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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目的為利用 25 度拉筋台面產生的拉筋刺激，造成人體站姿平衡的維持與型態的不穩定，

加以探討視覺介入對三維站姿區段關節晃動的影響。方法：受試者以銘傳大學健康男大學生 10 名 (年

齡：23.5 ± 0.5 歲，身高：167.1 ± 4.8 公分，體重：58.5 ± 4.8 公斤，BMI：20.9 ± 2.6 kg/m2)，自願為

研究對象。所有受試者雙腳赤足、雙手抱胸，前後站姿於斜台面拉筋板上，接受ㄧ分鐘睜眼與閉眼等

兩種不同情境之站姿，及接受各五次的量測。斜台面拉筋板為自行設計，台面傾斜最大角度設定為 25

度。並使用無線動作擷取系統 (PhaseSpace® system)，擷取踝關節部、膝關節部、髖關節部、肩關節

部與頭頂部等晃動軌跡，加以分析人體前後站姿動作型態變化與探討平衡的控制機制。資料取樣頻

率為 480 Hz，取樣時間為 60 秒。所有統計檢定，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睜眼與閉眼條件差異的考

驗。考驗水準設定為 α = .05。結果：在閉眼條件下膝關節部、髖關節部、肩關節部、及頭頂部區段之

擺幅三維體積，都較大於睜眼情境，且達顯著水準。結論：本研究利用 25 度拉筋台面刺激，有效造

成人體站姿型態的差異與瞭解視覺介入對三維站姿平衡的特性。未來研究方向，應加以分析專項運

動選手與健康平衡適能的量測，以提供作為後續站姿平衡研究基礎的參考。 

 

關鍵詞：前後站姿、姿勢控制、身體晃動 

 

壹、緒論

近年的研究報告發現，為因應外在環境物件的

刺激，於人體站姿平衡的量測與評估平衡能力優劣的

方法，逐有從平坦靜態的站姿平衡，擴及到有固定傾

斜台面 (Nagano, Yoshioka, Hay, Himeno & Fukashiro, 

2006; Lin & Nussbaum, 2012)、坡度變換  (Earhart, 

Henckens, Carlson-Kuhta & Horak, 2010; Wade, Davis & 

Weimar, 2014) 等利用傾斜角度的刺激，探討不同站姿

環境條件對站姿平衡的影響，提出改善平衡、預防跌

倒策略等建議的趨勢。根據相關文獻，以固定 25 度拉

筋板站姿作為刺激條件後，其足底壓力分佈二維方向

的晃動速度 (sway speed)、晃動面積 (sway area)，在

閉眼情境下有明顯的增加 (Nagano et al. 2006)；又依

據 Lin 與 Nussbaum (2012) 對固定傾斜角度的不同 

(0 度、18 度、26 度)，與站立方向的交互作用指出，

隨傾斜角度愈大，其身體姿勢控制愈不穩定，特別是

在背側屈站姿，極為明顯。然而，因應外在環境物件

的不同，人體站姿平衡控制的機制，隨坡度的變換，

傾斜後站姿的效應，亦隨之改變 (Earhart et al. 2010; 

Wade et al. 2014)。「人體前後站立姿勢，有如倒置的

鐘擺作用 (inverted pendulum)，不時藉由下肢抗重力

肌群的活化，及身體微小的晃動，以維持身體站姿的

平衡」。而有關人體站姿平衡所產生身體晃動的相關

研究，從生理學面探討站立姿勢肌電圖肌肉活化的機

轉 (Nashner, 1976 ; Woollacott, Debu & Mowatt, 1987)，

到運動學面分析身體質心 (center of mass, COM) 位

移量的多寡 (Pai & Patton, 1997; Wu & MacLeod, 2001; 

Vlutters, van Asseldonk & van der Kooij, 2016)，已充分

的被討論。但對於運動學上斜台面 (inclined platform) 

站姿所誘發身體區段關節晃動的影響，還需要有更多

的研究分析與討論。特別於傾斜台面上身體站姿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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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頭部運動需保持垂直外，隨台面傾斜角度的不

同，下肢關節與體幹關節的運動必須隨之作出適度的

反應。此點，Nashner (1977) 對人體站姿前後二維晃動

與踝關節足蹠屈  (plantar flexion)、背側屈曲運動 

(dorsiflexion) 之間的時序關係，從主觀的探討姿勢控

制 (postural control) 與平衡策略的觀點，到 Horak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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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

調節站姿控制的主要機轉 (mechanisms) 與運動平衡 

、協調的模式。但就上述報告發現，諸類研究對人體

運動學上站立姿勢所誘發軀體、下肢關節部位 (踝關

節、膝關節) 等區段關節 (segment joints) 的記述，大

多著重於足壓中心分佈二維 (X=左右、Y=前後) 方向

的討論，而對三維 (X、Y、Z＝ＸＹ平面的法向量) 站

姿晃動的實驗觀察則是付之闕如。特別對於軀體區段

關節變異的討論，則須加以探究。一般而言，二維的

軌跡面積 (sway area)，應為三維在垂直方向某一平面

的投影，在此情況下垂直方向資訊就會消失。因此，

以二維的軌跡面積應不足以詮釋人體站姿垂直方向的

變異。所以本研究除以二維晃動面積為探討基礎外，

加以比較包含人體站姿整體軌跡最小的立方體體積 

(cube volume)，作為本研究評估站姿特徵的一種方法。

本研究主要動機是以自製設計之固定傾斜角度 25 度

拉筋板般的斜台面作為刺激條件，以造成人體前後站

姿型態的變化，並以視覺介入情境 (睜眼與閉眼) 為

限制，加以探究 25 度斜台面拉筋刺激對人體站姿踝關

節部 (外踝)、膝關節部 (股骨外髁)、髖關節部 (髂前

上棘)、肩關節部 (肩峰) 與頭頂部等各區段關節二維

與三維身體晃動動作表現的差異。研究結果，期能提

供作為運動平衡適能評估因子與間接轉移作為防跌功

能表現因素等相關研究之參考。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銘傳大學健康男大學生 10 名 (年

齡：23.5 ± 0.5 歲，身高：167.1 ± 4.8 公分，體重：58.5 

± 4.8 公斤，BMI: 20.9 ± 2.6 kg/m2)，且實施平衡量測

前三個月無平衡相關疾患就診紀錄。實驗計劃實施前，

舉行說明會並獲得參與者的同意，經銘傳大學人體研

究倫理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實施。 

 

二、拉筋量測台設計與實驗環境限制 

拉筋量測台為自行設計 (實木杉板(mm)；L480  

W400  H300，底部高 120 mm)，最大傾斜角度設定為

25 度 (Hukuda, 1984)。實驗地點於銘傳大學人體資訊

研究中心，實驗時為避免視覺、聽覺等因素干擾，於

實驗紀錄室全程監控，並以睜眼、閉眼兩種情境條件

為研究限制。為讓受試者保持視覺與身體站姿的穩定，

在睜眼情境條件下，距拉筋量測台前三公尺高 1.8 公

尺處，黏貼固定直徑五公分之紅色標靶圓點，實驗全

程凝視 (圖 1A)。反之，閉眼情境條件下，則關閉燈光，

並穿載眼罩避免干擾 (圖 1B)。依檢者於控制室的語

音聲控下達語令；(一) 受試者雙腳赤足自然站立斜台

面上後，雙手交叉抱胸 (眼睛注視前方紅點，準備動

作)。(二) 語令 (預備)、開始計時記錄一分鐘。(三) 語

令 (停)，計時記錄結束，存檔。閉眼情境條件下，由

輔助人員協助穿載眼罩與引導。量測時間為一分鐘。

每位受試者，接受連續五次的量測，並以五次的平均

數作為該受試者各區段關節量測的成績。實驗順序，

依隨機分配決定。 

 

 

 

 

 

 

 

 

圖 1、量測示意圖與環境設定 

 

三、量測工具與量測部位 

(一) 本研究為擷取拉筋量測台上人體站姿二維 (X=

左右、Y=前後)、三維 (X、Y、Z=ＸＹ平面的法向量) 

空間的絕對關係，以主動式光學動作擷取系統

PhaseSpace®  system 進行監控、資料擷取與分析。資

料取樣頻率 (sampling rate) 為 480 Hz，每次資料取樣

時間 (sampling time) 為 60 sec，精準度高達 0.5 mm。

(二) 圖 2 為本研究各區段關節標點位置。圖 1A 為本

研究擷取與分析身體各區段關節晃動的運動軌跡，於

身體的踝關節部 (外踝)、膝關節部 (股骨外髁)、髖關

節部 (髂前上棘)、肩關節部 (肩峰) 、頭頂部 (穿戴泳

帽) 等關節部位處，以黏扣帶 (Velcro) 黏貼反光球標

點 (LED mark；圖 1B)，擷取、紀錄與分析單位時間

內身體區段晃動軌跡二維面積與三維立方體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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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區段關節標點位置與定義 

 

三、 身體區段關節晃動軌跡面積之定義 

(一) 本文採用的空間座標系統與動作擷取系統定義

的直角坐標系統相同，以受測者的髖部為座標系統原

點，受測者的前方為+Y 軸，後方為-Y 軸，右側為+X

軸，左側為-X 軸，上方為+Z 軸，下方為-Z 軸。因此同

時也代表 XY 平面為橫切面，XZ 平面為額狀面，YZ 平

面為矢狀面。在本文中定義的二維晃動面積為關節點

的 3D 運動軌跡，垂直投影至橫切面 (水平面) 上的二

維軌跡之最小涵蓋矩形面積，概念如圖 3 所示。 

 

 

 

 

 

 

 

 

 

圖 3、關節點擺動特徵的 3D 與 2D 軌跡 

 

(二) 區段關節反光球標誌 (Marker) 的位置與定義，

如圖2所示。但關節點相關的原依變項計算公式如下；   

(i) 區段關節反光球標誌的位置與定義：如圖 2 所示。   

(ii) 對於關節點 P 的擺動特徵  

●The swaying volume：由 Marker P 的 3D 軌跡求取其

最小包含立方體之體積 VP。作法為將 Marker P 經由

動作擷取系統，在時間 t 所擷取的空間位置設為 P(t) = 

[xt, yt, zt]T , 0  t  M, tN ，在此 M 為最大擷取時間。

故關節點 P 的晃動體積為： 

 

 

 

 

 

 

 

 

●The swaying area：將 Marker P 的 3D 軌跡投影在水

平面 (X-Y) 的投影軌跡為 AP(t) = [xt, yt]T  , 0  t  M, 

tN 。故關節點 P 的晃動面積 AP為： 

 

 

(iii) 對於具對稱擷取之關節點 P 的擺動特徵 (例如：

髖、膝、踝關節) 

●先計算左、右關節點個自的 Swaying volume 與

Swaying area。 

●再取兩個測量值的平均。 

 

四、統計處理 

  所獲得資料，以 SPSS 11.0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

性統計分析 (平均數與標準差)，並以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sample t-test)，考驗睜眼與閉眼兩種情境條件下，

各區段關節變異晃動面積、立方體體積的表現差異。

所有統計考驗，顯著水準設定為 α = .05。 

 

参、結果 

一、睜眼與閉眼情境身體區段二維晃動面積量測之比

較結果 

  如表 1 所示，閉眼情境踝關節部的晃動面積是較

大於睜眼情境，且達顯著水準 (t = 3.04; p < .05) 外，

睜、閉眼髖關節部晃動面積之比較結果，也有達到顯

著的水準 (t = -3.53; p < .05)。但其他在膝關節部 (t = 

-2.23; p =.052)、肩關節及頭頂部，其閉眼的晃動面積

的值，雖然晃動面積表現都比睜眼情境大。但在比較

結果，並無達到顯著的水準。 

 

二、睜眼與閉眼情境身體區段三維晃動體積量測之比

較結果 

  如表 2 所示，閉眼情境各關節部位晃動體積的表

現，都較大於睜眼情境，且在膝關節部 (t = -4.15; p 

<.05)、髖關節部 (t = -2.29; p < .05)、肩關節部 (t = -

2.80; p<.05)及頭頂部 (t = -3.80; p <.05) 晃動體積之比

較結果，都有達到顯著水準。 

 

(a) 3D 軌跡 (b) 2D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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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睜眼與閉眼身體站姿區段二維晃動面積之量測結果 

變異 踝關節部(mm2) 膝關節部(mm2) 髖關節部(mm2) 肩關節部(mm2) 頭頂部(mm2) 

睜眼 63.84 ± 21.50  94.50 ± 25.07 103.60 ± 46.17 177.59 ± 67.64 306.66 ± 164.53 

閉眼  86.96 ± 13.29* 123.24 ± 39.00  192.30 ± 60.60*  253.72 ± 128.36 363.17 ± 221.49 

*p < .05 

 

表 2、睜眼與閉眼身體站姿區段三維晃動體積之量測結果 

變異 踝關節部(mm3) 膝關節部(mm3) 髖關節部 (mm3) 肩關節部(mm3) 頭頂部(mm3) 

睜眼 79.01 ± 22.26 113.70 ± 23.77 156.48 ± 59.10 183.51 ± 76.71 390.32 ± 192.74 

閉眼 89.50 ± 35.09  187.61± 53.61*  222.32 ± 67.96*  264.54 ± 78.59*  623.65 ± 153.78* 

*p < .05 

 

肆、討論 

本研究利用自製固定傾斜角度 25 度拉筋斜台面

為刺激條件，造成人體站姿區段關節二維面積與三維

立方體體積，晃動軌跡表現的不同，並加以探究視覺

介入對人體站姿區段關節表現的差異。結果與分析，

羅列如下討論。 

有關短時間拉筋板台面人體靜態站姿下肢肌肉活

化刺激對身體二維站立姿勢、平衡的維持與影響，根

據 Nagano 等人 (2006) 等以 25 度拉筋板站姿作為下

肢肌肉活化刺激，探討三分鐘站姿刺激後，立即對人

體靜態站姿二維晃動速度  (sway speed)、晃動面積 

(sway area) 的影響，提出下肢作用肌群、拮抗肌群在

活化刺激後，相互牽引的協同機制作出釐清外，閉眼

情境下肢肌群在拉筋活化刺激後，身體站姿的晃動明

顯的增加。但就固定傾斜台面靜態站姿對身體二維姿

勢與平衡控制的影響，根據 Mezzarane 與 Kohn (2007) 

等為釐清人體下肢肌肉活化刺激感覺受器  (sensory 

organ) 與 連 結 運 動 器 系 踝 關 節 骨 骼 肌 肉 

(musculoskeletal) 的機轉關係，以水平面 0 度、踝關節

背側屈 14 度 (toes-up)、踝關節足蹠屈 14 度 (toes-

down) 等三種不同角度的報告指出，固定斜度台面踝

關節背屈，對身體站姿是呈較高的不穩定晃動。相反

的，根據 Wright (2011) 以微小背側屈曲傾斜角度 7 度、

正弦 7 度 ± 3 度 (0.25 Hz) 等不同斜台面站姿條件 

(120 s)，作為刺激物件後，立即分別量測水平基底面

足底壓力中心的位移變化，結果說明，背側屈固定斜

台面刺激後效應，可使人體迅速恢復站姿，而正弦斜

坡擺動刺激後，人體站姿則呈一種不可靠性的持續效

應。從上述報告得知，固定斜台面刺激對人體足壓分

佈二維站姿晃動的影響，因不同角度的變異隨之產生

踝關節背屈站姿的差異，實無統一的結論。因此，本

研究與下肢肌肉活化刺激不同，為因應與預防外在生

活環境物件的變化，以 25 度斜台面站姿作為刺激條件

對身體區段關節產生的晃動變異，擷取二維晃動面積

及與三維立方體體積的絕對關係，探討、分析身體站

姿區段關節功能性晃動動作的表現。本研究結果顯示，

25 度斜台面背側屈曲立位站姿對身體區段關節晃動

面積與體積的表現，無論在睜眼或閉眼情境條件，身

體各區段關節晃動的值，由下肢外圍踝關節部、膝關

節部、髖關節部、肩關節部、頭頂部等都有逐漸增加

的趨勢。而閉眼情境膝關節部、髖關節部、肩關節部、

及頭部區段晃動的表現值，明顯大於睜眼的趨勢。特

別在於二維晃動面積的結果，閉眼情境踝關節部、髖

關節部的晃動面積，顯著的大於睜眼情境。此點，

Akram、Frank、Patla 與 Allum (2008) 等以正弦波連續

旋轉四種不同角度支持面作為干擾源，對人體靜態站

立姿勢維持踝關節部與髖關節部平衡策略之研究結果

指出，在連續旋轉頭部晃動的均方根值比 (root mean 

square, RMS。RMS 比愈大姿勢安定性愈佳) 大於軀體

COM 晃動比時，COM 晃動的控制策略可能來自中樞

神經系統，如此為將身體之 COM 晃動極小化，其踝

關節部與髖關節部策略的運用比頭部晃動動作來得有

效。因此，連結此一結論，本研究結果可能是藉由視

覺回饋的介入，以大大穩定斜台面身體站姿的平衡與

維持較小的晃動外，更意旨閉眼情境條件下 25 度斜台

面站姿，在二維空間站姿平衡策略中，為了維持身體

站姿的穩定性，必須增加軀體髖關節部、肩關節部、

以及頭頂部擺幅的運動模式，以穩定背側屈站姿的調

節與下肢踝關節部對支持基底面 (斜台面) 的穩定，

所作出站姿的調節模式 (postural coordination modes) 

與反應站姿的一種平衡策略 (balance strategy)。 

  然而，人體靜態站姿動作的表現，除踝關節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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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策略與髖關節部平衡策略 (Horak & Nashner, 1986) 

為主要之運動模式外，膝關節部平衡策略在旋轉檯面

立位站姿，也扮演著重要的調節功能 (Oude Nijhuis, 

Bloem, Carpenter & Allum, 2007)。根據 Oude Nijhuis 等

人 (2007) 等利用雙軸旋轉檯面，以 7.5 度恆定振幅及

60o/s 角速度變換不同方向，加以探討人體站姿矯正，

膝關節運動對身體質心的影響結果指出，膝關節運動

在多數站姿平衡調節功能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因為在失去膝關節柔韌性運動的條件下，可能導致誘

發身體站姿平衡的不穩定。相反的，在站姿平衡調節

訓練期間，其自發性／隨意性膝關節的屈曲運動 

(Knee flexion exercises)，可能有克服或補償站姿平衡

缺陷的作用。此一論點，在相關文獻報告，鮮少記述

膝關節功能對站姿平衡的貢獻說明。特別對於以平面 

(Lin & Nussbaum, 2012) 與 25 度傾斜台面 (Nagano et 

al. 2006) 等身體站姿二維晃動變異，實難捕捉到膝關

節功能對站姿平衡影響的表現數據。因此，本研究加

以三維晃動立體體積作為探究的依據，結果有趣的發

現在視覺介入條件下除踝關節部外，膝關節部、髖關

節部、肩關節部與頭頂部的晃動體積，睜眼條件的值

遠低於閉眼條件，且都有顯著的縮小。但目前就人體

站姿平衡能力的量測，不常以三維空間取向，來作為

評估軀體關節晃動變異的一種依據。而根據 Varela、

Carneiro 與 Colafêmina (2012) 等以前庭器官障礙患者

為對象，利用三維電磁傳感系統 (Three dimensional 

electromagnetic sensor system)，記錄患者身體前後站姿

晃動 (COP) 結果指出，三維立體電磁傳感系統可有

效的對患者產生身體晃動的可靠信息，以提供精確的

判斷依據。此點，在 Borges、Carneiro、Zaia、Carneiro

與 Takayanagui (2016) 等報告中也指出，三維立體電

磁傳感系統的使用，有效執行量測與評估輕度智障患

者靜態站姿的最大位移、平均速度與總晃動軌跡 (總

長) 等參數。因此，兼容上述諸類文獻結果，本研究認

為造成 25 度斜台面拉筋刺激對立位站姿＂膝關節部

→髖關節部→肩關節部→頭頂部＂等各區段關節睜眼、

閉眼三維體積的差異過程中，除視覺有其補償與穩定

站姿作用的可能外，說明 25 度斜台面站姿在失去視覺

介入條件下，踝關節部伸肌的收縮  (extensor 

contraction) 與膝關節部屈曲運動 (knee flexion)，可能

成為支撐背側屈曲關節力矩的主要因素。然而，閉眼

條件下三維踝關節部晃動體積，在擷取晃動變異分析

過程中，卻未如二維晃動面積般的達到顯著。這一點，

本研究認為閉眼情境，踝關節運動在受到 25 度傾斜台

面 (toe-up) 拘束條件下，限縮了踝關節的活動範圍，

在此狀態二維 (XY) 晃動軌跡在垂直方向 (Z) 的投

影資訊，就更容易消失，進而顯見 XY 平面晃動軌跡

資訊的表現。相對的在三維 XY 平面、XZ 平面、YZ 平

面等面向，加以擷取包含站姿最小立方體體積的垂直

投影 (圖 3)，及捕捉三度空間軀體站姿軌跡運動的變

異，獲得了解踝關節、膝關節運動對 25 度斜台面站姿

區段關節生物力學巧妙的貢獻與影響。當然，踝關節

與膝關節運動對人體站姿控制的協調機制，未來還需

要有更多的研究與釐清。除此，為因應 25 度傾斜台面

上半身軀體重量的承載，髖關節部以活動軀幹維持的

方式，起動了髖關節部平衡策略作用及控制了軀幹位

置，以應對軀體肩關節部與頭頂部較大的不穩定晃動，

所作出的ㄧ種軀幹維持平衡策略的貢獻。 

綜觀本研究結果，除在瞭解、釐清 25 度斜台面刺

激對人體站姿區段關節二維、三維晃動軌跡變異的影

響外，並在閉眼條件下身體站姿晃動的表現較大於睜

眼情境。此類二維 XY 平面站姿的研究，雖然已在許

多文獻中被印證，但根據上述諸類報告大多依據單一

元素身體站姿足底壓力中心  (COP) 的位移量 

(Nagano et al. 2006; Wright, 2011; Varela et al. 2012; 

Borges et al. 2016)，或以站姿頭部擺動參數的大小 

(Akram et al. 2008; Varela et al. 2012)，作為評估量測

的方法，以證明這個現象。但與二維平面站姿足壓中

心的量測不同，本研究藉由 25 度傾斜台面刺激，加以

三維空間詮釋人體站姿全身性結構進行觀察，有趣的

發現其結果數據顯示，不僅頭部具有已知的特性外，

身體的膝關節部、髖關節部、肩關節部，相較二維晃

動面積的結果亦有相對晃動擺幅的反差現象。如此，

在擷取三維垂直方向多元站姿晃動變異之條件下，更

加凸顯睜眼與閉眼情境身體站姿踝關節部、膝關節部、

髖關節部、肩關節部、頭頂部等各區段關節部位擺幅

立方體績的差異及大小排序的重要性，同時間也釐清

25 度斜台面上身體區段空間與時間格局  (spatial-

temporal patterns) 晃動軌跡時序之表現。當然，本研

究三維站姿區段關節晃動立體體積分析方法，雖可以

填補完成二維對垂直 XY 平面投射資訊的不足，但對

下肢踝關節部、膝關節部、髖關節部左右兩側擺動特

徵的分析，就人體於站姿平衡過程中，其左右擺動模

式與平衡策略上的關係，有其作更深入探討與釐清的

必要性。 

 

  



黃漢年  陳秀華  蘇明耀  賈叢林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15(2),32-39 

  DOI：10.3966/207332672018121502005 

37 

 

伍、結論 

本研究以 25 度斜台面拉筋刺激條件下，造成並有

效量測分析人體站姿各區段關節晃動面積、立方體體

積的差異，進行討論。一、25 度斜台面背側屈曲人體

前後站姿，在視覺的介入下有其穩定性的補償作用外，

閉眼情境產生軀體膝關節部、髖關節部、肩關節部、

及頭頂部較大的三維晃動體積，以調節與維持身體站

姿踝關節部對支持基底面 (斜台面) 的穩定。二、斜台

面上人體站立姿勢時，姿勢控制系統的調節機制，除

頭部運動對空間•方向的認知外，可勾劃出四肢•軀體

體性感覺系統 (赤足) 等全身姿勢的運動變量 (踝關

節、膝關節、髖關節、肩關節、頭頂部等)，來調節支

撐斜台表面體位晃動姿勢的取向 (postural orientation)，

極為重要。建議後續研究方向：一、除追蹤足蹠屈 

(toes-down) 相對的晃動變異結果外，應加以不同運動

選手的量測以探究斜台面拉筋刺激對人體立姿在運動

學上的影響。二、對下肢踝部、膝部、髖部左右兩側

擺動特徵，在站姿平衡過程中有無優越模式 

(dominant modes) 的差異與平衡策略上的關係，須作

更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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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the visual intervention (eyes open or 

closed) on three-dimensional (3D) segment-joint sways in standing. These effec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a stretch board, which was inclined to 25° to induce postural instability in participants’ standing 

and balance maintenance.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were ten healthy male students from Ming 

Chuan University (age: 23.5 ± 0.5 years, height: 167.1 ± 4.8 cm, body weight: 58.5 ± 4.8 kg, and 

body mass index: 20.9 ± 2.6 kg/m2) who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stand on the inclined stretch board with bare feet, hands crossed over chest, and one foot 

forward. Their standing postures were measured when their eyes were open and when their eyes were 

closed for 1 min each; five measurements were recorded for each scenario. The stretch board wa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maximum inclination angle was 25°. A wireless motion-capture 

system (PhaseSpace® system) was used to capture motion trajectories of the ankle, knee, hip, 

shoulder, and head top. The captured data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participants’ postural changes 

when they stood with a foot forward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balance control. The data were 

sampled at 480 Hz for 60 s. Paired samples t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yes-open and -closed scenarios. The test level was set to α = .05. Results: The sway amplitudes of 

the knee, hip, shoulder, and the head top in the eyes-closed scenario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eyes-open scenario. Conclusion: The stimulus of the stretch board inclined at 25° caused 

differences between participants’ standing postures in eyes-open and -closed scenarios and enabled 

ident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 visual intervention on 3D postural balance in standing. Future studies 

should analyze the measurement of balance fitness for athletes in different sports and for other healthy 

peopl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regarding standing-posture balance.  

 

Keywords: anterior-posterior standing (A/P), postural control, body 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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