

力，於平衡板面黏貼止滑貼布止滑後實施。本研究平

衡台的支持摩擦力係數為 0.15。 

 

三、量測系統設置與記錄 

本研究為擷取平衡台晃動時的角速度變化，於平

衡台中央軸承頂端裝置固定角度器 (goniometer)，及

為記錄頭部晃動運動（前後方向的置換）的加速度，

於受試者額頭加戴加速度計 (accelerometer)。受試者

赤足站立於不穩定平衡台上，右手按住支撐架上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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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以維持身體的穩定平衡。配合檢者的口令，”預備

→開始” 同時，受試者右手離開支撐架上的開關（此

時平衡維持時間、角速度變化、頭部加速度同時自動

記錄）。當受試者身體失去平衡時（平衡板傾斜25度），

裝置於平衡板底部的絕緣電片會碰觸平衡台的斷電開

關，並將斷電訊號透過增幅器（日本三榮 NS901），同

角速度變化、頭部加速度訊號傳至數據記錄機 (Sony 

A-69) 收錄存檔。隨後，諸類訊號再透過增幅器傳送

至類比 /數字轉換器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PowerLab 8/30) 將訊號連接電腦，進行即時的 

(real-time) 定量分析。如上述，量測時受試者睜眼情

境下，雙腳站立平衡台中央，離手後雙手自然下垂，

盡最大努力維持身體的平衡至失去平衡（量測結束）。

實驗全程，所有受試者於平衡台上凝視前方３公尺，

高度 180 公分處之目標 (10cm×10cm)，及各項資料振

幅設定±10v 範圍以内，原角速度變化、頭部加速度資

料振幅微分處理後，加以方均根植 (root mean square, 

RMS) 演算分析。取樣頻率為 100 Hz。資料解析如圖

1 所示 (Huang and Yamamoto, 2013)。 

 

四、統計處理 

本研究主要量測為平衡維持時間 (BKT)、角速度

RMS 值及頭部晃動加速度等三項資料的蒐集。各項資

料以 SPSS 11.0 (中文版) 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演算，

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進行各項

數據統計考驗，及以 Turkey’s 事後比較，檢定各組間

各項結果的差異？所有統計顯著水準定為 α = .05。 

 

 

圖 1 A) 平衡台位置變化 (platform position; P.P.)。B) 微分後角速

度變化  (angular velocity; A.V.) 。 C) 頭部晃動加速度  (head 

acceleration; H.A.)。D) BKT 記錄開始（點線；離手維持平衡）到結

束（點線；身體失衡）的時間（balance keeping time； BKT為4.8sec）。 

 

參、結果 

一、BKT、角速度變化值與頭部加速度之量測成績 

表 2 為三組 BKT、角速度變化與頭部加速度之量

測結果。如表所示，於平衡維持時間方面，體操成績

為最佳 (3.39 ± 0.67 秒)、足球 (3.17 ± 0 .58 秒) 及

游泳為最低 (2.42 ± 0.51 秒)。而在角速度變化值成績

順序方面，游泳前後晃動速度為最大值 (36.92 ± 8.28 

deg./s)、體操 (29.36 ± 4.19 deg./s) 及最小為足球 

(26.93 ± 2.78 deg./s)。最後，在頭部加速度成績方面，

游泳頭部擺幅為最大值  (0.55 ± 0.14 m/s2)、足球 

(0.39 ± 0 .08 m/s2)、體操為最小 (0.37 ± 0 .06 m/s2)。 

 

表 2 三組 BKT、角速度變化值與頭部加速度之量測結果 

類別 足球 游泳 體操 F P-velum 

BKT(sec) 3.17 ± 0.58 2.42 ± 0.51 3.39 ± 0.67 5.875 0.007* 

角速度
(deg./s) 26.93±2.78 36.92±8.28 29.36±4.19 8.663 0.001* 

加速度
(m/s2) 0.39 ± 0.08 0.55±0.14 0.37 ±0.06 8.974 0.001* 

* p <.05 

 

二、三組 BKT、角速度變化與頭部加速度之比較結果 

從表 2  ANOVA 分析得知，三組 BKT 組間，達

到顯著的差異 (F(3,36) = 5.875; p<.05)。又以 Turkey’s 

事後比較，檢定組間 BKT 差異結果，如圖 3-A 所示，

體操與足球選手的 BKT 成績是較優於游泳選手 

(p<.05)，但體操與足球選手之比較結果，並無顯著水

準。而在角速度變化值 ANOVA 分析方面，組間考驗

結果 (F(3,36) = 8.663; p<.05)，達顯著的水準。其組間之

比較以圖3-B表示。如圖所示，游泳選手的角速度RMS

值是大於足球選手 (p<.05) 與體操選手 (p<.05)。最後

在頭部加速度 ANOVA 分析考驗結果 (F(3,36) = 8.974; 

p<.05)，達到組間的顯著水準。如圖 3-C 所示，體操

與足球選手頭部的加速度擺幅，都遠小於游泳選手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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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三組間 BKT 之比較結果。Ｂ：三組間角速度變化值之比較結果。Ｃ：三組間頭部加速度之比較結果。(* p<.05) 

 

肆、討論 

本研究利用矢狀面不穩定平衡台產生的前後晃動

刺激，針對足球、游泳與體操等專項運動選手，實施

動態站姿能力的量測與分析，並將平衡維持時間 

(BKT)、角速度 RMS 值與頭部加速度等數據量化，作

為探討不同運動項目選手平衡關係的依據。經結果分

析後做下列討論。 

 

一、前後不穩定平衡台角度對站姿平衡能力的影響 

因有物理科學重力的規範，人體保持站立姿勢的

穩定能力除可減少與降低跌倒的機率外，更透過日常

運動技能的訓練，運動中迅速完成頭部對空間位置的

認知與四肢對方向變化的切換反應。根據先前研究文

獻，矢狀面前後方向站姿平衡的量測，是隨固定支持

基底面傾斜角度變異的增加，其調節立姿控制的運動

模式亦由垂直軸 (vertical axis) 踝關節部平衡策略，逐

漸轉為水平軸 (horizontal axis) 身體擺動較大的髖關

節部平衡策略的運用，以維持身體站立姿勢的平衡 

(Horak & Nashner, 1986)。此等靜態平衡能力的量測，

簡單的從閉眼單腳站立到足底壓力中心 (COP) 對運

動選手的評估，都有充分的被討論（林威秀等，2009；

吳唯平與王令儀，2011；Marchetti et al. 2012）。但不

同於靜態站姿平衡能力的研究，對於不同專項運動選

手平衡能力的量測，頻繁被提出討論之際，動態前後

站姿時不穩定平衡台的晃動刺激對專項運動選手的影

響？則須要更多的研究與釐清。根據福田 (1957) 的

報告指出，於任何方向人體維持站立姿勢的適切角度

為 25 度至 30 度，超過 30 度則不利身體姿勢的平衡。

此點，Nagano et al. (2006) 等以固定角度 25 度之斜台

面，探討視覺的有無對靜態立姿下肢肌群活化的影響，

及 Mezzarane and Kohn (2007) 以水平面 0 度、傾斜面

角度±14 度 (前傾與後傾) 等三種不同條件，探究斜台

面站姿動作時，視覺的介入對踝關節肌群活化作用、

身體體位角度的變換及三種不同條件下足底壓力中心 

(COP) 功率頻譜的影響，結果都娓娓道出視覺條件下，

不同斜台面角度的設定對姿勢控制的影響，都有其補

償與回饋的存在。與固定角度斜台面量測方法不同，

本研究受試者以自主的控制前後 25 度不穩定晃動平

衡台，並量化其站姿平衡維持時間，以作為比較三種

不同專項運動選手站姿平衡能力的依據。然而，根據

先前山本 (1983) 以半蹲姿勢，前後方向平衡台±40

度對 6 名大學男性健康學生實施密集式 3 週訓練結果

指出，實驗後測得平衡維持時間之平均值，高達到 77.5

秒。相對的 Huang and Yamamoto (2013) 以平衡台面

前後角度 25 度站姿訓練對 40 名健康大學男性學生，

實施 8 週訓練之研究指出，訓練後每週 2 天組之訓練 

(5.407 秒) 與每週 3 天組訓練 (4.904 秒) 之平衡維持

時間的增加量，都優於控制組 (2.680 秒) 與每週 1 天

組的訓練 (3.486 秒)，但每週 2 天組與 3 天組間，並

無差異。又，根據 Almeida et al. (2006) 等，以 9 種不

同高度之動態平衡困難指數 (index of difficulty)，檢測

前後站姿平衡時間結果指出，受試者在平衡台上的平

衡時間，皆能維持 10 秒，但該研究對其平衡台前後晃

動的最大角度，並無清楚的交待？從上述諸類報告中，

固然可瞭解到隨固定斜台面角度與平衡台前後晃動角

度設定的不同，會影響站姿平衡的作業成績外，人體

動態站姿平衡的量測亦隨重心高的不同（半蹲姿勢與

直立站姿），及與訓練天數／頻率的多寡，其對平衡時

間的影響，有極大差異。而在非接受訓練條件下，本

研究站立姿勢量測結果得到體操選手平衡維持時間的

成績是優於足球與游泳選手。此一結果，更讓我們了

解不同專項選手在 25 度前後晃動刺激條件下，對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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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平衡能力的影響，的確因運動型態的不同，其站

姿平衡維持時間的成績，亦有不同的表現。 

二、不同專項運動選手平衡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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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大

腦皮質將視覺情報 (visual information) 與體性感覺 

(somatosensory) 統合，產生運動對空間位置變化的一

種平衡能力（黃漢年、賈叢林，2014）。典型傳統的體

操運動項目是極緻旋轉動作非常高的一種特殊性運動，

故就人體運動對空間位置的認知與四肢對方向變化的

反應，應會是遠優於其他運動項目選手。根據

Vuillerme, Teasdale and Nougier (2001) 等以 AMTI 測

力板 (OR6-5-1)，在視覺介入的有無，針對女優秀體

操選手與非體操選手（足球、手球、網球）等足底壓

力中心 COP 位移的比較指出，體操選手日常在極緻的

特定訓練，能迅速的採取視覺訊息與踝關節部本體感

覺的輸入，以調節身體站立姿勢的穩定平衡而減少

COP 的位移。又，Gautier, Thouvarecq and Larue (2008) 

等以男子優秀體操選手與非體操選手（手球、短跑、

足球）為對象，探討重量負荷干擾對不穩定、恢復、

穩定等三面向姿勢控制 COP 位移變量的影響指出，體

操選手在干擾開始的不穩定面向是低於非體操選手。

但從Vuillerme, et al. (2001) 與Gautier, et al. (2008) 等

的研究報告發現，除體操選手樣本數不足外，其他選

手都是 2 到 3 位的個數樣本明顯不足，且缺少對專項

選手平衡差異的討論。與上述諸類報告不同，本研究

從角速度 RMS 值的變異結果得到，足球選手的角速

度為最小，體操次之及游泳的角速度值為最大。又，

游泳選手頭部加速度的值為最大，足球次之及體操選

手為最小。由此結果可以了解，體操動作的表現是除

身體對空間位置的認知，及與四肢對位置方向變化的

反應外，為求落地動作的極緻完美，其四肢與關節的

相對位移量不會很大。因此，藉由日常運動中多軸旋

轉刺激與視覺訊息回饋的訓練，體操選手可能在視覺、

前庭覺及本體感覺整合過程中，能夠快速採取本體感

覺信息 (proprioceptive information) 的再輸入優點 

(Vuillerme, et al. 2001)，以有效控制踝關節部策略對平

衡台角速度的晃動，及縮減前後方向頭部加速度的擺

動變異，以取得較優越的站姿平衡。 

另外，根據 Davlin (2004) 以前後位移水平晃動台

面 5 度，對體操、足球、及游泳等優秀選手，實施 30

秒的穩定站姿量測結果，在動態平衡成績方面是體操

選手優於足球、游泳選手，而男女組之間並無差異。

此外，Bressel, Yonker, Kras and Heath (2007) 以足球、

籃球與體操等三項運動選手實施靜態站姿平衡誤差計

分系統 (balance error scoring system, BESS) 與動態站

姿星型離散平衡測試  (Star Excursion Balance Test, 

SEBT) 結果指出，體操選手的靜態平衡能力遠優於籃

球，而動態平衡測試方面籃球比足球差，體操與足球

間無差異。與 Davlin (2004) 前後位移水平晃動穩定站

姿的報告不同，本研究藉由前後晃動 25 度的刺激強度，

自主的站姿方式控制平衡台的晃動空間，以增加身體

的最大平衡維持時間 (BKT) 作為量測與評估之依據。

又，別於Bressel, et al. (2007) 等以SEBT指數的分析，

本研究除以簡扼 BKT 的長短作為站姿平衡能力的一

種評估指標外，更以角速度變化值 (RMS) 與頭部加

速度的各項變異為輔，探究三項運動選手站姿平衡能

力的差異結果，體操選手的平衡維持時間 (BKT) 是

遠優於游泳選手，但與足球選手並無差異。反之，從

平衡台角速度 RMS 值的結果，足球與體操選手卻是

較低於游泳選手，及在頭部加速度晃動的擺幅，體操

與足球選手也低於游泳選手等結果來看，此差異結果

與上述先前的報告 (Davlin, 2004；Bressel, et al. 2007；

Howerton, 2012)，顯有不同。足球運動是一種開放式

技巧 (open skill) 極高的競技，足球選手為因應防守

者的侵略干擾，須以單腳支撐身體的平衡，及行進中

完成下肢踝關節左右切換盤球 (dribbling) 動作本能

的同時，必須在左右切換動作中迅速重新調整與恢復

身體的平衡。特別足球選手的頭頂球動作 (heading)，

是所有運動競技中最為特殊的技能，它必須是在跳躍

制高點上，將身體姿勢包括頸部、背部與腹部等核心

肌群的伸張作極大化同時，頭部對球的角度與空間位

置的認知，迅速作出頭頂球射門的一種反射動作。因

此，依本研究結果認為，造成足球等專項選手的BKT、

角速度 RMS 值及頭部加速度等成績，與游泳選手的

差異原因，可能是足球選手透過日常特殊盤頂球訓練，

其下肢踝關節部運動，已養成足蹠屈 (plantar flexion) 

與足背屈 (dorsiflexion) 對身體姿勢控制所反映出的

一種平衡策略結果。此一結果意旨，25 度矢狀面不穩

定前後站姿平衡是涉及人體下肢踝關節運動與平衡台

面（支持基底面）晃動的一種結合運動  (coupling 

motions)，藉由踝關節部前後的擺動與頭部對空間位

置的認知，適時對平衡台面晃動的穩定難度做出更多

的協調模式與力量的控制，以維持足球選手身體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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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穩定策略。 

然而，與體操、足球等專項運動不同，游泳競技

是在一種微重力與浮力等不穩定水中環境下，進行的

一種運動且藉由視覺訊息的傳導，來確認水中身體對

空間位置的認知與四肢運動對水中方向的反應，更透

過轉身蹬牆、踢腿、滑手等動作，以維持身體姿勢水

平的前進。因此，根據和田、大石、佐藤、山本、新

宅與松本 (2011) 的報告指出，對水中芭蕾、游泳選

手等姿勢控制而言，水中視覺情報輸入的依存度，遠

大於前庭覺與本體感覺訊息傳導的貢獻。特別由上述

相關文獻報告得知，與其他運動專項選手相比，游泳

選手平衡能力的表現較低 (Davlin, 2004)。而從本研究

結果亦可看出游泳選手在平衡維持能力 (BKT) 方面

也是最低的，且角速度 RMS 值與頭部加速度晃動為

最大。這可能是游泳選手長期在水中微重力環境下進

行訓練的結果，對 25 度平衡台面前後站姿的不穩定晃

動刺激，其踝關節部平衡策略的運用是不成熟的，因

而誘發增大頭部加速度晃動的擺幅，以補償與維持晃

動台面上身體站姿的平衡。因此，為進一步瞭解水中

環境條件對人體動態站姿控制的機轉，是否因長期、

長時間的接觸水中活動、訓練等環境下，進而影響踝

關節部平衡策略對平衡台前後晃動之運用？則須在運

動學上或生理學上做更多的、深度的探究與釐清。 

 

三、身體組成對平衡能力的影響 

綜觀先前專項選手平衡能力的文獻，其身體基本

組成對平衡能力的影響，並無明確的討論？身體組成

與各種平衡能力表現的關係研究，根據田詠惠與林貴

福 (2008) 以５種靜態平衡動作量測指出，老年人身

高愈高或是體重愈重者，其靜態平衡表現愈差。但就

一般而言，年齡的老化 (Bellomo et al. 2009) 、身體

機能 (Sinaki, Brey, Hughes, Larson, & Kaufman, 2005) 

等對平衡能力是有極大的影響。而在先前研究也指出，

體重過重產生的承重轉移 (weight transfer)，會影響其

身體的站姿能力 (Jonsson, Henriksson, & Hirschfeld, 

2007)，及 BMI 過高會加重身體站姿平衡的不安感，

進而降低手臂動作的準確與速度 (Berrigan, Simoneau, 

Tremblay, Hue, & Teasdale, 2006)。又，Hue et al., (2007) 

等以 COP 速度之統計模式，探討體重對姿勢安定性的

重要影響外，亦對身高及年齡等身體組成對姿勢安定

性之預測因子結果指出，在最終模式分析中體重 + 

年齡，及體重 + 年齡 + 身高等在 COP 位移速度上

是有差異的，及觀察到各身體組成與 COP 速度的關係，

其中體重是影響姿勢安定性的最大因子。而根據本研

究對三種不同專項運動選手之結果顯示，只有足球選

手的體重是大於體操選手，及足球身高與游泳身高是

較優於體操選手。但反觀在平衡維持時間之最大能力

上，體操選手卻是優於游泳，卻與足球並無差異。與

上述文獻記述非以運動員為對象，探討靜態站姿體重

對平衡能力影響的不同，本研究是以前後傾斜 25 度晃

動為刺激條件，其三種不同專項選手動態站姿平衡能

力，不因身體組成的差異而影響平衡能力的控制。當

然，影響運動選手動態前後站姿能力的控制，有其複

雜的運動技術與平衡策略的運用等因素。因此，相對

於靜態站姿體重的影響，及身高對站姿平衡能力的研

究與討論，前後站姿動態平衡的探究案例，就明顯不

足，這點是日後需要努力與釐清的方向。 

 

伍、結論與建議 

不同專項運動足球、游泳及體操等三項選手，接

受 25 度前後站姿不穩定平衡台之量測結果，足球與體

操選手的平衡維持時間 (BKT)，都較優於游泳選手。

相對的，於平衡台角速度 RMS 值與頭部加速度擺幅

的結果，足球與體操選手的量測成績，卻都小於游泳

選手。諸此結果意旨，足球與體操選手藉由運動技能

的特殊性，其對矢狀面不穩定站姿平衡策略，已養成

踝關節部的運動模式與身體站姿協調機制的運用，以

維持身體站姿平衡的穩定。本研究矢狀面不穩定站姿

平衡的量測結果，期能提供教練與選手在平衡適能評

估、運動技術應用，及作為運動復健等研究議題上的

實值參考。後續相關研究的建議：（一）為瞭解運動

學上膝關節、髖關節等運動，對矢狀面不穩定站姿平

衡的影響？應需進一步作更深度的探討。（二）研究

對象應可包括射箭、射擊等靜態站姿專項運動選手，

以探究其平衡特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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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effects of standing postural balance ability on sagittal plane with A/P direction of unstable platform 

rotation in human is rarely documented.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was to determine a 25-degree unstable platform 

around 25 degrees rotating stimulation to impact of keeping dynamic standing balance ability in athletes. Methods: 

Thirty healthy mal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ukyo University Japan 

participated in this experiment, they were recruited from soccer player (N=10), swimmer (n=10) and gymnast (n=10).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stand barefoot comfortably on a customized unstable platform that consisted of a 

40cm×40cm aluminum-steel plat to fix over 10cm on a base plat with a pivot bearing. They all had to complete 10 trials 

on an unstable platform. In order to record the change of angular velocity (A.V.) of platform during the trials, the 

goniometer was installed on the tip of horizontal pivot. In addition, the accelerometer was attached on the forehead to 

determine the acceleration of head sway (H.A.). After standing on the platform, participant pushed the start button with 

right hand to keep balance at the horizontal condition. The digital stop watch machine started to record the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 immediately right after the hand was released from the button. Data were tested to check for 

normality and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on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o determine wheth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the effects of groups. When the ANOVA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 factor was significant among 

the groups, Tukey’s post-hoc test were employed.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 α=.05 for all analys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KT of gymnast (3.39 ± 0.67sec) and soccer player (3.17 ± 0.58sec) were significant larger than swimmer (2.42 

± 0.51sec). The RMS values of change velocity, however,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head sway in gymnast and soccer 

player were significant smaller than swimmer.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using the 25 degree of unstable 

platform as sagittal plane is a useful balance measurement method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athlete’s balancing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A/P dynamic standing balancing task may be of use to the physical fitness 

and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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