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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國內尚無針對視覺障礙學生實施體適能檢測，但在國外則行之有年。

如要對國內視覺障礙學生實施體適能檢測，則要先了解視覺障礙者之動作

發展，以及國內外對於視覺障礙者所實施之體適能檢測與研究結果，故本

章分為以下三節分述探討之。第一節、視覺障礙者的動作發展；第二節、

視覺障礙者健康體適能檢測方式；第三節、視覺障礙者健康體適能相關文

獻。 

第一節    視覺障礙者的動作發展 

    視覺障礙兒童在出生後幾個月，在學習身體控制、頭部控制、直坐等

動作時，與一般嬰兒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在發展移動性的動態技能時，視

覺障礙兒童就較同年齡兒童明顯落後。此乃因為視覺障礙兒童無法如同年

齡兒童一般，以視覺來認識環境，且無法清楚的觀察他人的動作，因此無

模仿他人動作的經驗，導致多數視覺障礙兒童之動作發展落後於一般兒童

（萬明美，民 90）。 

Ferrel（1985）提出對於視覺障礙嬰幼兒的動作發展方面，需注意以

下幾點： 

一、粗大動作方面 

(一)轉動 

一般嬰幼兒會隨著光源或聲音轉動他的頭和身體，例如一個球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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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幼兒的身邊，他會轉頭注視，然後一手支撐身體、一手伸出、轉動

肩膀、移動臀部、移動身體，然後爬行，這些動作都是各種行為的基

礎。盲童喪失視覺，所以不會主動的發出這些動作，除非特別教他。

因此，可以利用各種聲音來引起他注意，漸進的教他如何轉動身體各

部位，為視覺障礙兒童創造轉動身體的機會。 

(二)移動 

先天失明的盲童因為沒有視覺的回饋，他不知道周圍是否有物品

或其他的人，因此不會自己動他的身體，而影響行為的建立。我們必

須培養盲童能利用各種線索移動身體，來探索周圍的世界，增加他控

制環境的能力，以增進他的獨立性。教導盲嬰幼兒移動身體，不要獨

立要求他移動，應該將此活動融入遊戲中，如利用玩具製造聲音，讓

他循著聲源，或爬或行地接近玩具，以獲得移動的經驗。 

二、精細動作方面 

精細動作發展對盲童特別重要，盲童依賴它獲得各種訊息。遺憾的是

大多數的盲童因缺乏視覺的刺激而減少爬行與移動的機會，影響小肌肉的

發展，連帶妨礙了操弄事物與探索的行為。如果沒給予必要的訓練，他可

能到了三歲還不能獨自飲食，也可能會造成日後生活上的不便。一般幼兒

精細動作活動，大都與手眼協調有關，如剪紙、摺紙、書寫、著色等，對

視覺障礙幼兒並不適合。設計視覺障礙幼兒的精細活動必須考慮視覺上限

制。例如，可利用手握就會發聲、或用手壓轉、或用敲打才會叫的玩具來

訓練視覺障礙幼兒精細動作的靈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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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觸覺方面 

聽覺與觸覺是個體在失去視覺後，二個最重要的學習管道，盲童必須

更需靠觸覺來探索外界事物、將來更需藉手指觸覺閱讀點字。如果很少提

供以觸覺探索環境的機會，將影響觸覺能力的發展，導致學習遲緩。因此

促進盲童觸覺發展極為重要，必須多提供肢體上的碰觸、操弄玩具、布偶、

浴巾、玩水、玩沙、捏泥土、在地上爬行。 

影響人類動作發展的因素有：遺傳、環境、社會文化、性別角色、嬰

兒本身態度及嬰幼兒生活中重要他人的態度等（柯平順，民 85）。視覺障礙

兒童在缺乏視覺刺激下，動作技能的獲取便較為遲緩，特別是軀體的運用、

手眼協調、大肌肉發展及精細動作協調等；而且也無法像同年齡階段眼明

兒童，可以經由視覺來模仿學習週遭的事物，順利的在環境中移動或操作

（Schneekloth, 1989）。 

四、小結 

視覺障礙學生在嬰幼兒時期的動作發展，因視覺的喪失或缺損，和學

習與環境的限制，已較一般學生發展較為遲緩，使得有部分動作能力無法

達到一般正常兒童的水準。故透過對視覺障礙學生實施身體能力之檢測，

藉以了解視覺障礙學生需要加強的能力，然後再於體育教學中加以訓練，

以提昇其能力。在本研究中所實施之體適能檢測項目（身體質量指數、坐

姿體前彎、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較不受動作發展遲緩的影響，且能有效

檢測視覺障礙學生的能力。  



 10

第二節    視覺障礙者健康體適能檢測方式 

目前國內有建立一般健全學生之體適能常模供做參考。就過去文獻

中，各類障礙者的體適能常模建立得不多，故大多數的適應體育教師皆採

用修正式的方法。在美國常用的體適能測驗有許多，其中適合視覺障礙者

的測驗有： 

一、健康體適能測驗手冊---Health 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Test Manual  

(AAHPERD,1980)。其測驗項目為：引體向上（男）、屈臂懸垂（女）、

仰臥起坐、折返跑、立定跳遠、50 碼衝刺跑及 600 碼跑走（AAHPERD, 

1980）。 

二、UNIQUE 方案---Project UNIQUE（Winnick & Short,1985）。其測驗內

容如下： 

(一)身體組成：皮下脂肪測量、肱三頭肌（Triceps）。 

(二)肌力與肌耐力測驗：仰臥起坐、立定跳遠、握力。 

(三)柔軟度：坐姿體前彎。 

(四)心肺適能：長跑測驗（Long Distance Run）。 

三、Brockport體適能測驗方法（Winnick & Short, 1998）。檢測項目為： 

(一)身體組成：肱三頭肌（Triceps）與肩胛骨（Subscapular）下方

之皮下脂肪測量，或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二)肌力、肌耐力：屈膝仰臥起坐（Curl-Up）、軀幹伸展（Trunk-Lift）

與伏地挺身（Pus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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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柔軟度：坐姿體前彎（Sit and Reach）。 

(四)心肺耐力：漸進性心肺耐力有氧跑（Progressive Aerobic 

Cardiovascular Endurance Run, PACER）。 

四、FITNESSGRAM 測驗管理手冊---The Prudential FITNESSGRAM Test 

Administration Manual（Copper Institute for Aerobic,1993），其

檢測項目有： 

(一)身體組成：身體質量指數或皮下脂肪測量。 

(二)肌力、肌耐力：修正式引體向上（Modified Pull-Up）。 

(三)柔軟度：肩部柔軟測驗（Shoulder Stretch）、修正式坐姿體前彎

（Back-Saver Sit-and-Reach）。 

(四)心肺耐力：漸進性心肺耐力有氧跑（PACER）。 

五、Lauren & Elaine（2001）對於 46 位視覺障礙學生（9-19 歲）所做的

體適能檢測研究中，其檢測項目為： 

(一)身體組成：身體質量指數（B.M.I）。 

(二)肌力、肌耐力：仰臥起坐（Sit-Ups）、伏地挺身（Push-Up）。 

(三)柔軟度：坐姿體前彎（Sit and Reach）、俯臥弓身（Back 

Extension）、肩關節柔軟度（Should Stretch）。 

(四)心肺耐力：一英哩跑走（One-Mile Walk/Run）。 

綜上所述，每種測驗項目有不同分類，並不能同時配合某一學生的特

殊性，應選擇一些最適合障礙學生、且具客觀性、有信度與效度，並考慮

簡單易測，不須太多器材與太長時間的體適能測驗。茲將上述各種測驗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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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整理如表 2-2-1。 

表 2-2-1、視覺障礙者健康體適能檢測項目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身體組成 
肌力 

肌耐力 
柔軟度 

AAHPERD 

（1980） 
 

1. 引體向上 (男) 

2. 屈臂懸垂（女）

3. 仰臥起坐 

 

Project Unique 

（1985） 

1.肱三頭肌 

2.肩胛骨下方之皮

下脂肪測量 

1.握力 

2.立定跳遠 

3.仰臥起坐 

坐姿體前彎 

Brockport 

（1998） 

1.肱三頭肌 

2.肩胛骨下方之皮

下脂肪測量 

3.身體質量指數 

1.仰臥起坐 

2.引體向上 

3.伏地挺身 

坐姿體前彎 

FITNESSGRAM 

（1993） 
1.身體質量指數 

2.皮下脂肪測量 
修正式引體向上 

1.肩部柔軟測驗 

2.修正式坐姿體前

彎 

Lauren & Elaine 

（2001） 身體質量指數 
1.仰臥起坐 

2.伏地挺身 

1.坐姿體前彎 

2.俯臥弓身 

3.肩關節柔軟度 

檢 
測 

項 
目 

檢 
測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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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並非所有的體適能測驗項目皆適合對視覺障礙者施以檢測，尚需考量

視覺障礙者的一些基本限制以及特殊性，來選擇適合視覺障礙學生的體適

能檢測項目，然而對於施測之原則（如客觀性、信效度、簡單易測等），卻

是共通不變的。據此，本研究針對施測對象之特殊性考量，以身體質量指

數、坐姿體前彎、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等項目，測驗方式不需修正，故適

合視覺障礙學生來實施檢測。 

第三節    視覺障礙者健康體適能相關文獻 

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分為「健康體適能」(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和「競技體適能」(skill-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健康有關的體適能包括肌肉力量(muscular strength)、肌肉耐力(muscular 

endurance)、柔軟性(flexibility)、心肺耐力(aerobic respiratory 

endurance)、和身體組成(body composition)，此為體適能四大要素。事

實上，上述有關的因素，對於個體於日常生活、活動、職能、行動安全均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卓俊伶，民 86）。 

在健康體適能方面，正常者最普遍發生的是缺乏身體活動而導致的機

能性退化症，嚴重地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更遑論身心障礙者因身體或其

他不同的障礙，使得身體活動受到限制，因缺乏身體活動導致大小肌肉群

退化、骨骼關節僵硬、心肺功能較差、免疫系統低落，而引發各種的疾病。

因此，如何提升身心障礙者之健康體適能是適應體育教師應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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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實（Kobberling, et al., 1989）視覺障礙兒童在跑步與走路

時，因為無效率的生物力學動作（如身體向後傾斜、較小的步幅和保護姿

勢），致使其所消耗的能量，明顯的高出一般正常兒童。要改善失能學生的

健康與獨立活動能力，需透過對健康有關的體適能（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與技能有關的體適能（Skill-related physical 

fitness）兩者的適當教育與訓練，因為視覺障礙兒童所需的體適能與運動

能力和一般學童相近，所以視覺障礙學生的體適能水準應和一般學生一樣

或更好，才能應付日常生活之體能所需（方進隆，民 87）。 

    Meek & Maguire（1996）對 49 位視覺障礙學生（9-16 歲）與 24 位正

常學生體適能研究指出，視覺障礙學生體適能明顯的低於一般正常學生的

體適能。佐藤泰正（1997）指出，大部分視覺障礙兒童的體力比一般正常

同年齡兒童差，且運動能力發展也較遲緩，其最主要的原因為運動量不足

與運動經驗受限制，都在在突顯並警示著健康體適能對於視覺障礙學生的

重要性。 

以下就健康體適能之四大要素分別探討之。 

一、身體組成 

在皮脂厚度方面，全盲兒童與一般正常兒童沒有顯著差異，但是與

弱視兒童之間卻有很顯著的差異，而全盲兒童的皮脂厚度指數也比弱視

兒童與一般正常兒童高（Blessing et al., 1993; Jankowski & Evans, 

1981； Short & Winnick, 1986）。Lauren & Elaine（2001）對於 46 位

視覺障礙學生（9-19 歲）所做的體適能檢測研究中指出，在 B.M.I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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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視覺障礙學生之指數明顯高於正常的學生，由此顯示視覺障礙學

生比一般正常學生肥胖（Blessing et al., 1993; Jankowski & Evans, 

1981）。 

二、柔軟度 

有許多文獻資料證實，視覺障礙兒童在坐姿體前彎檢測方面，比一般

正常兒童差（Short & Winnck, 1986; Meek & Maguire, 1996）。在 Lauren 

& Elaine（2001）的研究中也顯示，不論男、女性視覺障礙兒童，其坐姿

體前彎皆比同年齡正常兒童較差。換言之，即視覺障礙兒童背部與腿部後

側之柔軟度較差。  

三、肌力肌耐力 

Short & Winnick（1986）以手臂力量來評估視覺障礙兒童的肌力，

經實驗後證實，視覺障礙兒童的肌力，明顯的比同年齡正常兒童差。而

在視覺障礙兒童方面，女生的手臂力量則比男生好；但女性視覺障礙兒

童通過之比率比一般正常女性兒童低；而男性視覺障礙兒童通過之比率

比一般正常男性兒童高。（Lauren & Elaine, 2001）。 

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的檢測方面，視覺障礙兒童的腹部肌力與肌耐

力有比較差的表現（Short & Winnck, 1986; Meek & Maguire, 1996）。

男、女生視覺障礙兒童與同年齡正常兒童之間無顯著差異（Lauren & 

Elaine, 2001）。 

四、心肺耐力 

許多研究指出（Kobberling et al., 1991; Short & Winnick,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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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兒童的心肺耐力較一般正常兒童差。在 Kobberling（1991）等

學者以每天實施 30 分鐘的身體活動，來比較視覺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之

心肺耐力，研究結果顯示，男性視覺障礙兒童與一般正常兒童之心肺耐力

有顯著差異；但是女性則無顯著差異。William et al.（1996）在對 10

位視覺障礙女生與 10 位一般女生所做的最大耗氧量研究發現，女性弱視

兒童與一般正常兒童的最大耗氧量並無顯著差異。在 Lauren & Elaine

（2001）對 46 位視覺障礙學生實施一英哩跑走，檢測結果顯示出全盲學

生的心肺耐力比弱視學生好。Blessing et al.（1993）經研究後指出，

散步、走路、游泳、慢跑，騎固定腳踏車等練習，可增強盲人的心肺功能。 

綜上所述，視覺障礙學生在身體組成方面比一般正常學生肥胖；在一

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柔軟度與心肺耐力方面皆比一般正常學生差。 

五、小結 

由上述文獻可知，視覺障礙學生相當缺乏運動機會與運動經驗，使得

在體適能各方面無法達到一般同年齡學生之標準；但在經過訓練後，視覺

障礙學生之體適能亦能獲得改善。 

對於訓練的項目包括（劉信雄，民 89）： 

（一）大肌肉協調能力：跑跳、直立、跨步、單腳站立、滾動、放鬆等。 

（二）正確坐姿、立姿與行走姿態的訓練。 

（三）姿態矯正訓練或姿態矯正體操：肩部運動、腰部運動、髖關節運

動、平衡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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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課程活動中，某些團體性的運動（如：籃球、足球、棒球等），

若沒有做適當的修正，較不適合視覺障礙學生的參與。而某些運動項目，

如：跑步、田徑、游泳、有氧運動、目標球、騎腳踏車、重量訓練、保齡

球、高爾夫、射箭等項目則可以在不修正的情形下，提昇視覺障礙學生的

運動參與（Lauren & Elaine, 2001）。 

故若能有視覺障礙者的體適能常模做為標準，評估視覺障礙學生的體

適能狀況，對體適能較差之學生實施訓練，以達提升其體適能水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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