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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較有無規律運動男性老年人平衡能力與步態之差異，並探

討平衡能力與步態之關聯性。方法：本研究招募 60 位 65-75 歲男性老

年人，分成規律運動組 30 人與無規律運動組 30 人，分別接受平衡能力

與走路步態之測驗，平衡能力以測力板測量開眼雙腳站立、閉眼雙腳站

立、開眼單腳站立與閉眼單腳站立四項測驗；步態則以智慧型能量消耗

與活動紀錄器 (Intelligent Device for Energy Expenditure and Activity, 

IDEEA)監測 100 公尺正常速度與最快速度走步態參數之表現。統計方

法以獨立樣本 t-test 考驗兩組於平衡能力與步態間之差異，並以皮爾森

相關係數分析平衡能力與步態的相關性，顯著水準為 α< .05。結果：規

律運動組四項平衡能力測驗的壓力中心 (COP) 軌跡移動總距離均顯著

小於無規律運動組 (p < .05)；步態方面，兩組於正常速度走步態參數皆

無顯著差異 (p > .05)，而在最快速度走方面，兩組於完成時間、雙腳支

撐期、站立期百分比與雙腳支撐期百分比達顯著差異 (p < .05)之外，其

他步態參數皆無顯著差異 (p > .05)；平衡能力與步態間，無論正常速度

或最快速度走與平衡能力方面均無顯著相關 (p > .05)。結論：本研究結

果指出規律運動有助於老年男性之平衡和步態表現；同時，老年男性之

平衡能力與行走 100 公尺的步態表現並無相關性。 

  

關鍵詞：老年人、平衡能力、步態週期、雙腳支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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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s of Balance and Gait between the Regular 
and Non-regular Exercise in Male Elderly 

Student: Chia-Chia Chang 

Advisor: Chin-Lung Fang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balance and gait between the regular and non-regular exercise of male 

elderly. Methods: Sixty male elderly who aged between 65-75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including regular exercise group (n=30) and 

non-regular exercise group (n=30). Balance was assessed by Kistler force 

plate and 100-meter walking test while gait was assessed by Intelligent 

Device for Energy Expenditure and Activity (IDEEA). The differences of all 

parameters from either balance or gai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Besid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alance and 

gait was assessed through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Results: 

Regular exercise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p< .05) performance than 

non-regular group in balanc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normal speed gait (p > .05). Regular exercise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p< .05) performance than non-regular one in the items of time, double 

support phase, stance phase % and double support phase % of fast speed gait 

(p < .05).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balance and gait items (p > .05).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gular exercise could have 

benefit for balance and gait performance of elderly men. Meanwhile, 

balance ability for the elderly men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gait performance 

during 100-meter walk.   

 

Keyword: the elderly, balance, gait cycle, double support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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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之平衡能力與步態之比較。本章主

要分為下列六節加以敘述：第一節、問題背景；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

節、研究假設；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名詞操作性定義；第

六節、研究重要性。 

 

第一節  問題背景 

由於醫療水準的提升、醫藥衛生進步、生活環境改善等因素，使得目

前的社會呈現高齡化社會之結構。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定義，當一地區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所佔總人口數之

比例超過7%為老化國家 (aging country) 或高齡化社會。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09）統計資料顯示臺灣地區於2008年時，65歲以上老人計有240萬2,220

人，占總人口10.43％，老化指數 (aging index) 61.51％，且有呈持續增加之

現象，老化指數可以代表一地區人口老化程度的指標，其為65歲以上人口

與14歲以下人口的百分比值。然而生活型態的轉變，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

商業社會，使的目前大多數的老年人身體活動量的降低，而如何藉由運動

提升老年人生活品質並使其達到成功老化 (successful aging) 為目前所重視

之課題。 

身體活動 (physical activity) 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使用身體骨骼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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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縮而產生能量消耗的動作 (Caspersen, Powell, & Christenson, 1985)，而

劉影梅（2004）指出身體活動量是指由強度 (intensity)、頻率 (frequency)、

時間 (time) 交互作用所得的能量消耗。許多研究已證實規律身體活動對於

老年人的重要性，例如：促進心理健康（洪升呈，2005）、增加肌力、改善

平衡能力、預防跌倒（田詠惠、林貴福，2007）與提升生活品質等，亦可

以延緩老化速度（方進隆，1992）等，由上述可知身體活動對於老年人而

言十分重要。隨著年齡的增長，人類身體的機能也會逐漸退化，包括最大

攝氧量、肺活量、骨質密度、平衡能力以及肌肉力量等。有研究結果發現，

走路運動為老年人最常從事的運動之一 (Tseng, Jaw, Lin, & Ho, 2003) ，行

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近年來也陸續提倡「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

「多走、少坐，動一動，隨時隨地可以運動」之健康身體活動觀念，將走

路運動推廣至大眾化，走路運動，不但沒有年齡限制，還能隨時隨地進行，

簡單易行。 

在老年人的事故傷害中，跌倒為最常見的意外，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研究顯示，每年約

有1/3的老年人，曾經有跌倒的經驗，失去平衡為老年人跌倒的主要原因之

一。 

人類隨著年齡的增長，平衡能力會逐漸退化 (Berg 等, 1992) ，進而影

響其走路步態的改變。過去有關老年人運動訓練與運動習慣的研究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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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規律的運動習慣可以改善老年人下肢肌力和平衡能力，如表1-1： 

表1-1  規律的運動習慣改善老年人下肢肌力和平衡能力之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對象 測驗方法 結果 
黃泰諭 
（2005） 

女性老年人，太

極拳訓練組 15
位、為規律運動

控制組 15 位 

福樂進階平衡量表

（Fullerton Advanced 
Balance scale , FAB 
scale）、下肢等速肌力測驗

八週密集太極拳訓練

後，對女性老年人在多

面向平衡能力及下肢

肌力皆有顯著的改善 
吳芳成 
（2005） 

無規律運動習慣

中老年女性，10
名元極舞運動介

入組，10 名無規

律運動控制組 

開、閉眼單足立測驗、功

能性伸展測驗、八呎起立-
走測驗、20 秒反覆橫向跨

步、30 秒坐椅站立測驗 

十週元極舞運動介入

能有效改善中老年人

女性的下肢肌力與動

態平衡能力，將能減少

其跌倒發生機率 
鄭名涵 
（2002） 

長期規律從事網

球、太極拳與無

規律運動中老

年，年齡介於

60~69 歲，每組

各 30 人 

閉眼單足站立、靜態伸展

測驗、8 呎起立-走測驗、

修正之巴斯動態平衡測

驗、反應時間與 30 秒坐椅

站立測驗 

規律運動組於平衡能

力與下肢肌力均優於

無規律運動組 

張哲榕 
（2005） 

33位年齡高於65
歲之老年女性 

靜態平衡：閉眼單足立測

驗及開眼單足立於

Castsys2000 平衡能力測

試儀器；動態平衡：8 呎

起立-走測驗；下肢肌力：

垂直跳及 30 秒坐站測驗 

水中有氧運動的介入

對老年女性平衡能力

及下肢肌力有顯著性

的改善 

李世國 
（2003） 

長期規律從事慢

跑運動50人與無

規律運動 50 人，

年齡介於 55~70
歲之間  

閉眼單足立測驗、靜態伸

展測驗、八呎起立-走測

驗、敏捷與動態平衡測

驗、十公尺閉眼直線走測

驗、30 秒坐椅站立測驗 

有規律慢跑運動組在

平衡能力與下肢肌力

面均優於無規律運動

組 

以上研究結果，規律運動習慣老年人在下肢肌力與平衡能力比無規律

運動習慣者較來的好。回顧過去有關規律運動對於老年人平衡能力的研究

可發現，在平衡能力的檢測方面，大多採用福樂進階平衡測驗 (FAB scale) 

或功能性測驗（閉眼單足站立、開眼單足站立或閉眼直線走…），其檢測



 

 

4

結果可能較缺乏客觀性與精確性。 

然而在其他檢測平衡能力的相關研究，利用生物力學參數計算壓力中

心 (center of pressure, COP) 測力板裝置檢測做為評估 (張詠家，2008；

Corriveau,Hebert, Raiche, & Prince, 2004；Dettmann, Linder, & Sepic, 1987)，

其結果可能比一般功能性測驗較來的精確，且測驗時間較短，對老年人而

言，也較具安全性。 

從老年人步態的研究中發現，隨著年齡的增加，走路速度會減慢，步

幅與步頻也會隨之下降，而63歲以上之老年人，走路速度每年下降約1.6% 

(Alexander, 1996) 。老年人在步態表現方面亦與年輕人有些差異，其步態

特徵為步行速度變慢 (Wall, Hogan, Turnbull, & Fox, 1991 ) 、步幅變短、行

進間雙腳支撐期變長 (Elble, Sienko Thomas, Higgins, & Colliver, 1991) 。 

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為步態的觀察較不方便且儀器較為複雜，所以目

前對於老年人走路步態的研究以走路速度為評估依據居多，例如：Zhang, 

Ishikawa-Takata, Yamazaki, Morita, 與 Ohta (2006) 探討太極拳運動介入對

虛弱老年人之生理功能與預防跌倒之效果；Li 等 (2004) 探討太極拳是否

能改善老年人的睡眠品質與體能表現，上述研究皆採用在一定距離內的步

行時間為其走路速度的評估。 

在步態測量方法的相關研究，也提出了不少測量步態的方式，其測量

方法與測量的步態參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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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量腳印法：可以測量到速度、步長、步寬、步頻（林珮欣、VanSwearingen, 

1993）。 

二、勾選法：可得知步態的穩定性分為不穩、尚可、穩定（秦毛漁、盧德

發、盧美惠，2008）。 

三、步態評估量表：可測得變異性、遲疑、蹣跚、著地、髖關節活動度、

肩關節後伸、手腳同步，各分數為0-3分，分數越高代表步態越不穩定

（VanSwearingen, 1996；傅麗蘭、楊政峰，1999）。 

四、實驗室法：利用生物力學動作分析系統，可測得許多步態參數，像速

度、步態週期、步長、步寬、步頻、各關節角度的變化等 （Elble 等, 

1991；朱文玥，2006）。 

上述的測量方法中，以實驗室法為較多人使用且也較為客觀，但相對

地，在實驗方法與數據的分析上也較為繁雜，而在目前老年人的步態研究

中，較少研究針對老年人相關步態參數及走路過程中步態的變化做進一步

的分析探討。 

然而近年來，有一儀器—智慧型能量消耗與活動紀錄器 (Intelligent 

Device for Energy Expenditure and Activity, IDEEA) ，此儀器包含五個感應

器（大小：18mm×15mm×3mm；重量：2g）及一個紀錄器（大小：

70mm×44mm×18mm；重量：59g），以不侵入性且不影響其個體活動紀錄

其動作，並且可以很精準的判斷下肢姿勢的變化與走路步態的情形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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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Sun, Pi-Sunyer, & Boozer, 2003)，其為一個較屬於科學研究的客觀精

確的儀器，目前相關步態方面的研究以臨床醫學研究居多(Mackey, Stott, & 

Walt, 2008; Maffiuletti 等, 2008)。而Marsh, Vance, Frederick, Hesselmann 與 

Rejesk (2007) 的研究亦使用IDEEA觀察具有行動失能風險老年人的步態表

現。若未來研究可以使用此儀器來進行步態參數之評估，不僅資料的取得

較為快速、客觀且精準，也可以進行長距離或長時間的觀察。 

本篇研究擬透過較客觀、精準的儀器來瞭解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平衡

能力與走路步態變化情形，藉由有效的評估老年人平衡能力與步態，進而

可能促進老年人增加身體活動量，進一步將運動處方介入，作為改善行動

能力之依據，可以減少因身體功能退化而造成的意外與危險，預防跌倒並

且成功老化。基此，它可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議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比較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平衡能力之差異。 

二、比較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步態之差異。 

三、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平衡能力與步態之相關。 

 

第三節  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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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律運動老年人平衡能力與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沒有差異。 

二、規律運動老年人步態與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沒有差異。 

三、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平衡能力與步態皆無顯著相關。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 60 位 65-75 歲，無嚴重心血管疾病、氣喘、下肢功

能損傷或其它重大疾病病史的男性健康老年人為研究對象，規律運動組需

從事規律運動（走路或慢跑）達半年以上，且每週運動達三次以上，每次

持續運動時間達三十分鐘以上；無規律運動組為沒有從事規律運動時間達

半年以上，每週運動未達三次，每次持續運動時間不超過三十分鐘，因此

本研究所得結果僅能推論至相同條件的受試者。 

 

第五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健康老年人 

本研究受試者為臺灣地區65-75歲男性老年人為主要研究對象，且無嚴

重心血管疾病、氣喘、下肢功能損傷或其它重大疾病病史等。 

二、規律運動 

本研究所指之規律運動為從事規律運動（走路或慢跑）達半年以上，

且每週運動達三次以上，每次持續運動時間達三十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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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規律運動 

本研究所指之無規律運動為沒有從事規律運動時間達半年以上，每週

運動未達三次，每次持續運動時間不超過三十分鐘。 

四、平衡能力測驗 

本研究所指之平衡能力測驗為以測力板裝置檢測做為評估，分別進行

開眼雙腳站立、閉眼雙腳站立、開眼單腳站立與閉眼單腳站立四項測驗各5

秒鐘（單腳站立時以慣用腳為主），再以計算生物力學參數壓力中心 (COP) 

的移動軌跡總長度作為平衡能力檢測方法。 

五、慣用腳 

    本研究所指之慣用腳為慣用踢球腳，站立時，於受試者前方放置一球，

要求受試者於站立姿勢下踢動此球，以踢球的腳當作慣用腳。 

六、步態測驗 

本研究所指之步態測驗是直線正常速度與最快速度走路各測一次 100

公尺的距離，並以 IDEEA 活動紀錄器所分析的項目為主，其步態分析定義

如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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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腳擺
盪期 

左腳站立期 

雙腳支撐期 右腳單
腳支撐
期 

雙腳支撐期 左腳單
腳支撐
期 

雙腳支撐期 

右腳站立期 右腳擺
盪期 

 

 

（一）步態週期 (gait cycle)：步行時，腳跟著地至相同腳下一次腳跟

著地所經過的時間，包含擺盪期與站立期，單位為 ms。 

（二）擺盪期 (swing phase)：步態週期中，相同腳腳尖離地至腳跟著

地所經過的時間，與單腳支撐期是相對稱的，單位為 ms。 

（三）站立期 (stance phase)：步態週期中，相同腳腳跟著地至腳跟推

離地面所經過的時間，包含單腳支撐期與雙腳支撐期，單位為

ms。 

（四）單腳支撐期 (single support phase)：站立期中，只有單腳著地所

經過的時間，單位為 ms。 

（五）雙腳支撐期 (double support phase)：站立期中，雙腳同時著地所

經過的時間，單位為 ms。 

（六）著地加速度：腳跟著地時的加速度，單位為 G。 

圖 1-1 步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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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擺盪期加速度：擺盪期的加速度，單位為 G。 

（八）離地加速度：腳尖離地時的加速度，單位為 G。 

（九）速度 (speed)：每秒鐘沿行進方向的移動距離，單位為 m/s。 

（十）步頻 (cadence)：步行時每分鐘所走的步數，單位為 steps/min。 

（十一）踏步長 (step length)：步行時，一腳著地點至另一腳著地的距

離，單位為 m。 

（十二）跨步長 (stride length)：步行時，一腳著地至同一腳著地的距

離，單位為 m。 

 

第六節  研究重要性 

規律的身體活動對於老年人而言相當重要，其具有預防跌倒之效果。

然而，平衡能力與走路步態為跌倒因素之一，但目前僅少數研究者使用儀

器去測量平衡能力與走路步態，其中，在老年人走路步態參數方面研究速

度方面居多，而步態週期、擺盪期、站立期、單腳支撐期、雙腳支撐期、

步頻、踏步長與跨步長方面的研究結果少之又少。基此，本研究使用較客

觀且精準的測量儀器來比較並暸解有無規律運動習慣的老年人在平衡能力

與走路步態是否有差異。希望本研究能讓社會大眾、健康照護管理者與體

育專業人士瞭解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在平衡能力與走路步態之關係，進而

將運動處方介入作為改善行動能力之依據，使老年人可以養成規律運動的



 

 

11

好習慣，降低老化對於身體功能退化而造成的意外，已達到成功健康老化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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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下列四節加以敘述：第一節、老年人運動與平衡能

力之相關研究；第二節、老年人步態之相關研究；第三節、老年人跌

倒與平衡能力、步態之相關研究；第四節、本章結語，探討與本研究

相關文獻，以作為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老年人運動與平衡能力之相關研究 

平衡為身體在空間中的知覺，也就是空間中維持穩定的機能，為

人體維持各種特殊動作和姿勢的一個複雜工作，而影響平衡的因素包

含小腦、內耳前庭系統、視覺、本體感覺、中樞神經系統、肌肉運動

感覺（李世國，2003；張哲榕，2005；唐銘斌，2008）。然而，平衡

能力會隨著老化而衰退，中樞神經系統退化、關節內本體感覺接受器

減少、前庭器退化、視覺減弱、肌力與肌耐力降低等因素影響老年人

在控制身體動作的能力（Woollacott, Shumway-Cook, & Nashner, 

1986）。規律的運動習慣可使老年人在平衡能力上獲得顯著的改善，

以下之研究將進一步說明其相關內容。 

李世國（2003）探討有無規律慢跑運動中老年人平衡能力與下肢

肌力之比較研究，以100位（規律從事慢跑運動組50位與無規律運動

俎50位）的中老年人為研究對象，分別進行閉眼單足站立測驗、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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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測驗、8呎起立-走測驗、敏捷與動態平衡測驗、10公尺閉眼直線

走測驗、30秒坐椅站立測驗，研究發現，慢跑運動可以提昇中老年人

平衡能力與下肢肌力。 

黃泰諭（2005）探討八週密集太極拳訓練後對女性老年人在平衡

能力及下肢肌力的影響，以30位 (訓練組15位與控制組15位) 女性老

年人為研究對象，以多面向福樂進階平衡量表 (FAB scale) 進行平衡

能力全面性的評估，發現八週密集太極拳訓練後，女性老年人在平衡

能力及下肢肌力皆有顯著的改善。 

張哲榕（2005）探討水中有氧運動的介入對老年女性平衡能力及

下肢肌力之影響，以33位65歲以上女性老年人為研究對象，10週水中

有氧運動介入前後，接受平衡能力及下肢肌力檢測（靜態平衡：閉眼

單足立測驗及開眼單足立於Castsys2000平衡能力測試儀器；動態平

衡：8呎起立-走測驗；下肢肌力:垂直跳及30秒坐站測驗），結果發

現，水中有氧運動在增進老年女性平衡能力及下肢肌力上都有相當好

的運動效果。 

Mian 等 (2007) 比較12個月的多方面身體訓練計畫，對於健康

老年人在走的能量消耗情形與功能性測驗的改變，以38位（訓練組25

位與控制組13位）老年人為研究對象，接受功能性測驗（下肢肌力測

驗、閉眼單足立、開眼單足立、坐姿體前彎、六分鐘走測驗）與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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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量消耗測驗，結果發現訓練組於實施12個月運動計畫後，於下肢肌

力測驗、閉眼單足立、開眼單足立、坐姿體前彎、六分鐘走測驗均顯

著提升。 

以上文獻在平衡能力測驗的部份，大多以功能性測驗（閉眼單足

立、開眼單足立…）為主要評估項目，計算其時間長短，時間越長代

表平衡能力越好，或是以福樂進階平衡量表 (Fullerton Advanced 

Balance scale, FAB scale) 去評估，其評估結果可能較為主觀且缺乏精

準性。 

然而在其他平衡能力評估的相關研究中，利用生物力學參數計算

壓力中心 (COP) 移動軌跡總長度的測力板裝置檢測做為評估平衡

能力之工具 (張詠家，2008；Corriveau 等, 2004；Dettmann 等, 

1987) 。李尹鑫、張家豪與王宏正（2008）以測力板計算壓力中心移

動軌跡總長度作為評量老年人平衡能力方法，其測驗方法為在一定的

短時間內，站於測力板上，藉由測力板裝置與程式計算其壓力中心與

移動軌跡的距離，移動軌跡越長代表平衡能力越不好；移動軌跡越短

代表平衡能力較好，其方法可能比一般功能性測驗較來的精確、測驗

時間較短，對老年人而言，也較具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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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老年人步態之相關研究 

隨著年齡的增加，老年人的走路速度會減慢，其步幅與步頻也會

隨之下降，其中，63歲以上之老年人，其走路速度每年下降約1.6% 

(Alexander, 1996)。老年人在步態表現方面亦與年輕人有些差異，其

步態特徵為步行速度變慢 (Wall 等, 1991 ) 、步幅變短、行進間雙腳

支撐期變長 (Elble 等, 1991) ，且其採較平的方式著地，速度變慢、

步長變短、步頻下降、單腳支撐期較長（徐淑芬，2006）。健康老年

人走路速度逐漸變慢的原因在於步幅的長度縮小、雙腳支撐期時間增

加 (Winter , Patla, & Frand, 1990) 、最大膝蓋伸直角度的降低 

(Ostrosky , VanSwearingen, Burdett, & Gee, 1994) ，以此來增加其穩定

度，雙腳支撐為重心轉移至前腳的工作，為了維持平衡，所以延長雙

腳支撐的時間。因此老年人在平衡能力的改變有可能是造成以上步態

改變的因素（林慧芬、胡名霞，1995）。 

Li 等 (2004) 以118位老年人為研究對象（訓練組62人與控制組

56人），經過六個月的訓練之後，發現其訓練組在體能表現中的左右

單腳站立測驗與50英呎行走速度皆有顯著的進步。 

林珮欣與VanSwearingen (1993)，探討老年人手握力測試與步態

之相關性，以11位老年人為研究對象，分別測驗手握力並採用量測腳

印法測量6公尺步行速度、步幅長度、步寬，其結果發現手握力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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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速度、步幅長度皆有顯著之相關。 

傅麗蘭與楊政峰（1999），探討獨居老人跌倒情形、步態、居家

環境及身體功能評估，以44位老年人為研究對象，分別接受訪談並採

用步態異常量表評估步態，其結果發現在步態的評估中老年人最常出

現的問題為腳著地時前足度與地面夾角不足、步伐遲滯緩慢及缺乏前

進動力。 

Elble 等 (1991) ，以實驗室法研究老年人步態，比較20位成年

人與20位老年人在進行10公尺走步態上的差異，發現老年人於速度與

步幅比成年人下降17-20%。 

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為步態的觀察較不方便且儀器較為複雜，且

須考慮到老年人在測驗中的安全性，所以目前針於老年人走路步態的

研究，大多讓受試者行走一定距離，並以評分方式或走路速度作為評

估依據居多，而在走路速度的檢測方法，是採用受試者在一固定短距

離內其步行的時間作為走路速度評估，而目前較少研究針對步頻、步

幅或其它步態的變項與步行較長距離與時間步態的變化做進一步的

探究，也尚未去探討有無規律運動習慣的老年人步態的差異與走路過

程中步態的變化。 

然而，Marsh 等 (2007) 使用IDEEA紀錄器觀察具有行動失能風

險老年人的步態表現，以29名70-85歲具有行動失能風險 (ris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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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disability) 老年人為研究對象，觀察其131公尺走路測驗，結

果發現IDEEA紀錄器所測得之步數與實際步數有顯著相關 (r =0.965, 

p < .001)， IDEEA紀錄器在相關步態方面的研究以臨床醫學研究居

多 (Mackey 等, 2008; Maffiuletti 等, 2008) ，且 Zhang 等 (2004) 研

究也發現，以IDEEA判斷姿勢/下肢移動之改變與步態類型的正確率

分別為98.9 %、98.5 %，且其於步態速度方面與實際測驗之間有顯著

相關 (r =0.986, p < .0001)。 

IDEEA紀錄器不僅可以記錄步數，也可測得較長距離的步態表

現，例如：步態週期、擺盪期、站立期、單腳支撐期、雙腳支撐期著

地加速度、擺盪期加速度、離地加速度、速度、步頻、踏步長與跨步

長等。若可以將其運用於測量老年人的步態測量，其資料的取得較為

快速，也可以評估較多的步態參數。 

 

第三節  老年人跌倒、平衡能力與走路步態之相關研究 

許多文獻證實，老年人跌倒、平衡能力與步態之間，有很重要的

關係，老化造成平衡及步態的衰退，進而增加了跌倒的危險。 

老年人在步行時，老年人為了保持平衡，所以會降低步行速度 

(趙叔蘋，2008)。可能因為腳抬起的高度變小、腳往前的力道也減弱，

因此造成步幅縮短，步行速度減緩等現象，而腳跟在著地時由於腳尖



 

 

18

尚未抬高，所以在步行的過程中，單腳支撐和雙腳支撐交互作用，出

現不穩定的連續動作，因此很難保持身體平衡，而容易導致絆倒。 

在老年人的事故傷害中，跌倒為最常見的意外，美國疾病控制與

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的研究

顯示，每年約有1/3的老年人，曾經有跌倒的經驗，且平衡能力會受

到老化的影響，導致於老年人在站立時的穩定度會比年輕人來的差 

(Tinetti, Speechley, & Ginter, 1988 ; Murry, Wood, & Susan, 1975)。研

究指出，60歲以上的健康老人在睜眼雙腳分開站立的穩定度明顯比介

於 20 到 40 歲的年輕人差，而且也發現在60歲以上的老年人單腳站

立的時間，不論是在睜眼或閉眼的時間都比年輕人來的短 (Maki, 

Holiday, & Fernie, 1990) 。而 Gabell 與 Nakay (1984) 更指出依平常

的速度走路，健康老人相較於健康年輕人在步寬的表現上，具有較高

的變異性，這顯示老年人缺乏控制內外側的穩定性。相同地，有研究

發現曾有跌倒經驗的健康老人步態，其步寬較寬 (Gehlsen & Whaley, 

1990) ，然而，平衡能力通常伴隨著跌倒的問題，失去平衡為老年人

跌倒的最主要原因（張梅蘭等，1998；Berg 等, 1992），隨著年齡的

增長，平衡能力會逐漸退化 (Berg 等, 1992) ，並影響其走路步態的

改變。 

林銀秋（2003）針對健康老年人的跌倒危機－骨骼肌肉系統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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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分析之討論中，對於老年人跌倒、平衡能力與步態的分析中得知，

隨著年齡增長，骨骼肌肉系統的退化，平衡反應也下降，步態參數也

有所改變，進而增加了跌倒的機率與危險。 

秦毛漁等（2008）探討社區老年人的跌倒相關因素中，以118位

（跌倒者40位與無跌倒者78位）65歲以上社區老年人作為研究對象，

其跌倒組在跌倒重要的預測因子中，發現步態、動態平衡與靜態平衡

等皆與無跌倒組有顯著差異。 

由以上研究可得知，老年人跌倒、平衡能力與步態可能是有相關

性的，但過去的研究並沒有詳細說明平衡能力與步態的各項參數中的

關聯性，因此，對於平衡能力與步態之間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第四節  本章結語 

一、老化會導致老年人肌力與平衡能力下降，步態也會隨之而減退，

進而增加跌倒的危險，從事規律的運動可減緩老化速率並強化平

衡能力與步態，降低跌倒風險。 

二、老年人平衡能力的測量方法有很多種，例如：功能性測驗、福樂

進階平衡測驗與測力板壓力中心移動軌跡測驗等，研究者可依場

地或儀器需求改變其測量方法，而測力板裝置為一個可快速收集

數據且具安全性質之儀器，目前仍較少使用於老年人平衡能力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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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三、目前對於老年人走路步態的研究僅以一定距離觀察其步態（以評

分方式）或走路速度較多，在一定短距離內其步行的時間作為評

估，然而，老年人在步行時步頻、步幅或其它步態的變項與步行

較長距離與時間步態之變化的研究則為其少數，且目前尚未有研

究去探討有無規律運動習慣的老年人步態的差異與走路過程中

步態的變化，因此本研究將以IDEEA紀錄器紀錄較長距離（100

公尺）有無規律運動習慣老年人的步態變化。 

四、多數證據顯示步態與平衡能力有一定的關係，但尚未明確的去證

實是哪一種步態變項與平衡能力具有相關存在，因此有進一步探

討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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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分為下列六節加以敘述：第一節、實驗對象；第二

節、實驗時間與地點；第三節、實驗設計；第四節、實驗工具與檢測

項目；第五節、實驗方法與步驟；第六節、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試者以60名65-75歲，且無嚴重心血管疾病、氣喘、下

肢功能損傷或其它重大疾病病史的健康男性老年人為研究對象，其中

包括規律運動組30名與無規律運動組30名。在實驗開始之前，先向受

試者說明本研究的目的、實驗流程及在整個實驗流程中可能產生的風

險，若受試者對於本研究的說明及流程無任何疑慮並且同意參加本實

驗，再請其填寫受試者須知及參與同意書（參閱附錄一）、健康狀況

調查表（參閱附錄二）、個人資料表（參閱附錄三），以確保雙方之

權益。 

 

第二節  實驗時間與地點 

一、實驗時間 

本實驗於西元 2009 年 8 月 1 日至西元 2009 年 9 月 30 日進行相

關檢測。 



 

 

22

二、實驗地點 

本實驗以屏東縣萬丹鄉萬惠村村長辦公室與屏東縣立萬丹國小

操場 100 公尺直線跑道做為檢測地點。 

 

第三節  實驗設計 

一、實驗分組 

本研究將受試者分為規律運動組與無規律運動組。兩組受試者均

接受平衡能力、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與最快速度走路步態測驗。 

（一）規律運動組 

從事規律運動（走路或慢跑）達半年以上，且每週運動達三次以

上，每次持續運動時間達三十分鐘以上。 

（二）無規律運動組 

沒有從事規律運動時間達半年以上，每週運動未達三次，每次持

續運動時間不超過三十分鐘。 

二、研究變項 

（一）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規律運動組與無規律運動組。 

（二）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共有：「平衡能力」、「100 公尺走步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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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工具與方法 

本研究檢測工具包含下列：Kistler 9286 (Kistler 9286, Kistler, 

Winterhur, Switzerland) 測力板裝置、IDEEA 活動紀錄器，檢測內容

為平衡能力與 100 公尺走步態，其方法如下敘述之： 

一、Kistler 9286 測力板 

為本研究用來測得平衡能力的工具。本研究使用 Kistler 9286 

(Kistler 9286, Kistler, Winterhur, Switzerland) 測力板，擷取頻率為

1000Hz，受試者站於測力板上，進行開眼雙腳站立、閉眼雙腳站立、

開眼單腳站立與閉眼單腳站立此四項測驗各 5 秒（單腳站立時以慣用

腳為主），動作間休息 10 秒，之後擷取壓力中心 (COP)位置，並計

算移動軌跡總長度，即為本研究之四項平衡能力之數據。。 

 

二、IDEEA 活動紀錄器 

為本研究將用來測得 100 公尺走步態的工具。使用方法如下： 

（一）IDEEA 活動紀錄器裝置 

IDEEA 活動紀錄器共有五個感應器（大小：18mm×15mm×3mm；

重量：2g）及一個紀錄器（大小：70mm×44mm×18mm；重量：59g），

黏貼 5 個感應器前應先以酒精擦拭其黏貼部位，為了避免皮膚對黏貼

貼布的過敏反應，應使用醫療用貼布將 5 個感應器固定，其 5 個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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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大腿黏貼位置 

圖 3-1 胸前黏貼位置 

器固定之位置與方法如下： 

1. 胸前感應器的黏貼 

將單一感應器的纜線黏貼於受測者胸骨，大約位於鎖骨內側下方

約 4 公分處，將標有“Skin”面接觸皮膚，再用貼布將其黏貼。若受試

者過於肥胖，其胸部傾斜

度過大，則可以於胸部與

感應器間塞入棉花以維

持感應器垂直於地面（如

圖 3-1）。 

 

2. 腿部感應器的黏貼 

將雙纜線 2 條穿過受測試者的衣物並將記錄器配戴至外褲上緣右

邊，感應器需置於大腿上面，髖部與

膝蓋之中間點，需確定感應器平行於

皮膚，將標有“Skin Left”面接觸左大

腿皮膚，而標有“Skin Right”面接觸於

右大腿皮膚（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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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校正姿勢 

3. 足底感應器的黏貼 

將雙纜線末端的 2 個感應器需黏貼於足底

前端足弓外側的平坦處，將標有“Skin Left”面

接觸左足底皮膚，而標有“Skin Right”面接觸於

右足底皮膚（如圖 3-3）。 

 

（二）IDEEA 活動紀錄器校正 

受試者須坐於椅子上，上半身成直

立姿勢，大腿平行於地面，小腿垂直於

地面（如圖 3-4），需使胸部感應器與腿

部感應器垂直，腿部感應器與腳底感應

器成平行，使用前先依操作手冊之程序

進行校正，其校正系統會判斷感應器的

相對位置進行精確校正。 

 

（三）IDEEA 活動紀錄器資料收集 

100 公尺走結束後，將記錄器連接於電腦，並將資料於記錄器傳輸於

電腦後，以 IDEEA 軟體進行資料分析，即為本研究步態（步態週期、

擺盪期、站立期、單腳支撐期、雙腳支撐期、著地加速度、擺盪期加

圖 3-3 腳底黏貼位置 



 

 

26

速度、離地加速度、速度、步頻、踏步長與跨步長）成績。 

 

三、平衡能力測驗 

（一）測驗場地 

此測驗在村長辦公室進行。 

（二）測驗流程 

1. 說明測驗過程及方法。 

2. 裝置測力板並校正（於測力板上

放置水平儀，調整四個角落至測

力板呈水平狀態）。 

3. 正式測驗，共有四種姿勢，每種

姿勢測驗各 5 秒，其中間休息 10

秒： 

(1) 開眼雙腳站立（如圖 3-5）。 

(2) 閉眼雙腳站立（如圖 3-6）。 

(3) 開眼單腳站立（如圖 3-7）。 

(4) 閉眼單腳站立（如圖 3-8）。 

（三）測驗方法 

測驗前受試者均不能進行練習，以確保實驗數據之真實性，接受

圖 3-5 開眼雙腳 圖 3-6 閉眼雙腳 

圖 3-7 開眼單腳 圖 3-8 閉眼單腳 



 

 

27

測驗時雙手叉腰，單腳站立測驗以慣用腳為主，測驗時實驗者會於旁

邊做保護，以確保實驗的安全性。 

四、100 公尺走步態測驗 

（一）測驗場地 

此測驗在國小操場 100 公尺直線跑道進行，測驗前先丈量直線距

離 100 公尺，並標示起點與終點。 

（二）測驗流程 

1. 說明測驗過程及方法。 

2. 裝置 IDEEA 活動紀錄器並校正。 

3. 熱身活動及伸展操（約 5 分鐘）。 

4. 正式測驗（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與最快速度走各走一趟，兩次

走路測驗間休息時間為 3-5 分鐘）。 

5. 登錄成績，將 IDEEA 資料傳輸到電腦。 

（三）測驗方法 

本研究以直線 100 公尺走作為老年人步態分析之測驗項目。受試

者於測量前均予以詳細說明，瞭解此測驗的目的在求得個人以正常的

走路速度與最快速度各一次 100 公尺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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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驗步驟與流程 

本實驗之流程（如圖 3-9），其檢測工具與方法於第四節已提及。 

 

 

 

 

 

 

 

 

 

 

 

 

 

 

 

 

圖 3-9  實驗流程圖 

實驗前準備 

招募受試者 

說明實驗流程與內容 

受試者填寫相關資料 

規律運動組 

（男性老年人共 30 人） 

無規律運動組 

（男性老年人共 30 人） 

Kistler 9286 測力板 

平衡能力測驗 

（開眼雙腳站立、閉眼雙腳站立、開眼單腳站立、閉眼單腳站立）

IDEEA 活動紀錄器 100 公尺走 

步態測驗（正常速度與最快速度各一次） 

（步態週期、擺盪期、站立期、單腳支撐期、雙腳支撐期、著

地加速度、擺盪期加速度、離地加速度、速度、步頻、踏步長

與跨步長） 

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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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實驗所得知各項資料以電腦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計算與

SPSS for Windows 17.0 版統計套裝軟體分別進行如下之資料處理與統

計分析： 

ㄧ、測力板裝置經由處理後得知在n秒時COP在力板上的空間座標 

(Xn、Yn)，先以Microsoft Office Excel計算COP軌跡的移動總距離＝

( ) ( )∑
=

+
5000

1n

2
1-nn

2
1-nn Y-YX-X ，由此得知每位受試者在四種平衡能力測驗

中，每項測驗的COP軌跡的移動總距離，再以獨立樣本t考驗 (t-test) 

分析規律運動組和無規律運動組平衡能力之差異。 

二、以獨立樣本 t 考驗 (t-test) 分析規律運動組和無規律運動組於 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 IDEEA 資料各項步態參數平均值之差異。 

三、以獨立樣本 t 考驗 (t-test) 分析規律運動組和無規律運動組於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 IDEEA 資料各項步態參數平均值之差異。 

四、以皮爾森相關係數分析平衡能力與步態參數的相關性。 

五、本研究之顯著水準，皆為 α<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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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 

本章將實驗所收集之數據經統計後，所得結果主要分為下列四節加

以敘述：第一節、受試者的基本資料分析；第二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

人平衡能力測驗結果；第三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 100 公尺正常速度

走步態測驗結果；第四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步

態測驗結果；第五節、平衡能力測驗結果與 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測

驗之相關；第六節、平衡能力測驗結果與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測驗

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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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受試者的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受試者共 60 位，規律運動組 30 位，無規律運動組 30 位，

以獨立樣本 t-test 考驗兩組於基本資料之比較，規律運動組與無規律運

動組在基本資料方面均沒有顯著之差異，其詳細基本資料如表 4-1。 

表 4-1 受試者基本資料 

基本資料 規律運動組  

(n=30) 

無規律運動組 

(n=30) 

t 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年齡（歲） 68.20 3.45 69.07 4.21 -0.872

身高（公分） 166.73 7.13 164.15 4.12 1.714

體重（公斤） 67.89 11.40 64.88 10.18 1.076

BMI (kg/m2) 24.40 3.59 24.06 3.51 0.373

腰圍（公分） 89.80 9.80 89.70 10.44 0.038

臀圍（公分） 96.77 8.47 93.20 10.48 1.450

腰臀圍比 (ratio) 0.93 0.07 0.97 0.11 -1.731

* p < .05 

 

第二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平衡能力測驗結果之比較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test 考驗規律運動組與無規律運動組於平衡

能力四種測驗（開眼雙腳站立、閉眼雙腳站立、開眼單腳站立與閉眼單

腳站立）之差異，統計結果顯示規律運動組在此四項平衡能力測驗 COP

軌跡移動總距離皆小於無規律運動組，開眼雙腳站立 t = -2.723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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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閉眼雙腳站立 t = -2.197 (p < .05)；開眼單腳站立 t = -2.029 (p 

< .05)；閉眼單腳站立 t = -2.511 (p < .05)，均達顯著差異。進一步比較兩

組在四項動作中平均數之相差情形發現開眼雙腳站立兩組相差 11.5 公

分，閉眼雙腳站立兩組相差 9.38 公分，開眼單腳站立兩組相差 9.37 公

分，閉眼單腳站立兩組相差 17.09 公分，其閉眼單腳站立測驗相差情形

較為明顯，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於四項平衡能力測驗之壓力中心 (COP)移動軌跡之比

較 

動作 規律運動組 (n=30) 無規律運動組 (n=30) t 值 

開眼雙腳站立 COP

移動軌跡(公分) 

60.27±11.58 71.77±20.03 -2.723* 

閉眼雙腳站立 COP

移動軌跡(公分) 

63.38±13.27 72.76±19.25 -2.197* 

開眼單腳站立 COP

移動軌跡(公分) 

74.31±13.45 83.68±21.44 -2.029* 

閉眼單腳站立 COP

移動軌跡(公分) 

86.40±19.95 103.49±31.47 -2.511*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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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 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測驗結果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test 考驗規律運動組與無規律運動組於 100公

尺正常速度走步態測驗之差異，結果顯示兩組間於正常速度走步態參數

皆無顯著差異 (p > .05)，其詳細資料結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於 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參數之比較 

步態參數 規律運動組 (n=30) 無規律運動組 (n=30) t 值 

步數 170.13±17.48 177.97±21.68 -1.541

完成時間（秒） 93.69±12.31 94.92±13.08 -0.373

步態週期（秒） 1.08±0.07 1.05±0.06 2.288

擺盪期（毫秒） 416.14±22.51 403.02±20.89 2.339

站立期（毫秒） 540.68±33.96 522.16±29.65 2.251

雙腳支撐期（毫秒） 123.94±19.90 118.78±22.49 0.941

單腳支撐期（毫秒） 416.14±22.51 403.02±20.89 2.339

著地加速度 (G) 0.60±0.16 0.65±0.21 -1.040

擺盪期加速度 (G) 0.90±0.18 0.96±0.14 -1.443

離地加速度 (G) 1.36±0.24 1.43±0.25 -1.170

速度（公尺/分鐘） 65.44±8.44 65.01±8.58 0.197

步頻（步數/分鐘） 114.28±6.63 114.98±6.24 -2.228

踏步長（公尺） 0.60±0.06 0.58±0.07 1.281

跨步長（公尺） 1.19±0.13 1.15±0.13 1.355

擺盪期百分比 (%) 43.51±0.83 43.57±1.11 -0.252

站立期百分比 (%) 56.49±0.83 56.43±1.11 -0.252

雙腳支撐期百分比 (%) 12.92±1.69 12.82±2.21 -0.196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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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測驗結果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test 考驗規律運動組與無規律運動組於 100公

尺最快速度走步態測驗之差異，結果顯示兩組間除了完成時間、雙腳支

撐期、擺盪期百分比、站立期百分比與雙腳支撐期百分比達顯著差異 (p 

< .05)外，其他步態參數皆無顯著差異 (p > .05)，其詳細資料結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於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參數之比較 

步態參數 規律運動組 (n=30) 無規律運動組 (n=30) t 值 

步數 147.17±13.73 162.30±18.70 -3.573 

完成時間（秒） 72.72±09.14 82.16±11.63 -3.495*

步態週期（秒） 0.97±0.07 0.99±0.07 -1.121 

擺盪期（毫秒） 391.74±27.20 392.27±26.68 -0.076 

站立期（毫秒） 485.91±36.50 494.66±35.69 -0.938 

雙腳支撐期（毫秒） 93.97±14.83 101.27±20.79 -1.565*

單腳支撐期（毫秒） 391.74±27.20 392.27±26.68 -0.076 

著地加速度 (G) 0.80±0.26 0.82±0.27 -0.276 

擺盪期加速度 (G) 1.21±0.25 1.14±0.23 1.107 

離地加速度 (G) 1.53±0.26 1.48±0.30 0.773 

速度（公尺/分鐘） 83.75±9.86 74.62±10.71 3.437 

步頻（步數/分鐘） 124.31±8.82 121.91±8.80 1.054 

踏步長（公尺） 0.69±0.06 0.62±0.07 3.640 

跨步長（公尺） 1.37±0.13 1.25±0.13 3.579 

擺盪期百分比 (%) 44.65±0.72 44.24±1.11 1.683*

站立期百分比 (%) 55.35±0.72 55.76±1.11 -1.683*

雙腳支撐期百分比 (%) 10.69±1.38 11.40±2.13 -1.538*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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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平衡能力測驗結果與 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測驗之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森相關係數分析平衡能力與 100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

參數的相關性，統計結果顯示四種平衡能力與步態參數實驗數據均無顯

著性相關 (p > .05)（參閱附錄四）。 

 

第六節、平衡能力測驗結果與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測驗之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森相關係數分析平衡能力與 100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

參數的相關性，統計結果顯示四種平衡能力與步態參數實驗數據均無顯

著性相關 (p > .05) （參閱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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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討論與結論 

本章內容主要分為下列五節加以敘述：第一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

人平衡能力測驗結果之比較；第二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步態測驗結

果之比較；第三節、平衡能力測驗結果與 100 公尺走步態測驗之相關；

第四節、結論；第五節、建議。 

 

第一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平衡能力測驗結果之比較 

本研究結果發現，規律運動組的壓力中心 (COP)軌跡的移動總距離

在此四項動作皆小於無規律運動組，且達顯著差異( p < .05 )，顯示規律

運動組在此四項動作平衡能力方面皆優於無規律運動組，規律運動組擁

有較好的平衡能力。本研究結果與先前探討規律運動對平衡能力影響的

研究（黃泰諭，2005；吳芳成，2005；鄭名涵，2002；張哲榕，2005；

李世國，2003）是相符的，均證明有規律運動的老年人擁有較佳的平衡

能力 (Mian 等, 2007)，Melzer, Benjuya, 與 Kaplanski (2003)以 143 位老

年人（規律走路運動組 22 人與無規律走路運動組 121 人）為研究對象，

也發現規律走路運動組的平衡能力與肌力均比無規律走路運動組要來

的好，其平衡能力的測驗結果與本研究相符。因此，本研究推測，規律

的走路運動可能有助於改善老年人的平衡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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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規律運動組於閉眼單腳站立測驗的 COP 移動軌跡相差的情況

較為明顯，可能是因為當視覺、體感覺與前庭覺任兩項同時改變，老年

人的姿勢穩定度會大幅降低 (Peterka & Black, 1990)，而閉眼單腳站為

一個無視覺回饋的測驗，其因為其難度較大，所以在測驗過程中需特別

注意施測的安全性。 

本研究規律運動老年人的開眼雙腳站立與閉眼雙腳站立的COP移

動軌跡各為60.27公分、63.38公分，無規律運動老年人的開眼雙腳站立

與閉眼雙腳站立的COP移動軌跡各為71.77公分、72.76公分，與先前以

相同方法測驗平衡能力的研究：李尹鑫等（2008）發現關渡地區19位（平

均年齡68.47歲）開眼雙腳站立COP移動軌跡81.37公分、閉眼雙腳站立

COP移動軌跡83.08公分；秀林鄉11位（平均年齡76.18歲）開眼雙腳站

立COP移動軌跡77.67公分、閉眼雙腳站立COP移動軌跡79.85公分，其

平衡能力COP移動軌跡測驗結果比較，在本研究中無論有無規律運動的

受試者平衡能力均比關渡地區與秀林鄉的受試者要來的好，其原因可能

為受試者年齡與人數的影響，以致於平衡能力COP移動軌跡測驗結果有

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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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步態測驗結果之比較 

（一）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於 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測驗結果之比較 

在正常速度走步態測驗結果發現所有步態分析（步數、完成時間、

步態週期、擺盪期、站立期、單腳支撐期、雙腳支撐期、著地加速度、

擺盪期加速度、離地加速度、速度、步頻、踏步長、跨步長、擺盪期百

分比、站立其百分比與雙腳支撐期百分比）的結果規律運動老年人與無

規律運動老年人皆無顯著性差異 (p > .05)。 

然而，在走路速度方面有研究指出正常健康成年人走路速度最佳狀

態為每秒 1.3 公尺 (Skineer & Effeney, 1985)，其之後也有相關研究提出

成年人正常走路速度為 80（公尺/分鐘） (Perry, 1992)，而本研究在正

常速度方面規律運動組為 65.44（公尺/分鐘），無規律運動組為 65.01（公

尺/分鐘），與成年人走路速度比較顯示，老年人在走路的速度方面比成

年人慢許多。然而有關老年人走路速度的相關研究中發現老年人的慢走

速度為 55（公尺/分鐘），快走速度為 91（公尺/分鐘） (Grabiner, Biswas, 

& Grabiner, 2001)；另一研究發現老年人慢走速度為 57（公尺/分鐘），

適中速度走 80（公尺/分鐘）快走速度為 97（公尺/分鐘） (Burnfield, Few, 

Mohamed, & Perry, 2004)，與本研究結果比較發現，本研究正常走路速

度所呈現的數據介於先前文獻結果慢走與適中速度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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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態週期方面，健康成年人其步態擺盪期百分比約為 40%，站立期

百分比約為 60%，站立期下肢主要功能為支撐身體，擺動期下肢主要功

能則是將重心往前移動至腳著地為止 (Perry, 1992)，雙腳支撐期約佔步

態週期 10% (Whittle, 2007)，而本研究規律運動組擺盪期百分比約為

43.51%，站立期百分比約為 56.49%，雙腳支撐期百分比約為 12.92%；

無規律運動組擺盪期百分比約為 43.57%，站立期百分比約為 56.43%，

雙腳支撐期百分比約為 12.82%，可發現，與一般成年人相較，其擺盪

期較為增加，站立期較為減少，雙腳支撐期所佔的比例也增加了許多。 

 

（二）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於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測驗結果之比較 

在最快速度走步態測驗結果發現規律運動老年人與無規律運動老

年人除了在完成時間、雙腳支撐期、擺盪期百分比、站立期百分比與雙

腳支撐期百分比達顯著差異 (p < .05)外，其他步態參數（步數、步態週

期、擺盪期、站立期、單腳支撐期、著地加速度、擺盪期加速度、離地

加速度、速度、步頻、踏步長與跨步長）皆無顯著差異 (p > .05)，其原

因可能是因為在 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測驗時，受試者皆以最快速度走進

行測驗，其兩組落差會較為明顯，規律運動組成績皆優於無規律運動

組。規律運動老年人與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在完成時間、雙腳支撐期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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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差異，其與先前文獻 Winter 等 (1990) 研究一致，本研究中無規

律運動組比規律運動組老年人其雙腳支撐期長，其原因可能是雙腳支撐

期增加，較可以維持其穩定度及平衡，所以延長雙腳支撐期的時間。 

在最快走速度方面，雖然沒有達顯著性的差異，但從結果的平均得

之規律運動組為 83.75（公尺/分鐘），無規律運動組為 74.62（公尺/分

鐘），與先前文獻快走速度為 91（公尺/分鐘） (Grabiner 等, 2001)  或 97

（公尺/分鐘） (Burnfield 等, 2004) 相比，明顯慢了許多，可能與測驗

的距離有關係，因本研究採較長距離走（100 公尺），而先前研究則走

10 公尺 (Burnfield 等, 2004) 而已，進而影響其走路的速度與步態的相

關數據。 

步態週期方面，健康成年人其步態擺盪期百分比約為 40%，站立期

百分比約為 60%，站立期下肢主要功能為支撐身體，擺動期下肢主要功

能則是將重心往前移動至腳著地為止 (Perry, 1992)，雙腳支撐期約佔步

態週期 10% (Whittle, 2007)，而本研究規律運動組擺盪期百分比約為

44.65%，站立期百分比約為 55.35%，雙腳支撐期百分比約為 10.69%；

無規律運動組擺盪期百分比約為 44.24%，站立期百分比約為 55.76%，

雙腳支撐期百分比約為 11.40%，可發現，與一般成年人相較，在規律

運動組雙腳支撐期百分比 10.69%較趨近於與先前研究 10%，且擺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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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增加，站立期較為減少，雙腳支撐期所佔的比例也增加了許多。 

隨年齡增長，步伐趨於較緩慢，步態也開始改變，雖然在正常速度

時沒有顯著的差異，但跟先前研究結果成年人走路速度相比已經下降許

多，在最快速的測驗中，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步態的差異，尤其是雙腳

支撐期的增加，是不可忽視的，。 

 

第三節、平衡能力測驗結果與 100 公尺走步態測驗之相關 

以皮爾森相關係數分析平衡能力與 100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參數發

現四種平衡能力與步態參數實驗數據均無顯著性相關 (p > .05)；平衡能

力與100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參數發現四種平衡能力與步態參數實驗數

據也均無顯著性相關 (p > .05)。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步態測驗為動態性測

驗，而本研究所採用的平衡能力測驗為靜態式的測驗，以至於造成在步

態參數中與平衡能力方面皆無顯著性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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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結論 

一、從事規律運動男性老年人其平衡能力優於無規律運動老年人。 

二、100 公尺正常速度走步態方面，有無規律運動男性老年人其相關步

態參數之間無顯著之差異。 

三、100 公尺最快速度走步態方面，規律運動男性老年人於完成時間、

雙腳支撐期、擺盪期百分比、站立期百分比與雙腳支撐期百分比優

於無規律運動老年人。 

四、四項平衡能力與 100 公尺正常速度步態相關參數間沒有顯著相關。 

五、四項平衡能力與 100 公尺最快速度步態相關參數間沒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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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建議 

一、本研究結果僅能推論至相同條件的受試者，未來的研究可以針對女

性老年人做為受試對象，也可以比較不同年齡層之老年人在平衡能

力或步態參數變化的情形。 

二、本研究採橫斷性的研究比較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在平衡能力或步態

參數，未來研究可以進一步將長期性運動做介入或比較不同運動項

目在平衡能力或步態參數變化的情形。 

三、步態方面的評估可觀察較長時間長距離，探討其不同面向；平衡能

力的測驗方式可採用動態平衡能力測驗，進一步探討動態平衡與步

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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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受試者須知及參與同意書 
 

研究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方進隆老師 
研究生：張佳佳    聯絡電話：09XX-XXXXXX 

 
一、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探討「有無規律運動老年人之平衡能力與 100
公尺走步態之差異」。  
二、方法  
（一）平衡能力測量  
    須站於測力板上接受四項（開眼雙腳站立、閉眼雙腳站立、開眼單腳站

立與閉眼單腳站立）測驗，每項僅需 5 秒。  
（二）100 公尺走步態  
    將接受兩次 100 公尺走路（正常速度與最快速度走各一次）測驗並配戴

IDEEA 活動紀錄器以測量步態活動情形，測驗當天請穿著運動服與運動鞋。

IDEEA 活動紀錄器是一個無具侵入性的儀器，包含 1 個紀錄器與 5 個感應器，

5 個感應器會分別使用醫療用膠布黏貼於胸骨、大腿（左右腳）與足底（左

右腳）。儀器的配戴將由研究者（張佳佳）執行。  
三、受試者權益  
1.研究的結果將會被刊登出來，但是您的名字不會被顯示出來。研究者會妥

善保管這些資料，絕對不會對外公開相關的資料。  
2.在整個測驗過程中，若有身體不適或其它相關問題，即可隨時退出實驗而

不受限制，但請先事先告知研究者。  
3.在簽署同意書的前或後，關於這個研究或參與的任何問題，將會由研究者 
[張佳佳，(手機) 09XX-XXXXXX] 加以回答。  
4.全程測驗都參與結束後，可獲得平衡能力的訓練方式，且會給予回饋金與

紀念品。  
5.經由研究者的詳細說明研究內容，若您已瞭解整個研究的性質與內容，並

同意參與此次的研究，請於同意書上簽名。  
 
受試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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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健康狀況調查表  
                                  填表日期：              

本調查表主要在幫助您瞭解自身的健康情形，並協助研究者判定你是否可以參與本

研究。在過去的一年內，醫生是否告訴您或是您自己覺得有下列情況，請據實以答

以下之問題，並請在每一問題上之有、無、不確定欄打「ν」。 

                                              有         無      不確定 

 1.心臟血管疾病－－－－－－－－－－－－－－－－□－－－－□－－－－□ 

 2.視覺方面疾病－－－－－－－－－－－－－－－－□－－－－□－－－－□ 

 3.聽覺方面疾病－－－－－－－－－－－－－－－－□－－－－□－－－－□ 

 4.氣喘－－－－－－－－－－－－－－－－－－－－□－－－－□－－－－□ 

 5.支氣管炎－－－－－－－－－－－－－－－－－－□－－－－□－－－－□ 

 6.貧血－－－－－－－－－－－－－－－－－－－－□－－－－□－－－－□ 

 7.頭昏眼花、暈倒或頭痛現象－－－－－－－－－－□－－－－□－－－－□ 

 8.下肢扭傷或骨折－－－－－－－－－－－－－－－□－－－－□－－－－□ 

 9.行走困難－－－－－－－－－－－－－－－－－－□－－－－□－－－－□ 

10.運動後，出現極端疲憊，不容易恢復－－－－－－□－－－－□－－－－□ 

11.定期服用藥物－－－－－－－－－－－－－－－－□－－－－□－－－－□ 

12.手腳不協調－－－－－－－－－－－－－－－－－□－－－－□－－－－□ 

13.平衡困難－－－－－－－－－－－－－－－－－－□－－－－□－－－－□ 

14.是否有跌倒之經驗－－－－－－－－－－－－－－□－－－－□－－－－□ 

 

 

以上答案若為是或不確定，請說明：                                            

 

以上所做的聲明均為屬實。 

受試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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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個人資料表 
                                  填表日期：              

一、基本資料 
 
受試者姓名：                出生年月日：                 
聯絡電話：                  住址：                                    
您平時有規律（3 天/週，30 分鐘/次）走路或跑步運動的習慣嗎？   □有  □無 
 
二、檢測資料 

基本資料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身體質量指數 (kg/m2)  
腰圍（公分）  
臀圍（公分）  
腰臀圍比 (ratio)  
 

100 公尺走步態檢測資料 
                       速度 
項目 

正常速度走 最快速度走 

步數   

完成時間（秒）   

步態週期（秒）   

擺盪期（毫秒）   

站立期（毫秒）   

單腳支撐期（毫秒）   

雙腳支撐期（毫秒）   

著地加速度 (G)   

擺盪期加速度 (G)   

離地加速度 (G)   

速度（公尺/分鐘）   

步頻（步數/分鐘）   

踏步長（公尺）   

跨步長（公尺）   

平衡能力 COP 移動軌跡（公分） 
開眼雙腳站立  
閉眼雙腳站立  
開眼單腳站立  
閉眼單腳站立  



 

 

56

附錄四、四項平衡能力與正常速度走步態參數之相關 

 步數 完成

時間 

步態

週期 

擺盪

期 

站立

期 

雙腳

支撐

期 

單腳

支撐

期 

著地

加速

度 

擺盪

期加

速度 

離地

加速

度 

速度 步頻 踏步

長 

跨步

長 

擺盪

期百

分比 

站立

期百

分比 

雙腳

支撐

期百

分比 

開眼雙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155 -.134 -.047 .075 -.075 -.202 .075 -.152 .074 .106 .158 .079 .154 .147 .233 -.233 -.239 

閉眼雙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193 -.165 -.040 .068 -.076 -.200 .068 -.176 .079 .129 .193 .081 .193 .186 .224 -.224 -.235 

開眼單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080 -.064 -.012 .049 -.042 -.129 .049 -.188 .112 .078 .072 .052 .058 .053 .147 -.147 -.159 

閉眼單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246 -.208 -.069 .067 -.084 -.214 .067 -.204 .142 .182 .218 .070 .230 .220 .236 -.236 -.249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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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四項平衡能力與最快速度走步態參數之相關 

 步數 完成

時間 

步態

週期 

擺盪

期 

站立

期 

雙腳

支撐

期 

單腳

支撐

期 

著地

加速

度 

擺盪

期加

速度 

離地

加速

度 

速度 步頻 踏步

長 

跨步

長 

擺盪

期百

分比 

站立

期百

分比 

雙腳

支撐

期百

分比 

開眼雙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094 .183 .159 .151 .141 .061 .151 -.163 -.103 .010 -.163 -.186 -.114 -.109 .009 -.009 -.005 

閉眼雙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074 .136 .104 .080 .083 .053 .080 -.140 -.044 .035 -.104 -.128 -.087 -.080 -.004 .004 .013 

開眼單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091 .154 .086 .072 .072 .037 .072 -.201 .013 .039 -.103 -.168 -.127 -.125 -.003 .003 .003 

閉眼單腳站

立 COP 移動

軌跡 

.100 .218 .173 .112 .154 .129 .112 -.201 -.117 -.031 -.207 -.229 -.119 -.119 -.086 .086 .080 

*p <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