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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在探討感覺輸入對於唐氏症兒童與一般兒童動作表現的影響，因此本研

究將針對「唐氏症兒童的動作發展」、「感覺輸入對於動作的影響」、「兒童動作表現的評

估」、「兒童感覺功能的評估」等四個部份進行文獻探討。

第一節 唐氏症兒童的動作發展

先前研究指出唐氏症幼兒常有動作發展遲緩的問題(Connolly et al., 1993; Kokubun

et al., 1997; Pitetti & Fernhall, 2004; Wang & Chang, 1997)。自出生開始，唐氏症兒童的動

作品質就較一般幼兒顯著落後，Mazzone 等人(2004)的研究 23 位唐氏症新生兒的動作發

展，追蹤六個月，並與 30 位健康幼兒比較，結果發現唐氏症兒的動作速度較慢，幅度

較大，而且動作的發展顯著落後一般的幼兒。

Knight 與 Rizzuto(1993)、Goshi, Demura, Kasuga, Sato, 與 Minami(1999)及 Gallahue

與 Ozmun (2002)指出動作技巧依照其功能可以分為：「穩定性動作技巧」(stability)、「移

位動作技巧」(locomotion)、以及「物品操控動作技巧」(manipulative ability)等三類。以

下說明各類技巧包含的動作項目以及唐氏症兒童的這些能力表現：

一、穩定性動作技巧

穩定性動作技巧則包括彎身、轉身、平衡、前滾、停止、躲避等(Goshi et al., 1999)。

其中平衡能力可以分為靜態平衡能力與動態平衡能力，前者是指維持一個固定姿勢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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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後者可以指在空間中移動時維持重心於支持面之內的能力。依此定義來看，靜態平

衡能力包括雙腳站立、單腳站立、雙腳前後站(Beam, 2004)、側邊踏步、站立時單腳擺

盪等，動態平衡能力則是包括走平衡木、向前跑、滑步、單腳跳躍等動作技巧(Geddes,

1978; Knight & Rizzuto, 1993)。

以穩定性動作技巧的發展而言，Kokubun 等人(1997)發現唐氏症兒童的單腳站立能

力比智能障礙兒童為差，重心的位移則沒有顯著差異，但兩者都比正常發展兒童來得

差。Connolly 等人(1993)的研究也顯示平衡能力是唐氏症兒童的動作問題之ㄧ。Wang

與 Chang(1997)比較 8 名 3 到 6 歲唐氏症幼兒與正常兒童的平衡能力，發現不論靜態平

衡能力或是動態平衡能力，唐氏症幼兒都顯著低於一般兒童。

二、移位動作技巧

移位動作技巧包括步行、跑步、躍馬步、單腳跳、騰躍、立定跳高、立定跳遠、向

下跳、跳過障礙、雙腳連續跳、墊步跳、滑步、快走、上下樓梯、倒行等(Geddes, 1978;

Goodway & Rudisill, 1997; Goodway & Branta, 2003; Goodway, Crowe, & Ward, 2003;

Goshi et al., 1999; Loovis & Butterfield, 2000; Pitetti & Fernhall, 2004)。

在移位性動技巧的發展方面，Pitetti 與 Fernhall(2004)的研究，以 20 公尺折返跑評

估 395 位智能障礙與 119 位唐氏症青少年的跑步能力，發現智能障礙青少年的跑步能力

明顯優於唐氏症青少年，但都顯著低於同年齡正常發展青少年的表現。Connolly 等人

(1993)的研究，發現唐氏症兒童的跑步速度也顯著不如一般兒童。Kokubun(1999a)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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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症兒童與ㄧ般兒童在用盤子端水杯移動的動作中，走路中踏的步伐較小，也花費比

較多的時間。Virji-Babul 與 Brown(2004)評估唐氏症兒童跨越障礙物的能力，對於高度

較高的障礙物，唐氏症兒童比較沒有辦法做出預期性的調整，在跨越障礙物的過程中比

較容易踢到障礙物。Wang 與 Chang(1997)比較 8 名 3 到 6 歲唐氏症幼兒與正常兒童的跳

躍能力，發現不論水平跳躍或是垂直跳躍，跳躍距離，都顯著低於一般兒童。Connolly

等人(1993)的研究結果顯示，跑步速度是唐氏症兒童的動作問題之ㄧ。

三、物品操控動作技巧

物品操控動作技巧包括打擊、運球、接球、踢球、滾球、停球及投球等(Butterfield &

Loovis, 1994; Geddes, 1978; Goodway et al., 2003; Goodway & Branta, 2003; Goodway &

Rudisill, 1997; Goshi et al., 1999)。丟擲動作(throwing)被認為是兒童發展不同運動技巧的

基礎能力，諸如投球、打排球與羽毛球過頭接球(overhead clear in badminton)都需要丟擲

動作的能力 (Butterfield & Loovis, 1993)。

Kokubun(1999a)以拿餐盤上水杯走路的工作，來評估唐氏症兒童以及智能障礙兒童

的移位能力。唐氏症兒童共 10 名，平均年齡為 15.4 歲；智能障礙兒童共 18 名，平均年

齡 16.3 歲，兩組的智力年齡都是 4.8 歲。拿盤子裝 200 毫升水的水杯走 3 公尺，結果發

現在溢出量兩組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唐氏症組兒童完成時間顯著多於智能障礙組兒

童，唐氏症組兒童所走的步數也顯著多於智能障礙組兒童，這顯示唐氏症組兒童可能比

較小心，但是動作表現較智能障礙組兒童要差。Connolly 等人(1993)評估唐氏症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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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動作能力，也發現唐氏症兒童有眼手協調發展的困難。

四、動作發展遲緩的原因

究竟造成動作發展遲緩的原因為何？身體結構與身體功能異常可能造成唐氏症兒

童動作發展遲緩的問題，像是韌帶鬆弛、肌力不足、張力較低、姿勢控制不良、平衡反

應不好、肥胖等，都是造成唐氏症兒童動作發展遲緩的原因(Hines & Bennett, 1996;

Russell et al., 1998)。Cremers, Bol, Roos 與 Gijn (1993)的研究評估 91 名唐氏症幼兒的頸

椎韌帶，結果發現韌帶鬆弛使得環樞關節距離大於 4mm。

Kodman (1981)提出智能障礙者對於外在訊息的解釋錯誤是造成知覺動作能力障礙

的原因之一。Mohan 等人(2001)認為是兩側統整化的發展不夠，這使得大腦左右訊息傳

遞發生障礙，因而造成兩手協調的動作發展受到影響。Welsh 與 Klovora (2003)的研究則

顯示發展障礙者對於視野中心的視覺回饋處理優於視野週邊的視覺刺激，顯示對視覺訊

號的處理有困難。Virji-Badul 與 Brown(2004)評估唐氏症兒童跨越障礙物，發現唐氏症

兒童沒有辦法預先使用視覺訊號來調整動作，因此在碰到較高的障礙物時，可能就停在

前面或是比較容易踢到障礙物。Distefano 與 Brunt(1982)比較智能障礙者對於複雜訊號

的反應時間也證實他們沒有辦法注意到環境的刺激，而做出應有的反應。在端杯子走路

的工作中，智能障礙兒童則由於比較不注意是否有水溢出來，反而較快完成工作，這顯

示智能障礙兒童可能比較不會注意到動作與結果之間的關係(Kokubun, 1999a)。Yun 與

Ulrich (1997)比較輕度智能障礙兒童自我認知與真實的運動表現，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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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低度相關(r=.25, p<.05)，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智能障礙兒童缺少自我評估的能力。但

是 Ulrich 等人(1997)的研究則顯示，在嬰兒時期大部分唐氏症幼兒對於加諸腿上的重量

所產生的訊息，比較不能像一般幼兒敏感的察覺到腳上重量的改變。Hennequin 等人

(2000)測試唐氏症患者對於疼痛感覺輸入的偵測，結果發現感覺延遲的現象顯著較控制

組長。以上研究結果顯示，智能障礙兒童對於感覺輸入的解釋與一般兒童不同可能是造

成動作發展障礙的因素之ㄧ。

Okuzumi, Tanaka 與 Haishi (1997) 的研究結果顯示，智能障礙兒童於步行中頭部擺

動情形較大。Suomi 與 Koceja(1994)及 Suomi, Surburg 與 Koceja (1992)的研究則發現，

智能障礙者在單腳或是雙腳站立平衡測試中，橫向的重心位移顯著多於一般成人，這也

使得矢狀面位移與冠狀面位移的比例遠低於正常人，這顯示發展遲緩兒童不同的姿勢控

制方式可能是造成穩定動作技巧發展遲緩的原因之一。

一般認為發展遲緩兒童需要較多的反應時間，Kumai (1999)以擊鼓動作評估智能障

礙兒童對於節律動作的控制，發現自我控制的節奏與心智年齡沒有顯著相關，但在跟隨

外在節奏擊鼓的能力上，則隨著心智年齡的增加而增加，低心智年齡組對於跟隨外在慢

速節奏的反應趨向於自我控制的節奏，這顯示智能程度較高的兒童比較能夠注意並且處

理外在環境所給予的回饋，而做出適當的反應。Welsh 與 Klovora (2003) 評估發展遲緩

學生眼手協調能力，在快速測試情形的表現顯著低於慢速測試情形，也發現他們需要較

多的反應時間才能做出正確的反應，這使得他們正確完成工作的次數顯著低於控制組的

研究參與者。唐氏症兒童由於害怕動作技巧不足導致失敗，使得執行技巧性的動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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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較長(Kokubun, 1999a)。Distefano 與 Brunt (1982)比較智能障礙兒童與正常兒童對

於聽覺刺激的反應時間，也發現智能障礙者的反應時間顯著多於一般兒童，另一方面，

當動作的複雜度增加或是不確定性增加，智能障礙者反應時間增加的幅度遠多於一般的

兒童。以上的結果顯示智能障礙兒童對於外界訊息的處理需要較多的時間(MacKay &

Bankhead, 1983)。

依照生態理論來看，另一個重要因素則可能是早期的知覺動作經驗不足或是環境練

習的限制，使得發展遲緩兒童練習機會不夠，或是練習上的失敗，降低發展遲緩兒童持

續某一動作技巧的練習，進而造成「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Kozub, Porretta, &

Hodge, 2000)。以爬行經驗為例，由於爬行提供豐富的觸覺刺激以及本體覺刺激，研究

發現缺少早期爬行的經驗，會導致兒童與身體知覺動作發展受到影響(McEwan, Dihoff,

& Brosvic, 1991)。爬行經驗除了對於動作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之外，研究者指出爬行對

於智能障礙兒童後續認知發展有正面的影響(Liao et al., 1992)。

歸納上述的文獻探討，唐氏症兒童動作發展遲緩的原因可以歸納為四個原因：

(一)身體結構與身體功能異常：唐氏症兒童常有韌帶鬆弛、肌力不足、張力較低、姿勢

控制不良、平衡反應不好、肥胖的問題(Cremers et al., 1993; Hines & Bennett, 1996; Russell

et al., 1998)，這使得唐氏症兒童在動作發展的過程中，無法獲得正確的動作經驗，造成

動作發展遲緩的問題。

(二)對於外界訊息處理困難：唐氏症兒童的神經傳導路徑的發展較慢，反應時間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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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側的訊息傳遞困難，感官知覺異常(Distefano & Brunt, 1982; Hennequin et al., 2000;

Kodman, 1981; Kumai, 1999; MacKay & Bankhead, 1983; Mohan et al., 2001; Virji-Badul &

Brown, 2004)。

(三)動作反應模式固定：發展遲緩兒童動作控制模式與正常兒童不同，這也導致在動作

表現方面的差異(Suomi et al., 1992; Suomi & Koceja, 1994)。唐氏症兒童反應模式固定，

無法類化所學習的技巧，無法因應不同環境對於動作技巧的要求，沒有辦法評估自我的

表現，而且較低的智力本身就造成動作發展遲緩(DePaepe & Ciccaglione, 1993; Kokubun,

1999a)。唐氏症兒童比較沒有辦法適應環境的變化，做出適當的動作調整(Virji-Babul &

Brown, 2004)。

(四)學習特質較差：智能障礙兒童的學習容易受到干擾、能夠學習的東西較少、需要反

覆的練習；對於一般技巧的學習，會有很大的困難。此外練習的方式是不規則的，難以

維持已習得的困難技巧；容易將失敗歸因於外在因素，持續練習的動機不足；害怕失敗

導致練習機會不足(Beadle-Brown et al., 2000; Kozub et al., 2000; McEwen, 2000; Saunders

et al., 2003; Yun & Ulric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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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感覺輸入對於動作的影響

本節將探討感覺輸入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首先說明感覺回饋對於動作的影響，知

覺動作的關係。其次分別說明各種感覺輸入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這些感覺輸入包括：

視覺、前庭覺、本體覺等。

一、知覺動作的關係

以動作基模理論的來看，動作技巧學習是兒童在各種活動中運用感覺回饋形成動作

基模的過程(Schmidt, 2003)。 Von Hofsten (2004)發現新生兒可以將視覺固定在物品上，

並且將手伸直伸向物品。兒童在此動作發生的過程中，周邊感覺系統將外在環境以及內

在身體系統所產生的各種感覺訊息傳導到大腦。這些訊息包括「動作的起始狀態」、「動

作的相關參數」、「動作的結果」以及「動作造成的內在感覺訊息」，大腦會將這些訊息

整合形成「喚回基模」(recall schema)與「再認知基模」(recognition schema)的抽象表徵。

兒童在動作練習中以「喚回基模」控制動作的產生，並以「再認知基模」修正原有的動

作控制模式，最後形成「類化動作計劃」，並將之應用於各種情境中(Schmidt, 2003)。感

覺回饋在動作技巧的發展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Cole (2004)指出若是沒有周邊感覺回

饋，即使個體有動作計劃，也很難控制自主的行動。

因此感覺訊息回饋對於動作的控制與學習是非常的重要(Cole, 2004; Von Hofsten,

2004)。這些感覺訊息包括對於兒童對於外在環境刺激的認知，以及在環境探索中所產

生的內在感覺訊息。兒童對於這些感覺輸入賦予意義的過程就形成了「知覺」。許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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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證實阻隔感覺輸入對於動作控制會造成很大的影響(Ebied et al., 2004; El-Kahky et al.,

2000; Hatzitaki et al., 2002; Rieser & Rider, 1991)，這些感覺輸入，經由大腦組織、分析與

整理，形成知覺動作過程中的知覺功能，應用於動作的產生，這些知覺功能包括身體知

覺(body awareness)、空間知覺(spatial awareness)、方向知覺(directional awareness)以及時

間知覺(temporal awareness)(Gallahue & Ozmun, 2002; Rieser et al., 1987; Rieser & Rider,

1991)。

知覺能力與基礎動作相互產生重要的影響，在「知覺動作」一詞中，將知覺與動作

連結，其意涵就是強調兒童藉由基礎動作技巧探索環境，形成知覺動作的經驗，這些知

覺動作經驗不斷修正兒童的動作基模，形成新的動作技巧，而這些動作技巧又成為兒童

獲得新的知覺動作經驗的基礎(Riemann & Lephart, 2002b; Schmidt, 2003)，因此動作技巧

發展不但受到知覺的影響，動作技巧也影響知覺的發展(Burns et al., 2004)，兒童藉由知

覺動作的練習，將大量的感覺經驗編碼以及解碼，形成認知學習的基礎，因而對兒童來

說，提供知覺動作訓練，除了提昇基礎動作技巧之外，也促進兒童基礎學習能力的準備

度。兒童的知覺功能由三歲開始有比較快速的發展，一直到十二歲才達到成熟 (Gallahue

& Ozmun, 2002)。影響動作控制最主要的感覺輸入包括視覺、前庭覺、本體覺(孫世恆等

人，民 89; Boswell, 1993; Ebied et al., 2004; Gallahue & Ozmun, 2002; Hatzitaki et al., 2002;

Higgins et al., 1996; Rieser & Rider, 1991; Smyth et al., 2004; Suomi & Koceja, 1994;

Williams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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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覺輸入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

個體的視覺接受器由環境中接受視覺訊號，傳導到大腦視覺皮質，經過組織與整

理，大腦做出解釋並用於行動當中。個體運用視覺訊號來調整與環境互動所需的動作參

數，視動協調能力最初由嬰兒時期仰臥下伸手抓玩具開始發展(Von Hofsten, 2004)，持續

在幼年時期的基礎動作技巧發展個體視動協調能力(Gallahue & Ozmun, 2002; Williams et

al., 2002)。

Higgins 等人(1996)研究視覺輸入對於七到九個月幼兒的姿勢控制，研究者將幼兒放

在會搖晃的實驗小屋內，控制小屋搖晃的方向，造成特定的視覺輸入，結果發現八個月

之後，幼兒開始能夠察覺周邊視覺輸入，身體晃動(postural sway)顯著增加，另外在同樣

八個月的兒童中，有自行移動經驗的兒童也比較能夠運用週邊視覺訊號來控制身體的姿

勢。

Rieser與Rider(1991)的研究顯示四歲的兒童能夠運用視覺訊號形成自身與物品之間

的空間知覺，並且運用於行動中辨識自身與物品之間的位置。在視動協調活動中個體運

用視知覺能力來追視移動中的物體與進行物體的傳接動作，視覺訊號讓個體掌握環境中

的物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

Hatzitaki 等人(2002)以力板評估十五位 11 歲到 13 歲兒童的平衡能力，並且以知覺

動作測試對於聲音以及視覺刺激的反應，結果發現靜態平衡能力與完成尋跡的時間(line

tracking)及深度知覺(depth perception)反應顯著相關，動態平衡能力則與區辨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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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ve reaction time)及單一視覺反應時間(simple visual reaction time)顯著相關。

Bonifacci (2004)評估不同動作能力的兒童，發現兒童的動作能力越好，其視動整合

能力越好，而且視動整合能力與非語文智商有顯著相關，整體視知覺能力也與非語文智

商有顯著相關，這顯示良好的動作能力可能有助於兒童對於環境的探索與學習。

Virji-Badul 與 Brown(2004)研究唐氏症兒童在跨越障礙物的表現，發現對於較低的

障礙物，唐氏症兒童讀取視覺訊息的能力與一般兒童相當，可以做出預期性調整，但是

對於較高障礙物，比較容易踢到障礙物的原因，而無法做出預期性調整，原因是因為唐

氏症兒童無法預先使用視覺訊號來調整動作。

Welsh 與 Klavora(2003)研究 20 位發展障礙者與 20 位正常年輕人的處理視覺訊息的

能力。受試者一邊讀出銀幕上的數字，一邊用手去按測試板上出現的光點，計算 30 秒

內，正確按光點的次數。光點出現的頻率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根據受試者字形控制光點

速度，一種是機器自行設定，結果發現發展障礙者的表現顯著低於正常年輕人；發展障

礙者在自行控制的情境下，成功次數顯著高於機器自行設定情境下的表現，對於中間的

光點反應正確次數顯著高於週邊光點。研究結果顯示發展障礙者處理視覺訊息的能力顯

著低於一般人，處理視野周邊訊息的能力顯著低於處理視野中心訊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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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庭覺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

前庭覺輸入與平衡能力的有很大的關係(Arendt et al., 1991; Butterworth & Cicchetti,

1978; Di Fabio & Foudriat, 1996; Foudriat et al., 1993)。前庭覺的接受器位於內耳迷路系

統，當頭部姿勢改變時，會使得耳石及迷路系統內的淋巴液流動，並將前庭刺激傳回大

腦，使得個體能夠感知頭部在空間中的位置，以及身體動作的方向與速度(孫世恆等人，

民 89)。

LoMonaco 等人(2004)的研究，將受試者固定在站立架上，以控制給予受試者前庭

刺激的大小，受試者視覺被遮蔽，腳踝則有兩種感覺輸入方式，一種是固定在背曲

(dorsiflexion)的姿勢下，另一種則是沒有固定踝關節，讓腳可以跟著重心移動而反應。

結果發現下肢肌肉的反應隨著前庭刺激增加而增加，踝關節被限制的情形下，無法獲得

適當的本體覺回饋時，下肢肌肉反應更顯著增加。

El-Kahky 等人評估(2000)正常人與前庭覺功能缺損的病人之平衡能力，研究者運用

平衡測試儀器，讓受試者在十種不同感覺輸入情境下，測量其站立平衡能力，這些情境

以旋轉力板方式改變本體覺輸入，以腳踝穿戴震動器方式改變本體覺輸入，以腳踝浸泡

在冰水中改變本體感覺輸入，以銀幕跟著力板擺動方式改變視覺輸入，以閉眼方式阻隔

視覺輸入，結果發現正常人在各種感覺輸入改變情境下的平衡反應都受到了影響，前庭

功能缺損的患者，受到的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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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體覺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

本體覺經由位在皮膚、肌肉、關節內的感覺接受器提供關節角度、肌肉長度、肌肉

張力的訊息，本體覺包括關節感覺(joint position sense)、動作感覺(kinesthesia)以及張力

或是力量感覺(tension or force)等三類(Bouet & Gahery, 2000; Dover & Powers, 2003;

Riemann & Lephart, 2002b)。

Ulrich 等人(1997)研究唐氏症幼兒與一般幼兒的自發性踢腿動作是否會受到下肢重

量的影響，結果發現一般兒童幼兒可以敏感察覺到下肢重量的改變而改變踢腳的頻率，

而唐氏症幼兒則是對於較大重量的改變，才會察覺到，這可以推論唐氏症幼兒的本體覺

輸入與一般幼兒有差異。

Bouet 與 Gahery(2000)以電位量角器(goniometer comprising one potentiometer and

two articulated splint)評估正常受試者在運動前後，膝關節復位的能力，感覺輸入的情境

有兩種，一種是單純只依靠運動覺(kinesthesia) ，另一種則加上視覺輸入輔助，擺位方

式也分為主動及被動。結果發現受試者主動擺位時，僅依靠運動覺協助復位的誤差值，

在運動前後有顯著差異。這顯示僅能依賴本體覺輸入時，受試者主動擺位的情形下，

提供更多的本體覺輸入，而肌肉在運動後運動覺也更敏感，這使得受試者關節復位的

誤差更為降低。

Ebied 等人(2004)評估 10 名正常受試者在手腕局部麻醉前後，書寫特定文字的筆

跡，結果發現麻醉後，由於本體覺輸入被阻斷，受試者字跡偏離的程度顯著增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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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以推論阻斷本體覺輸入會影響個案動作控制的能力。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可知感覺輸入對於動作控制非常重要，兒童運用各種感覺輸入

形成身體知覺、空間知覺、方向知覺以及時間知覺，應用於各種動作技巧的發展。影響

動作控制最主要的感覺輸入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前庭覺、以及本體覺。這些感覺輸

入如何影響兒童的動作表現，仍有待進ㄧ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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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動作表現的評估

本節主要回顧如何評估兒童的動作表現，並介紹常用的動作評估工具與方法。此

外，也歸納整理各種評估工具適用的年齡層以及評估向度。

動作技巧的評估可以分為量化評估與質化評估(Goshi et al., 1999; Mazzone et al.,

2004)。量化評估像是測量某些動作的速度、距離、時間與頻率(Kokubun, 1999b; Largo,

Caflisch, Hug, Muggli, Molnar, & Molinari, 2001; Largo, Caflisch, Hug, Muggli, Molnar,

Molinari, & Sheehy et al., 2001)。質化評估則是以效標參照方式，評估兒童的動作品質是

否符合某些條件，而對動作給予評分。量化評估常是看某一次測試的表現，會受到研究

參與者狀況與評估情境的影響，因而有的學者認為應該以平時的表現來評定兒童是否具

備某些動作技能(Yun & Ulrich, 1997)。

一、動作評估工具的介紹

針對動作技巧的評估，臨床上常使用的動作發展評估工具包括：「普渡知覺動作測

驗」(Purdue Perceptual-Motor Survey) (Roach & Kephart, 1966, 引自 Neeman, Sawicki, &

Neeman, 1989)、「俄亥俄州立大學粗動作評估」(Ohio State University Scale of Intra-Gross

Motor Assessment, OSU-SIGMA) (Butterfield & Loovis, 1993; Butterfield & Loovis, 1994;

Loovis & Butterfield, 2000)、「皮巴迪發展性動作量表」(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

(Folio & Fewell, 2000; Orlin, Effgen, & Handler, 1997)、「粗動作發展測試」(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Goodway et al., 2003; Ulrich, 2000)、「米勒學前評估表」(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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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for Preschoolers)(Miller, 1986, 1987, 引自 McEwan et al., 1991)、「兒童動作評

估量表」(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Henderson & Sugden, 1992)、

「Papcsy-Depaepe 測試」(DePaepe & Ciccaglione, 1993)、Knight 與 Rizzuto 平衡測試

(Knight & Rizzuto, 1993)、「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Bruininks-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BOTMP)(Broadhead & Church, 1982; Bruininks, 1978; Connolly & Michael,

1986; DePaepe & Ciccaglione, 1993)、「實際體育能力量表」(Actual Physical Competence

Scale)((Yun & Ulrich, 1997; Yun & Shapiro, 2004)等。

「普渡知覺動作測驗」是 Roach 與 Kephart 於 1966 年發表測驗兒童早期心理動作能

力的問卷，Neeman 等人以因素分析指出普通兒童的知覺動作能力應該包含十個因素：

分別是眼球控制 (ocular control)、動態平衡 (dynamic balance)、視覺動作流暢性

(visual-motor fluency)、黑板技巧 (chalkboard)、單側與雙側協調 (unilateral-bilateral

coordination) 、上下半身區分 (upper-lower body differentiation) 、形狀知覺 (form

perception)、空間身體知覺、年齡與性別(Neeman et al., 1989)。這個工具比較偏重平衡能

力、視知覺、協調性的評估，對於動作功能來說，缺少移位能力及傳接能力的評估，評

估向度較為不足。

「俄亥俄州立大學粗動作評估」是由 Loovis 與 Ersing 在 1979 年發展出來評估兒童

動作發展的工具，這個工具主要評估各種基礎動作技巧的品質，評估的方式是觀察兒童

執行基礎動作技巧的表現，再根據動作內涵是否達到成熟技巧來評分(Butterfield &

Loovis, 1993; Butterfield & Loovis, 1994; Loovis & Butterfield, 2000)。這個工具評估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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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包括：丟球、踢球、協調性、平衡能力等，評估的項目過少，而且缺少移位能力

的評估。

「皮巴迪發展性動作量表」主要用來評估 0.5-71 個月兒童動作發展的工具，此量表

包括粗大動作與精細動作兩個分測驗(Folio & Fewell, 2000)，粗大動作包括反射、穩定性

動作技巧、移位動作技巧與物品操控動作技巧等四個分測驗，精細動作分為抓握以及視

動協調兩個分測驗。Orlin 等人(1997)的研究顯示此量表可以評估出動作笨拙或是協調能

力不佳的學前幼童。

「米勒學前評估表」是一個具有學前兒童的常模的動作評估工具，五個分測驗分別

代表受測者的上肢本體覺、運動覺與觸覺能力，分測驗的分數可以了解個案身體基模

(body schema)、視覺空間能力(visual-spatial abilities)、以及上肢動作計劃技巧(upper

extremity motor planning skills) (McEwan et al., 1991)。此ㄧ評估工具較偏重上肢的動作技

巧，對於平衡能力及移位能力的評估較為不足。

「兒童動作評估量表」常被用來評估發展性協調障礙兒童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DCD)的動作能力，內容包括手部操作(manual dexterity)、球類技巧

(ball skills)、靜態平衡(static balance)以及動態平衡(dynamic balance)等四個面向的能力，

共有四個年齡層，每個年齡層測試的項目不同(Henderson & Sugden, 1992)。這個工具可

以有效評估動作笨拙兒童的動作能力，但對於移位能力的評估較為不足。

「粗動作發展測驗」是一個具有常模的動作發展評估工具，其常模式來自於美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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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州 909 名 3 到 10 歲的兒童，被認為對學前兒童基礎動作技巧的評估來說，被認為是

一個具有良好效度與信度的工具，這個量表第二版將評估向度分為六項移位能力

(locomotion)與六項物品操控能力(object control) (Goodway et al., 2003; Goodway &

Branta, 2003; Goodway & Rudisill, 1997; Ulrich, 2000)。但是這個評估工具缺少對於平衡

能力的評估，因此也較無法涵蓋所有動作能力。

「Papcsy-Depaepe 測試」是針對重度智能障礙者的動態平衡能力設計的評估工具，

研究參與者被要求走五段不同寬度與高度的平衡木，以研究參與者失去平衡時所走的長

度作為平衡能力的指標。研究結果顯示，這是對於重度智能障礙兒童是具有良好效度的

評估工具(DePaepe & Ciccaglione, 1993)，但偏重平衡能力，未能評估傳接能力及移位能

力的表現。

「Knight 與 Rizzuto 平衡測試」(1993)則是由「柯比體適能與動作表現測試」(Kirby’s

Guide to Fitness and Motor Performance Tests) 與「國小兒童體育」等動作測驗中選出 10

個項目來評估國小學童的平衡能力，但缺少對於其他動作能力向度的評估。

Yun 與 Ulrich 發展的「實際體育能力量表」(Actual Physical Competence Scale,

APCS)，係用以評估 7-13 歲智能障礙兒童在體育課中所需要的運動技巧的實際表現，量

表測試的項目包括：立定跳遠 (long jump)、折返跑 (running)、打擊 (batting)、投擲

(shooting)、踢球(kicking)、投球(throwing)、墊步跳躍(skipping)、接球(catching)、跳繩

(jumping rope)、運球(dribbling)等 (Yun & Shapiro, 2004; Yun & Ulrich, 1997)。這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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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傳接能力及移位能力的評估，較少評估兒童的平衡能力。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適用於 4.5 歲到 14.5 歲的兒童，其常模以多階段分層取

樣的方式，選取來自於美國與加拿大渥太華的 38 所學校的 765 名兒童建立而成，可以

評估學前與學齡階段兒童的動作發展。這個量表共有 46 個項目，八個評估面向分別是

跑步速度與敏捷性、平衡能力、兩手協調能力、力量、上肢協調性、反應速度、視動控

制、上肢速度與操作。除了完整測試外，簡表(short form)的測試是選取其中最有鑑別度

的 14 個項目而成。

Broadhead 與 Church(1982)的研究以「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評估各類兒童的運

動表現，發現由高到低依序為一年級正常兒童、幼稚園大班、輕度智能障礙、重度智能

障礙，顯示這個量表可以區分正常兒童與智能障礙兒童動作能力的差異，並指出最能區

分差異的九個項目，分別是跑步速度與敏捷性、慣用腳單腳站立平衡木、交替踏步時手

畫圓、跳遠、慣用手丟球至目標物、慣用手劃直線、慣用手畫圓、慣用手畫筆、慣用手

點出圓形等。

除了以量表評估兒童的動作發展之外，Faison-Hodge 與 Porretta (2004)提出「體適能

教學時間觀察系統」(system for observing fitness instruction time, SOFIT)，以等距時間樣

本觀察方式，對於兒童的身體活動方式進行觀察。這個工具是用來觀察正常兒童與智能

障礙兒童體能活動程度的工具，在體育課及下課中，每 20 秒進行評分一次，由 1 分到 5

分分別代表躺著、坐著、站著、走路、激烈活動，以之評定兒童的體能活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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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動作評估方法與儀器

除了以動作發展量表評估基礎動作能力發展之外，近年來學者對於部分動作技巧，

也發展出更精密的評估工具與方式，例如運用力板則可以評估智能障礙兒童在站立時，

維持平衡的模式與維持平衡的時間(Anderson, Gebhart, Pease, & Ludwig, 1982; Di Fabio

& Foudriat, 1996; Kokubun et al., 1997; Suomi et al., 1992; Suomi & Koceja, 1994)，學者也

運用力板的原理發展出平衡測試儀(Stabilometer)來評估平衡能力(Boswell, 1991; Boswell,

1993; Rider & Abdulahad, 1991)。二度空間或是三度空間的動作分析設備也常被用來評估

兒童在站立時的平衡反應與動作模式(Kokubun et al., 1997; Okuzumi et al., 1997)。但是這

些儀器非常昂貴，無法在兒童的學習情境中施測，實驗室中評估所得的結果與平時表現

的一致性仍有待研究進ㄧ步探討。

三、唐氏症兒童的動作評估

對於唐氏症兒童動作發展的評估，Wang 與 Chang(1997)是以「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

表」的「平衡能力分測驗」進行唐氏症兒童的平衡能力。Connolly 與 Michael(1986)及

Connolly 等人(1993)也是以「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評估唐氏症兒童接受早期療育後

的動作發展。Virji-Babul 與 Brown(2004)則是以 3D 動作分析系統(3D VICON motion

analysis system)評估唐氏症兒童跨越障礙物時步態參數的改變。Mazzone 等人(2004)是以

質化及半量化方式評估唐氏症兒童自發性動作的品質，評估的向度包括：幅度

(amplitude)、速度(speed)、序列(sequence)、流暢與優雅性(fluency and elegance)以及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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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onset and offset)等五個面向。Russell 等人(1998)用「粗動作功能量表」評估唐氏症

兒童的動作發展。但這些研究大多僅呈現唐氏症兒童在動作表現上與一般兒童的差異，

對於差異的原因較少探討。

對於唐氏症兒童所做的能力評估信度如何？ Dunn (1978)發現信度與測試的項目有

關；對於智能障礙者而言，測量手的握力及對於視覺、聽覺刺激反應時間的信度較高，

對於跳遠等功能性活動的信度較低。Hennequin 等人(2000)評估唐氏症患者對於疼痛表

達的測試中，並沒有對唐氏症兒童進行信度考驗，因為唐氏症患者有某些特定困難，可

能會改變答案。因此對於唐氏症兒童的測試，應避免以直接詢問唐氏症兒童獲得資料，

而以直接測試與觀察的方式，較能正確評估唐氏症兒童的能力。

茲將有關兒童動作發展評估的工具，整理如下(表 2-1)



33

表 2-1、動作技巧發展評估工具一覽表

工具名稱 作者與年代

評估方法

適用年齡

與對象

評估向度

普渡知覺動作測

驗

Roach & Kephart

(1966)

問卷填寫 11 個分測驗，22 個項目。眼球控制、動態平衡、視覺

動作流暢性、黑板技巧、單側與雙側協調、上下半身

區分、形狀知覺、空間身體知覺

布氏歐氏動作效

能量表

Bruininks (1978) 現場施測

4.5-14.5 歲兒

童

粗動作：4 個分測驗

跑步速度與敏捷性、平衡、兩側協調、力量

粗動作與精細動作：「上肢協調」分測驗

精細動作：3 個分測驗

反應速度、視動控制、上肢速度與操作

俄亥俄州立大學

粗動作評估

Loovis & Ersing

(1979)

實際施測

學前與學齡

兒童

基礎動作技巧

皮巴迪發展性動

作量表

Folio & Fewell

(1983, 1st ed.)

(2000, 2nd ed.)

現場施測

0.5-71 月兒

童

粗大動作：4 個分測驗

反射、穩定性、移位、物品操控

精細動作：2 個分測驗

抓握、視動協調

粗動作發展測驗 Ulrich

(1985, 1st ed.)

(2000, 2nd ed.)

現場施測

3-10 歲兒童

移位：六項

跑步、躍馬步、單腳跳、飛躍跳、立定跳遠、滑步

物品操控：六項

兩手打擊、固定運球，接球、踢球、過肩丟球、低

手丟球

米勒學前評估表 Miller (1986) 實際施測

學前兒童

身體基模、視覺空間能力、上肢動作計劃技巧

兒童動作評估量

表

Henderson & Sugden

(1992)

現場施測

問卷填寫

4-12 歲兒童

手的靈巧性、球類技巧、靜態平衡、動態平衡

Papcsy-Depaepe

測試

DePaepe & Ciccaglione

(1993)

重度智能障

礙者

平衡能力

Knight & Rizzuto

平衡測試

Knight &

Rizzuto(1993)

國小學童 平衡能力

實際體育能力量

表

Yun & Ulrich (1997) 現場施測

7-13 歲兒童

立定跳遠、折返跑、打擊、投擲、踢球、投球、墊步

跳躍、接球、跳繩、運球

體適能教學時間

觀察系統

Faison-Hodge &

Porretta (2004)

觀察紀錄

學齡兒童

體能活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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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兒童感覺功能的評估

對於兒童感覺功能的評估，可以直接用儀器施測，以了解兒童的感覺功能。也可以

用感覺評估工具，由家長填寫兒童平常的表現，以了解感覺對於兒童各種功能性活動的

影響。

以本體覺測量為例，本體覺可以分為「關節位置感覺」、「運動覺」與「張力感覺」。

「關節位置感覺」是指在各種姿勢下，正確的知道靜態關節角度的能力，「運動覺」則

是指能夠察覺被動移動的閾限(threshold)或是動作的方向(Bouet & Gahery, 2000)，「張力

感覺」則是指能夠重新複製原先用力的大小(Riemann & Lephart, 2002a; Riemann &

Lephart, 2002b)。臨床上對於「關節位置感覺」有三種測量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將個體

關節固定在一個機器上，由機器以固定速度將關節移動到某一角度，回到原姿勢後，再

由機器以等速移動關節，當個體察覺到達原先角度時，就按停止開關，計算誤差的絕對

值。第二種方法則是先由施測者將受測者關節移到某一角度，回到起始姿勢，由受測者

自行將關節移動到原先位置。第三種方法則是施測者移動一側關節，受測者移動另一側

關節，複製相同角度。對於「動作感覺」的測量則有兩種，第一種方法是將腳以壓迫性

支架(compression splint)固定，由機械牽引關節支架，以極慢的速度(0.5/s)將關節伸直，

若受測者察覺到動作，則按控制器停止，重複十次，計算平均值作為閥值，第二種方法

則是與第一種類似，但是個體的關節是放在可調整的固定器上(Grob, Kuster, Higgins,

Lloyd, & Yat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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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與 Fang(2005)則是用腦幹聽覺誘發電位(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s,

BAEP)、視覺誘發電位(visual evoked potentials, VEP)及表皮感覺誘發電位(short latency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 SSEP)評估唐氏症嬰兒的感覺功能。結果發現有 20%的

唐氏症嬰兒有聽力喪失的問題，視覺訊號處理時間較長，視覺訊號的幅度也小於控制組

嬰兒，表皮感覺的訊號延遲也顯著長於控制組，顯示唐氏症兒童在感覺訊息的處理上有

較為延緩的現象。

「視動整合及知覺能力發展測驗」(Developmental Test of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and Perceptual Ability) (Bonifacci, 2004; Hammill, Pearson, & Voress, 1993)也是直接施

測，以了解兒童的視知覺功能。這個測驗是由八個分測驗構成，其中，「眼手協調」

(eye-hand coordination)、「仿畫」(copying)、「空間關係」(spatial relationship)、與「視動

速度」(visual-motor speed)等四個分測驗，形成「視動整合分數」(Visual-Motor Integration,

VMI)，另外四個不需要動作控制的分測驗「空間中的位置」(position in space)、「前後景

區辨」(figure ground)、「視覺完整性」(visual closure)、「形狀恆常」(form constancy)所得

的分數，則是「減少動作之視知覺指標」(Motor Reduced Visual Perception, MRVP)，VMI

與 MRVP 的加總則是「整體視知覺分數」(General Visual Perception, GVP)。這個量表適

用 6-10 歲國小兒童，但評估項目偏重於視知覺功能，無法評估其他的感覺功能。

「感覺行為量表」(Sensory Behavior Schedule)則是用來評估自閉症成年人的感覺功

能異常，這個工具也是由照顧者填寫受測者的行為表現，評估 10 個向度的感覺功能是

否有異常表現，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運動覺、本體覺、前庭覺、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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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以及偏好的感覺。但這個量表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診斷，而是為了引導介入與發展服

務計劃(Harrison & Hare, 2004)。這個量表的題目僅有 17 題，適用對象是成年自閉症患

者，並不適用唐氏症兒童。

但是對於唐氏症兒童來說，有些方法具有相當的危險性，有些則是要能理解複雜的

指令，有些則是要在研究室內接受儀器的檢測。因此有許多研究者是藉由照顧者平常的

觀察，以了解唐氏症兒童的感覺功能。研究者使用問卷或是量表方式，由父母或照顧者

依據兒童平常的表現填答。以 Dunn 等人發展的「感覺功能評量表」(sensory profile) (Dunn

& Brown, 1997; Dunn & Westman, 1997; Ermer & Dunn, 1998)為例，就是由家長或照顧者

的觀察來評估兒童的感覺功能。此一評量表共有 125 個項目，因素分析顯示有九個因素

可以顯示感覺調節功能以及反應，這九個因素分別是感覺尋找(sensory seeking)、情緒反

應(emotionally reactive)、低耐力/張力(low endurance/ tone)、口腔感覺敏感性(oral sensory

sensitivity)、分心(inattention/distractibility)、感覺註冊不佳(poor registration)、感覺敏感

性(sensory sensitivity)、習慣固定姿勢(sedentary)、精細動作/知覺(fine motor/perceptual)，

其中以感覺尋找所佔之變異量最大。另一個發現是，發展遲緩兒童的測試結果也顯示相

同的九個因素。研究者認為發展遲緩兒童的感覺功能異常可能是顯現在感覺反應的強度

或是期間，而非項目。

台灣曾美惠(民 87) 根據 Dunn 等人(Dunn & Brown, 1997; Dunn & Westman, 1997;

Ermer & Dunn, 1998)發展的「感覺史量表」(the Sensory Profile)，可以檢測 3-10 歲發展

遲緩兒童是否有感覺處理功能障礙，感覺史資料則包括八個分量表：聽覺、視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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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味覺/嗅覺、身體姿勢、動作、觸覺、情緒/社交等。因素分析結果得到八個因素：「尋

求感覺刺激」、「情緒反應」、「感覺敏感」、「感覺登錄不良」、「分心」、「精細動作/視知覺」、

「觸覺防禦」、「口腔敏感」。根據研究報告，該量表八個分量表的內在一致性相關係數

在 0.7-0.86 之間，3-6 歲孩童家長填寫重測信度達 0.93(曾美惠，民 87)。

唐氏症兒童常有感覺功能異常的問題。Turk 與 Patton(2000)調查唐氏症兒童、脆弱

染色體 X 症候群以及原發性智能障礙兒童的感覺功能，結果發現唐氏症兒童(N=45)患有

視覺及聽覺問題的比例分別為 65.9%及 38.6%，遠高於其他類型障礙兒童，顯示感覺功

能異常是唐氏症兒童常見的問題。Hennequin 等人(2000)以冰塊刺激評估 24 名唐氏症患

者與一般人對於疼痛的反應。結果發現，在手腕及太陽穴部位，疼痛延遲的時間都顯著

多於控制組；另外在指出刺激位置的正確性測試上，唐氏症組患者的錯誤量，不論在手

部、臉部或是口腔部位，都顯著高於控制組受試者。這顯示唐氏症患者對於感覺刺激的

較不敏感，對於感覺訊息的處理也較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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