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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為分析水中運動訓練對於老年人跨越障礙物時間、空間參數的影響。方法：13 位

老年人自願參與者參與本研究，研究介入為 8週水中運動，參與者進行每週 2 次，每次 60分鐘的水

中運動課程，在水中運動計畫前、後進行跨越障礙物動作分析，利用攝影機拍攝參與者跨越障礙物

的矢狀面動作，分析的步態參數包含步長、足部間隙和跨越速度，使用相依樣本 t考驗比較前、後測

的差異，統計顯著水準設定 α =.05。結果：本研究結果發現 8週水中運動計畫之後，老年人顯著增加

跨越障礙物時步長和跨越速度 (p < .05)，但並不改變領導腳及跟隨腳足部相對於障礙物的垂直間隙

距離。結論：本研究結果顯示水中運動對於增進老年人跨越障礙物的能力有正向效益。 

 

關鍵字：足部間隙、領導腳、跟隨腳 

 

壹、緒論

人口老化是目前人口結構演變趨勢，根據內政部

105年中的資料顯示，65歲以上人口已超過301萬人，

占人口比率達 12.83％ (內政部統計處，2016)，預估

臺灣在 107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將達到 14% (國

家發展委員會，2016)，因此，老人長期照護和健康促

進是相當重要課題。而跌倒是造成老年人身體失能和

活動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資料，103年臺灣人口死亡率中，意外事故排名第六，

而老年人事故傷害死亡原因，跌倒排名第二  

(衛生福利部，2015)。跌倒可能引起重大傷害並

提高死亡率，或者恐懼再跌倒，老年人易自我

限制行動，導致身體機能和活動能力降低  (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6)。  

過去許多文獻探討老年人跌倒之發生率與

危險因子，O’Loughlin、Robitaille、Boivin與 Suissa 

(1993) 追蹤 409 位老年人，發現 29%老年人曾發生跌

倒，暈眩和走路困難為其危險因子。Fletcher 與 Hirdes 

(2002) 調查 2304位社區老年人發現 27%有跌倒經驗，

其中 10%老年人有多次跌倒經驗，危險因子包含女性、

健康狀態、不良環境空間和步態能力。Hausdorff、Rios

與 Edelberg (2001) 分析 52 位老年人步態特性，發現

40%老年人曾發生跌倒，且發生跌倒老年人的走路步

長變異性顯著高於沒有跌倒老年人。Hsu與 Jhan (2008) 

調查臺灣 4979位老年人，發現跌倒發生率為 19.5%，

危險因子包含女性、失能和日常活動功能不良等，

45.1%跌倒者歸因於環境因素。此外，老年人跌倒發

生率為 20-40%，由此可知預防老年人跌倒的因應策略

是相當重要課題。 

老年人結構和生理機能退化，易有身體功能缺損

並影響日常生活能力，對於走路和姿勢平衡能力也有

影響。Begg與 Sparrow (2000) 指出老年人在走路及跨

步上下階梯時步長(stride length) 顯著小於年輕人。

Grabiner、Biswas 與 Grabiner (2001) 和 Owing 與

Grabiner (2004) 發現老年人的步寬變異性顯著大於年

輕人。Kang與 Dingwell (2008) 指出老年人步態變異

性顯著較高，且走路模式高變異性和老年人跌倒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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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性。Schmitz、Silder、Heiderscheit、Mahoney

與 Thelen (2009) 發現老年人在步態站立中期時脛前

肌和比目魚肌活化程度顯著較高，顯示老年人單腳支

撐期使用較僵硬策略。另外，Overstall、Exton-Smith、

Imms 與 Johnson (1977) 指出老年人平衡姿勢擺動顯

著大於年輕人，並指出絆倒 (tripping) 是主要引起跌

倒的原因。Lee 與 Chou (2006) 指出步態不穩定老年

人在冠狀面呈現出較明顯的身體重心擺動。由此可知，

老年人走路和姿勢平衡控制有較高的不穩定性，因而

出現較高的跌倒發生率。 

跨越障礙物是引起跌倒的主要環境因素之一，

Chou, Kaufman、Brey與 Draganich (2001) 指出跨越障

礙物時使身體重心產生不平衡狀態，導致下肢出現不

適當動作而觸碰到障礙物，因而提高跌倒發生率。

Draganich 與 Kuo (2004) 發現老年人跨越障礙物時，

跟隨腳 (trailing foot) 在站立期出現較高髖和膝關節

內收力矩，顯示老年人跟隨腳髖和膝外展肌承受較大

負荷。Hahn與 Chou (2004) 發現老年人跨越障礙物時

身體重心前後移動範圍較小，重心向前移動速度較慢。

由此可知，老年人跨越障礙物的動作穩定性較差，並

使用較為保守的動作策略。 

運動是提升肌力和促進身體活動的良好方式，能

增進老年人平衡和動作穩定性。水中運動為利用水的

浮力、壓力和阻力等物理特性在水中進行運動，保持

頭部出水且身體直立於水中，水面高度在肚臍和乳線

之間，不需有高度運動技巧，是安全且促進健康的運

動型式 (李麗晶、卓俊伶，2009; 錢桂玉、甘乃文、

林雅麗，2012; Takeshima et al., 2002)。Chu等人 (2004) 

指出 8 週水中運動可以顯著增進老年人走路速度與下

肢肌力。黃泰諭、張哲榕、林曼蕙與方進隆 (2005) 指

出 10 週水中有氧運動可以顯著提升老年人上下肢肌

力和動作敏捷性。Abbasi 等人 (2011) 指出 8 週水中

平衡訓練對於老年人在體適能椅子坐立測試 (5-chair 

stand test) 有顯著進步。Hosseini、Mirzaei、Panahi 與

Rostamkhany (2011) 發現 8週水中平衡運動訓練後，

老年人柏格平衡測試分數 (Berg balance scale)、5 次椅

子坐立測試和椅子坐立繞物評估均有顯著進步。 

目前許多研究已證實水中運動能夠顯著提升老年

人體適能、平衡和行走能力，但這些能力的提升是否

能夠促進老年人跨越障礙物能力，進而減少跌倒風險，

目前仍少有研究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為分析水中

運動訓練對於老年人跨越障礙物時間、空間參數的影

響，以了解水中運動是否有助於降低跌倒發生風險。 

貳、研究方法 

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共有 13位老年人自願參與者 (2位男性和

11 位女性)，平均年齡  64.54 3.38 歲，平均身高

157.039.67 cm，平均體重 61.517.70 kgw，平均身體

質量指數 25.012.92 kg/m
2。參與者均無心血管疾病及

糖尿病而致無法參與運動，並具有獨立行走的能力。

在參與水中運動計畫之前，參與者會填寫身體活動準

備問卷 (PAR-Q)，並經過臨床醫師評估均沒有不適合

參與水中運動計畫，並能夠進行跨越障礙物之步態評

估。本研究計畫經過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在研究進行之前，對研究參與者皆進行水中運動課程

和實驗流程的詳細說明，每位參與者均了解並簽署研

究知情同意書。 

 

表 1 水中運動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次數/組數 強度 

暖身運動 10分
鐘 

岸邊伸展運動 

入水 

原地跑步 

畫小 8字 

 

 

 

RPE0-3

分 

主要運動 40分

鐘 

跑步、踢腿 

踏步、畫大 8字 

前、後跳躍 

走、跑、停 

剪刀步 

左、右跳躍 

跑步 

每一動作

3-5組 

每組 10次 

RPE4-6

分 

緩和運動 10分
鐘 

變換環狀隊形並
移動 

原地跑步 

小畫 8字 

主動式肌肉伸展 

 RPE0-3

分 

出水 5分鐘 伸展運動   

RPE：運動自覺吃力程度量表 

 

二、研究介入 

本研究介入為 8 週水中運動，研究參與者進行每

週 2次，每次 60 分鐘的水中運動課程，運動時間為下

午 4-5 點，在室內溫水游泳池中進行，水溫控制於攝

氏 28-29 度。水中運動課程共計 8週 16 次，參與者須

至少完成 14 次或以上的水中運動課程，才會納入本研

究參與者的資料分析之中。帶領水中運動講師為具有

臺灣水適能協會 (Taiwan aquatic fitness association) 

證照之資深指導員，同時有 3 位助理指導員在旁協助

課程進行。水中運動課程參考 Hosseini、Mirzaei、Panahi

與 Rostamkhany (2011) 研究的水中運動計畫，包含 10

分鐘暖身運動，強度為 10 分等級運動自覺吃力程度量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林雅麗(Yea-Lih%20Lin)',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張怡雯  陳俐蓉  羅明葵  陳緯蓉  吳鴻文/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4(1),36-43 

  DOI：10.3966/207332672017061401006 

38 

 

表 0-3 分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scale, Borg, 

1982)，接著 40 分鐘主要運動，強度為運動自覺吃力

程度量表 4-6分，以及 10分鐘緩和運動，強度為運動

自覺吃力程度量表 0-3分，水中運動課程內容如表 1。

在課程進行時，講師會帶領老年人運動並同時喊聲，

根據學員喊聲的大小高低，講師能了解參與者的負荷

感覺，經由學員的喊聲回饋而調整運動組數或動作內

容，並於課程中同時帶動學員之間的人際互動，使課

程在活潑有趣的氛圍下，達到預先設計之運動負荷程

度。 

 

三、實驗流程 

在水中運動訓練開始實施的前一日和運動訓練結

束的後一日，分別進行跨越障礙物步態前測和後測的

資料收集。資料收集時會先在地上鋪設一 4.5 公尺長

1.3 公尺寬的步道，步道中間架設一可調整高度之障礙

物，在側面距離步道 1.55 公尺處架設一台 60 Hz攝影

機 (Sony HDR-SR11)，拍攝研究參與者跨越障礙物時

足部矢狀面動作。在資料收集之前，會利用水平儀施

行攝影機及座標架之水平校正，再以座標架進行實驗

室空間校正，校正架為長 42 公分高 28 公分的長方形

架子，放置於步道中央，校正時攝影機影像擷取長方

形四邊的頂點，並輸入其二維座標，作為後續跨越動

作數位資料處理的基礎。本研究使用二種障礙物高度，

10 公分和 20 公分，在步道的左、右二側分別放置一

障礙物支架，距離步道起點 2.25 公尺，分別可調整高

度至 10公分和 20公分，一 20 克細木條放置在支架上

作為障礙物，木條並未緊密固定在支架上，若參與者

跨越障礙物時，腳不慎碰觸到木條，則木條會立即掉

落於地上，不會絆倒參與者。同時，在步道兩旁都有

研究助理，確保研究參與者進行跨越障礙物動作的安

全性。實驗收集時，參與者於步道起端向前走，至步

道中間跨越障礙物後持續向前走至步道末端後停止。

每位研究參與者每一障礙物高度測試一次，跨越不同

高度障礙物的測試之間並無休息，資料收集前並沒有

事先練習。若參與者在跨越時，腳觸碰到障礙物使得

木條掉落，則非屬於成功跨越，會重新測試一次。若

參與者在跨越時，因和障礙物距離不適宜而出現刻意

調整步伐或減緩行進速度，則會調整其起步位置使之

順暢銜接跨越，並重新測試一次。 

 

四、資料分析 

水中運動前測和後測所拍攝的足部和障礙物影像，

利用 Kwon 3D軟體進行數位化 (digitize) 標記每一張

影像之二維座標。本研究並未在受試者身上黏貼外在

標記，受試者以赤足方式跨越障礙物，在拍攝的影像

中，每一張影片 (frame) 標記腳的最後方 (腳跟) 和

腳的最前方 (腳尖) 的座標，以及障礙物位置的座標。

本研究分析的變數包括領導腳 (leading foot) 和跟隨

腳跨越障礙物步長  (stride length)、跨越前期步長 

(pre-crossing length)、跨越後期步長  (post-crossing 

length)、足部間隙  (foot clearance)、以及跨越速度 

(crossing velocity)。步長以腳跟觸地來定義，指在跨越

障礙物時同一隻腳水平跨步距離，跨越前期步長是指

跨越前腳跟到障礙物水平距離 (heel-obstacle distance)、

跨越後期步長是指障礙物到跨越後腳跟水平距離。足

部間隙是指足部在障礙物上方時，和障礙物之間的垂

直距離。跨越速度是指足部在障礙物上方時水平前向

瞬時速度，亦即沿著前進方向的位移對時間的微分，

跨越速度的分析包含領導腳和跟隨腳的腳尖及腳跟的

標記點的水平前向瞬時速度。統計分析使用相依樣本

t 考驗檢測水中運動介入前、後跨越障礙物步態參數的

變化 (SPSS, V12.0)，統計顯著性設定 α = .05。 

 

參、結果 

表 2為跨越障礙物的步長，結果顯示跨越 10公分

障礙物領導腳步長前、後測沒有顯著差異，但跨越 20

公分障礙物領導腳步長呈現顯著差異 (p < .05)，後測

步長顯著大於前測步長 (p = .022)，後測跨步前期步長

顯著大於前測跨步前期步長 (p = .040)。跨越 10公分

和 20 公分障礙物跟隨腳步長前、後測均出現顯著差異 

(p < .05)，跨越 10 公分障礙物跟隨腳後測步長顯著大

於前測步長 (p = .036)，跨越 20 公分障礙物跟隨腳後

測步長顯著大於前測步長 (p = .017)，跨越 10公分障

礙物跟隨腳後測跨步後期步長顯著大於前測跨步後期

步長 (p = .019)。 

表 3 為跨越障礙物的足部間隙，比較八週水中運動介

入前、後測，領導腳和跟隨腳的腳跟和腳尖相對於障

礙物的間隙距離均無顯著差異。表 4 為跨越障礙物的

跨越速度，跨越 10公分障礙物時，領導腳腳尖跨越速

度後測顯著大於前測 (p = .004)，領導腳腳跟跨越速度

後測也顯著大於前測 (p = .025)。跨越 20公分障礙物

時，領導腳腳尖跨越速度後測顯著大於前測 (p = .003)，

領導腳腳跟跨越速度後測也顯著大於前測 (p < .001)。

然而，跨越 10公分障礙物時，跟隨腳跨越速度前後測

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但跨越 20 公分障礙物時，跟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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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尖跨越速度後測顯著大於前測 (p = .012)，跟隨腳腳

跟跨越速度後測也顯著大於前測 (p = .011)。 

 

肆、討論 

水中運動屬於非承重運動  (non-weight bearing 

exercise)，運用水的浮力效應伴隨水壓阻力，可以有

效減輕陸地運動對於下肢承受反作用力的衝擊性，降

低老年人下肢關節負荷及可能的組織傷害 (Yennan, 

Stuputtitada, & Yuktanandana, 2010)，是一適合老年人

的運動訓練。跌倒是造成老年人意外事故的重要原因，

也是導致老年人失能的影響因子，而跨越障礙物能力

不良常是導致跌倒的主要原因  (Rubenstein & 

Josephson, 2002)，所以本研究探討水中運動訓練後是

否改善老年人跨越障礙物能力，以下對於跨越障礙物

參數的影響分別討論之。 

 

 

表 2 跨越障礙物的步長 (cm)  

 變數 障礙物高度 前測 後測 p值 

領導腳 步長 10 109.95  24.48 118.82  10.76 .108  

  20 100.11  14.59 114.34  13.06 .022* 

 跨越前期步長 10  96.08  22.17 101.62  10.83 .307  

  20  86.39 13.32  98.75  10.89 .040* 

 跨越後期步長 10  13.87  4.46  17.19  5.78 .053  

  20  13.72  5.32  15.58  6.04 .073  

跟隨腳 步長 10 106.81  12.05 114.78  10.32 .036* 

  20 103.12  13.58 112.34  10.13 .017* 

 跨越前期步長 10  44.81  6.66  44.59  5.19 .908  

  20  41.38  4.91  44.00  4.75 .131  

 跨越後期步長 10  62.00  9.57  70.19  8.63 .019* 

  20  61.74  12.12  68.34  8.86 .099  

*p < .05 

 

表 3 跨越障礙物的足部間隙 (cm) 

  障礙物高度 前測 後測 p值 

領導腳 腳尖 10 31.45  6.80 32.12  6.36 .730 

  20 27.31  6.87 27.75  7.45 .724 

 腳跟 10 28.28  3.52 26.98  5.07 .521 

  20 24.00  6.78 23.92  5.15 .965 

跟隨腳 腳尖 10 29.07  16.20 27.94  7.95 .817 

  20 26.14  7.10 23.31  8.93 .272 

 腳跟 10 50.37  16.55 53.56  8.91 .542 

  20 51.28  12.07 51.27  6.89 .999 

 

表 4 跨越障礙物的跨越速度 (cm/s)  

  障礙物高度 前測 後測 p值 

領導腳 腳尖 10 236.54  51.92 338.12  87.37 .004* 

  20 232.15  32.63 279.46  59.84 .003* 

 腳跟 10 217.20  62.12 255.65  39.91 .025* 

  20 182.08  41.98 238.62  56.96 <.001* 

跟隨腳 腳尖 10 341.07  99.59 402.76  109.68 .124  

  20 302.77  45.26 371.26  85.58 .012* 

 腳跟 10 202.75  66.07 212.03  70.98 .780  

  20 155.91  33.28 182.72  27.60 .01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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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越障礙物步長與速度 

本研究發現 8週水中運動訓練後，老年人跨越 20

公分障礙物領導腳步長顯著增加 14.2%，而此步長顯

著增加主要來自跨越前期步長的顯著增加 14.3% (表

2)，老年人跨越 10 公分和 20 公分障礙物跟隨腳步長

分別顯著增加 7.5%和 9.0%，跨越 10公分障礙物跟隨

腳跨越後期步長顯著增加 13.2% (表 2)。另外，本研究

發現水中運動計畫後，老年人跨越障礙物時，領導腳

的跨越速度均顯著提升 33.3%，而障礙物高度 20公分

時，跟隨腳跨越速度在水中運動計畫後顯著增加

19.9% (表 4)。本研究水中運動課程包含踏步、跑步、

踢腿、前後左右跳躍等動作，藉由肢體動作和水的阻

力進行運動可以促進下肢大肌群肌力，推測經由促進

下肢肌力增加而使得跨越步長增加。Lim (2014a) 指出

跨越步長屬於水平間距，是足部和障礙物之間關係的

重要指標，並認為有較大的跨越步長和較快的跨越速

度表示較高效率的跨越障礙物能力。從事體育活動訓

練於降低跨越障礙物跌倒發生風險之正向效益值得被

研究，針對特定的步態參數提供足夠的實證予以推廣。

除了水上運動之外，過去 Zhang、Mao, Riskowski 與

Song (2011) 也發現擁有良好姿勢控制能力的長期打

太極拳老年人在跨越障礙物時具有較大步長和跨越速

度，本研究發現老年人在水中運動訓練後跨越步長與

跨越速度增加，推測對於降低跌倒發生風險有正向效

益。 

過去已有文獻探討運動對於跨越障礙物的影響，

阻力運動訓練可顯著增加老年人下肢肌力，提高跨越

障礙物的步長和速度，並減少跨越障礙物時間 

(Lamoureux, Sparrow, Murphy, & Newton, 2003)，核心

穩定訓練也可增加跨越速度  (Ko, Jung, & Jeong, 

2014)。另外，水中運動能促進老年人走路步長及走路

速度 (Sanders, Takeshima, Rogers, Colado, & Borreani, 

2013)，也可以減少跨越障礙物時身體質心-壓力中心

傾斜角 (Lim, Roh, & Yoon, 2013)，減少老年人跨越時

足底壓力中心擺盪範圍，增進平衡穩定性  (Lim & 

Yoon, 2014a)，本研究結果發現水中運動可以促進跨越

障礙物時的步長和跨越速度，且發現跨越障礙物時領

導腳和跟隨腳步長增加的根源，分別是來自跨越前期

和跨越後期步長的增加，顯示水中運動對於不同跨越

腳步長增加的影響也不相同。 

本研究發現跨越 10 公分障礙物時，領導腳步長前、

後測之間無顯著差異，跟隨腳跨越速度前、後測之間

也無顯著差異。相對於 20 公分障礙物，10 公分是相

對較低且較易跨越之高度，推測跨越 10 公分障礙物時，

領導腳步長和跟隨腳跨越速度或許已達到最大效率的

跨越步長和速度，因此在水中運動訓練後，未能出現

顯著改變。 

 

二、足部間隙 

跨越障礙物時，足部位於障礙物正上方的瞬間，

是身體處在最不穩定的時間點，此時為單腳支撐時期，

無論是領導腳或跟隨腳，向前跨越時均須同步注意腳

尖和腳跟是否有足夠高度位置，以避免觸碰到障礙物

上緣 (Lim & Yoon, 2014b)。足部間隙若是過小，跨越

障礙物時，腳觸碰到障礙物的機率增加，然而，若是

足部間隙增加，跨越障礙物時下肢各關節則須保持在

更抬高位置，因此增加跨越時間，降低跨越速度，因

而可能減少跨越障礙物的敏捷性和動作效率。因此，

維持適當的足部間隙才不易絆到障礙物，降低跌倒風

險。 

Lu、Chen與 Chen (2006) 分析老年人和年輕人跨

越障礙物的步態差異，發現老年人前導腳腳尖間隙比

年輕人顯著較大，且跨越障礙物時髖關節屈曲角度較

大，並提出足部間隙高低表示跨越障礙物時的下肢末

端控制狀態 (end-point control)，當老年人跨越障礙物

時間隙較高，表示老年人使用較保守的策略來跨越障

礙物，以盡量減少絆倒發生的機會。本研究結果顯示

水中運動訓練後，老年人跨越障礙物時，無論是領導

腳或跟隨腳，障礙物高度為 10 或 20 公分，足部和障

礙物的垂直間隙距離均無顯著改變。而本研究發現水

中運動訓練後顯著改變水平跨越參數 (跨越步長和速

度)，但卻不影響垂直跨越參數 (足部間隙)，推測可能

和水中運動課程以身體水平方向 (前後或左右) 移動

的內容 (踏步、走路、跑步、剪刀步、畫 8字、踢腿) 

佔較多比例有關，而身體垂直方向 (上下) 移動的內

容 (跳躍) 則為相對較少。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水中運動課程包含暖身運動、主要運動與

緩和運動，包含許多不同的運動型式和動作，然而，

本研究未能測量下肢肌力、關節動作分析及肌電圖的

變化，目前尚不能提供水中運動內容和跨越障礙物動

作參數變化之間的具體連結，僅能就運動訓練前、後

測的觀察作探討。未來研究將分析老年人跨越障礙物

的運動學和肌電圖變化，配合下肢肌力測量，以連結

水中運動內容和跨越障礙物步態參數變化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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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老年人水中運動課程設計之參考。 

 

伍、結論 

本研究探討 8 週水中運動訓練對於老年人在跨越

障礙物步態時間、空間參數的影響，結果發現 8 週水

中運動計畫後，老年人顯著增加跨越障礙物時步長和

跨越速度，但並不改變足部相對於障礙物的垂直間隙

距離，顯示水中運動對於增進老年人跨越障礙物的能

力有正向效益。未來研究將探討水中運動訓練對於跨

越障礙物時下肢運動學和肌電圖的影響，以提供老年

人水中運動課程設計之參考，進而降低跌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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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quatic exercise training on 

spatiotemporal parameters during obstacle crossing in older adults. Methods: There were thirteen 

participants volunteered in this study. The intervention was an eight-week aquatic exercise program, 

twice a week and 60 minutes in duration. A camera was used to capture the foot motion during 

obstacle crossing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utcome variables were stride length, foot 

clearance and crossing velocity. Paired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s α =.05. Results: Post-test show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stride length and faster crossing velocity than pre-test (p < .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foot clearance of leading foot and trailing foot.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aquatic exercise training demonstrate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obstacle crossing in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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