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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流程如下：

一、將研究想法轉化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由於研究者在早期療育服務過程中接觸許

多唐氏症兒童，希望能夠有效協助他們的動作發展，因此希望探討本體覺輸入對於

唐氏症動作表現的影響，並且希望比較與年齡相當正常發展兒童之間的差異。

二、進行文獻探討：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開始蒐集發展遲緩兒童動作發展的相關文

獻，並且將這些文獻分類整理，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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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文獻，以作為研究理論

的基礎和研究方法的參考。

三、決定研究方法：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形成研究假設，定義研究變項，確認研

究方法，選擇符合研究目的的動作表現與感覺功能的評估工具，並設計研究中操作

不同本體覺輸入的方法。

四、進行研究資料蒐集：(詳見圖 3-1)

(一) 召募研究參與者：在唐氏症組兒童方面，本研究與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及南投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個案管理中心合作，招募四歲以上七歲以下唐

氏症兒童。對照組兒童，則是與台中市某幼托園所合作，分發研究說明書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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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七歲以下兒童的家長，邀請家長同意兒童參與此ㄧ研究。所有研究參與

者在參與研究之前，均由研究者告知監護人兒童所需接受的評估與測試，解釋

可能的危險與效益，並由監護人簽署研究參與者同意書(見附錄一)。

(二) 進行實驗研究：蒐集本研究預定在三種本體覺輸入情境下評估研究參與者的動

作表現，以了解本體覺輸入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並由主要照顧者填寫「感覺

史量表」，以了解兒童感覺功能的發展。

(三) 資料蒐集與分析

(四) 完成研究報告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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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步驟圖

招募研究參與者

監護人簽署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測試情境 A:
沒有改變本體覺輸入情境下
評估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對照組兒童 21 名唐氏症組兒童 21 名

感覺史量表

測試情境 B:
不對稱本體覺輸入增加情境
評估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研究者施測

家長填寫

測試情境 C:
對稱本體覺輸入增加情境
評估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選擇測試情境順序

六選一

A→B→C

A→C→B

B→A→C
B→C→A

C→A→B

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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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研究問題一與研究問題二主要探討唐氏症兒童與年齡相當的正常發展兒童之動作

表現與感覺功能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以分組比較研究設計，評估兩組兒童的動作表現與

感覺功能。

研究問題三在探討感覺功能與動作表現的關係，本研究以相關性研究法，分析各種

感覺功能與動作表現之間的相關性。

研究問題四是探討改變本體感覺輸入時，對於兒童運動表現的影響，組別之間是否

有差異。本研究以因果關係研究法，用重複量測的方式，讓兩組兒童在三種感覺輸入情

境下接受動作測試，以了解不同本體覺輸入對於動作表現的影響。為了避免重複測試的

學習效果，本研究中三種感覺輸入情境，以隨機方式選取六種順序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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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參與者分為兩組，ㄧ組為唐氏症兒童組，ㄧ組為對照組。

本研究採取實足年齡配對設計，每ㄧ組研究參與者各有 21 位小朋友，研究參與者基本

資料詳見表 3-1。

表 3-1、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唐氏症組兒童(N=21) 對照組兒童(N=21)
年齡 (月) 68.1±8.3 (53.0-82.4) 67.3±7.3 (54.9-76.3)
父親年齡 (歲) 37.4±5.9 (24-48) 37.4±4.7 (31-47)
母親年齡 (歲) 34.5±5.2 (24-47) 34.9±3.3 (30-41)
身高 (公分)* 103.3±5.8(92-117) 115.1±6.5 (99-125)
體重 (公斤)* 17.3±2.4 (14-22) 21.8±3.7 (17-28.2)
性別 男 18 (85.7%) 14 (66.7%)

女 3 (14.3%) 7 (33.3%)
慣用手 左 6 (28.6%) 5 (23.8%)

右 10 (47.6%) 14 (66.7%)
混合 5 (23.8%) 2 (9.5%)

慣用腳 左 5 (23.8%) 4 (19.0%)
右 14 (66.7%) 16 (76.2%)
混合 2 (9.5%) 1 (4.8%)

聽障 A 4(19.0%) 0(0%)
弱視 A 12(57.1%) 0(0%)
色盲 0(0%) 0(0%)
長期服藥 A 4(19.0%) 0(0%)
語言遲緩 A 16(76.2%) 0(0%)
認知遲緩 A 14(66.6%) 0(0%)
*: 變異數分析(ANOVA)組別間有顯著差異。

A: 卡方檢定組別間有顯著差異。

唐氏症組之兒童，選取的條件包括：年齡必須在四歲以上七歲以下，且有各縣市早

期療育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中心之鑑定報告，沒有身體結構異常，沒有色盲，弱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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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配帶矯正眼鏡，能夠理解與遵循口語指令。對照組兒童必需是通過兒童發展篩檢的

正常發展兒童，沒有色盲等視覺障礙，能夠遵循口語指令，且年齡必須在四歲到七歲之

間。每位研究參與者之家長於參與研究前均被告知完整之評估流程，研究參與者有權於

任何時期退出研究，研究參與者家長若同意兒童參與本研究，皆需簽署受試同意書(見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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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評估方法與工具

本節說明本研究使用的評估工具，評估方式以及測試情境。

本研究的評估工具有二，以下分別說明兩種工具的內容與評估方式。

一、 「感覺史量表」

這是曾美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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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後用以評估兒童

感覺功能的工具(見附錄二)。這個工具是由兒童的照顧者填寫，可以檢測 3-10 歲兒童是

否有感覺處理功能障礙。Dunn 等人的研究證實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Dunn &

Brown, 1997; Dunn & Westman, 1997; Ermer & Dunn, 1998)。該量表經過曾美惠三次修訂

結果，刪除內在一致性相關係數低的題目，合併重複性高的題目，並改寫為國中程度家

長可以理解的題目，最後成為 100 題合乎我國語言、文化背景的感覺處理功能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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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87)。

「感覺史量表」的內容可以分為基本資料及感覺史資料。基本資料包括：診斷，其

他神經學檢查結果，父母親年齡、父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親職業，小孩是否有服藥，母

親生產時的問題。感覺史資料則包括八個分量表：聽覺、視覺、活動量、味覺/嗅覺、身

體姿勢、動作、觸覺、情緒/社交等。每個題目依照小孩目前狀況(最近半年)與同年齡小

孩相較發生的頻率來勾選，發生頻率共分為五級，分別是：總是、經常、有時、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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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另外若是某些項目父母沒有機會讓他從事該活動，則勾選「不適用」。兒童某項

行為出現頻率越高則得分越低，若「總是」出現則得 1 分，「經常」出現得 2 分，「有時」

出現得 3 分，「很少」出現得 4 分，「從不」出現得 5 分。所有題目經過分析歸類後可以

得到八種感覺功能異常的分數，分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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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感覺功能

都有原始分數，分數越低代表感覺功能異常造成某些行為出現的頻率越高，另外原始分

數可以與常模對照得到 z 分數，並以 z 分數做為感覺功能障礙分級的依據(見附錄三)。

二、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Broadhead & Church, 1982; Bruininks, 1978;

Connolly & Michael, 1986; DePaepe & Ciccaglione, 1993)。

本研究希望評估四歲以上七歲以下唐氏症幼兒的動作表現，因此希望評估工具能夠

涵蓋粗動作與精細動作的評估內容，並且能夠評估兒童在移位能力、平衡能力、物品傳

接能力、反應敏捷性，以及上肢協調性與視動能力，以現有動作評估工具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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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於本研究參

與者的年齡層。「粗動作發展測驗」可以測試 3-10 歲兒童移位能力與物品操控能力，但

是缺少對於平衡能力的評估，因此也不適用於本研究。「兒童動作評估量表」常被用來

評估發展性協調障礙兒童的動作能力，但內容缺少移位能力的評估，「Papcsy-Depaepe 測

試」與「Knight 與 Rizzuto 平衡測試」僅能測試平衡能力，「實際體育能力量表」內容

缺少上肢動作能力的評估，都不適用於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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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動作表現是以「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評估，適用於 4.5 歲到

14.5 歲兒童。這個量表測試的動作能力包括：「跑步速度與敏捷性」(running speed and

agility)、「平衡」(balance)、「兩側協調性」(bilateral coordination)、「肌力」(strength)、「上

肢協調性」(upper limb coordination)、「反應速度」(respond speed)、「視動控制」(visual-motor

control)、「上肢速度與靈巧性」(upper-limb speed and dexterity)等八個向度 (Bruininks,

1978; Krus, Bruininks, & Robertson, 1981)。「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量表信度的建立是

經由重複測試 63 位二年級及 63 位六年級學童而得，粗動作分測驗的信度為.81，精細動

作為.80，整個量表的信度達到.87(Bruininks, 1978; Krus, Bruininks, & Robertson, 1981)。

雖然評估項目達 46 項，對唐氏症兒童來說過於繁多，但有簡表的設計，可以在較短的

時間內，完成對於八個動作能力向度的觀察，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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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研究報告

也證實的簡表與完整測試的同時效度達到 0.90 (Bruininks, 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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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要重複測試動作表現 3 次，若是以完整版測試，

測試時間將長達三小時，對於唐氏症兒童來說，勢必無法完成測試，因此本研究決定以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作為評估唐氏症兒童動作表現的工具，能夠在一個小

時內完成評估，也能看到兒童在各層面動作能力的表現。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的發展是為了提供動作能力簡短的評估，適用於

短時間內評估較大量兒童的情形，以下介紹簡表的組成、評分與施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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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表共有十四個項目，這些項目選取的標準包括：

1. 測驗項目與各分測驗及總測驗的相關性：簡表選取相關性較高的項目。

2. 測驗項目所適用的年齡層廣泛：且能提供動作效能評估有用的資訊，不同

年齡小朋友的表現容易區分出來，不會有天花板效應或是地板效應。

3. 安排測試儀器與施測所需要的時間：能夠簡單安排場地與儀器，不需要複

雜昂貴的器材，並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施測。

4. 測驗項目評分的簡易程度：容易進行施測人員訓練，評分標準明確簡單，

避免因為施測人員不熟悉規則或計分標準而造成誤差。

(二) 各測驗項目的原始分數，可以根據施測說明轉換為項目點數分數(item point

score)，項目點數分數總和可以查表得到各年齡層的百分等級。而測驗原始分

數的記分方式有四種：

1. 完成某一項測試的時間：例如「跑步速度及敏捷性」將跑步時間換算為點

數分數。

2. 某一固定時間內完成的次數：例如「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記錄 15 秒內

點在圓圏內的點數，再換算為點數分數。

3. 執行某項工作犯錯的次數。：例如「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計

算超出平行通道的次數，再換算為點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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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某項目通過或不通過：例如「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可以依照通過

標準作出來，就算通過，點數分數為 1 分。

(三) 慣用邊測試：評估開始前，先測試慣用手，測試方法如下

1. 請參與者用過肩丟球的方式，將小球丟給評估者。記錄丟球的手，讓小朋

友再丟一次，若小朋友換手丟造成不確定性，再請小朋友丟一次，若還是

無法確定，則問小朋友平常是用那一手刷牙、寫字或是梳頭。

2. 將皮球放在參與者兩腳中間，請參與者將球踢給評估者。記錄踢球的手，

讓小朋友再踢一次，若小朋友換腳踢造成不確定性，再請小朋友踢一次，

若小朋友沒有明顯的慣用腳，則記錄為混合。

(四) 施測方式說明：整個測試時間約需時 15-20 分鐘，各項目測試的內容如下

1.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

(1) 地上貼膠帶如圖 3-3，顯示起點線、計時線以及終點線。

(2) 請小朋友由起點線開始跑，跑到終點線拿起積木，儘速跑回起點線。

(3) 施測者在計時線，當小朋友跑過計時線時，開始計時，回來通過計時

線時，停止計時。



49

2. 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

(1) 指導語：把腳站在平衡木上，將另外一腳舉起(示範)，把手放在腰上，

注視目標，一直站著直到我叫你停。

(2) 站 10 秒後，請研究參與者停止。

(3) 若下列情形停止計時

A. 舉起之腳踩到地板上

B. 提醒一次之後，舉起之腳彎曲仍低於 45 度

C. 舉起之腳勾著支撐腳

D. 支撐腳移開原站立位置

(4) 紀錄維持正確姿勢之時間，若第一次沒有到 10 秒，做第二次。

3. 以腳尖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

(1) 指導語：把腳站在平衡木上，把手放在腰上，當你走時，要像我一樣

起點線

91.4cm

計時線

15.2cm

終點線

91.4cm

積木

15 yards (13.7 m)

圖 3-2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測試場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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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跟碰到腳尖(示範)，慢慢沿著平衡木向前走到底。

(2) 計算正確走法的步數，正確為 1，不正確記為 0。

(3) 1-1-0-1-1-0：表示四步正確，兩步不正確，得分 4。

(4) 若第一次沒有得六分，做第二次。

4. 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

(1) 指導語：兩腳交替踏步向我一樣(示範)，持續踏步同時，將手靠近身

體手肘彎曲伸出食指，用手指頭畫圈圈，手不能動，直到我叫你停。

(2) 開始計時，若研究參與者有節拍出現，研究參與者數拍子，若下列情

形停止數拍子

A. 沒有持續保持節拍、沒有交替踏步、手指沒有同時畫圈

B. 用手腕或前臂畫圈、沒有劃整個圓圈

(3) 90 秒嘗試期(不可超過)中有 10 步連續踏步及畫圈正確，給點數分數 1

分，否則給 0 分。

5. 雙腳跳起鼓掌

(1) 指導語：當我說開始，直接向上跳高，越高越好，當你跳起來時，雙

手在面前快速鼓掌，越多次越好(示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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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拍手次數，但雙腳著地時拍手以及在胸部以下拍手都不算。

(3) 若第一次次數不夠多，可以再做第二次。

6. 雙腳跳遠

(1) 指導語：站在線後，兩腳打開與肩同寬，屈膝，身體向前，手向後擺

動幾次，當我說開始，手向後擺動，雙腳用力向前跳，手擺盪向前，

雙腳著地，記得，要屈膝，手向後擺，儘量向前跳，當你跳起來時，

手要儘量向前擺，要兩腳著地，若失去平衡跌倒，記得向前倒，好，

開始。

(2) 跳三次，量距離起始線最近的點與起始線之間的點數分數與距離。

7. 雙手接球

(1) 研究參與者用雙手接到由 3 公尺外丟來的網球

(2) 指導語： 站在墊子上，當我把網球丟給你，用兩手接(施測者用低手

丟球方式，使球在接到時，是在胸與腰際之間)，注意每次都要用兩

手接。

(3) 一次練習，五次記分，計算正確接球次數。

(4) 若有下列情形不計入次數

A. 沒有接到球或是靠著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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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腳離開墊子

C. 用一手接

8. 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

(1) 研究參與者用慣用手丟球到 1.5 公尺外的目標。

(2) 指導語： 站在線後面，用過肩方式把網球丟到牛眼(目標物)，(受測

者練習一次)，好，開始。

(3) 一次練習，五次記分，計算正確丟球次數。

(4) 若有下列情形不計入次數

A. 沒有丟到目標

B. 低手丟球

C. 越過線

9. 反應速度

(1) 研究參與者用慣用手平貼牆上，緊靠反應尺，評估者將反應尺固定在

牆上，當評估者放開反應尺，研究參與者以拇指將反應尺停住。

(2) 測試：兩次練習，七次記分。

(3) 指導語：(評估者坐在研究參與者旁)我們來看看你可以多快的停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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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掉下來的尺(評估者將尺擺在起始線)(將受測者的手擺在牆上，拇指

離開尺放在紅線上方 1 吋的高度)，注意看尺上的紅線，當紅線移動

時，儘快用拇指按住這支尺，我在讓這支尺掉落前，我會說「準備好

了嗎？」，然後你要注視尺上的紅線，當紅線移動時，儘快用拇指按

住這支尺，讓研究參與者練習兩次。

(4) 施測：當評估者說「準備好了嗎？」就在心裡默念千分之一、千分之

二、…

(5) 各次念的秒數如下

A. 第一次練習：1 秒

B. 第二次練習：3 秒

C. 第一次測試：2 秒

D. 第二次測試：3 秒

E. 第三次測試：1 秒

F. 第四次測試：3 秒

G. 第五次測試：2 秒

H. 第六次測試：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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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七次測試：1 秒

(6) 記分：

A. 若受測者沒有看紅線或是提早按住，則重新施測。

B. 若尺掉到地上，得 0 分。

C. 將七次得分依高低排序，以中間分數作為本分測驗得分。

D. 例如 8-7-6-5-4-4-3，則點數分數為 5。

10.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見圖 3-3)

(1) 做一次，允許小朋友慢慢畫。計算超出線外的錯誤量。

(2) 指導語：這是一條路，用紅筆由此開始畫線到路的終點，不要畫到路

外面，慢慢畫，好，開始。

(3) 每超出一次，計算一次錯誤，但是超出長度每超過 1.27cm，就多算一

次錯誤。

11. 用慣用手仿畫一個圓圈(見圖 3-4)

圖 3-3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測試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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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一次，計算錯誤。

(2) 指導語：看這框框內的形狀，在下面框框用筆劃一個一模一樣的，慢

慢畫，好，開始。

(3) 小朋友可以塗掉，評估者將手固定在寫子板上，不要讓板子移動超過

45 度。

(4) 參照操作手冊附錄評分(見圖 3-5)。

圖 3-4 「用慣用手仿畫一個圓圈」測試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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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圖樣

1 分圖樣

0 分圖樣

12. 用慣用手仿畫重疊的鉛筆(見圖 3-6)

(1) 做一次，計算錯誤。

圖 3-5 「用慣用手仿畫一個圓圈」評分標準圖樣

圖 3-6 「用慣用手仿畫重疊的鉛筆」測試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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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導語：看這框框內的形狀，在下面框框用筆劃一個一模一樣的，慢

慢畫，好，開始。

(3) 小朋友可以塗掉，評估者將手固定在寫子板上，不要讓板子移動超過

45 度。

(4) 參照操作手冊附錄評分。(見圖 3-7)

2 分圖樣

1 分圖樣

0 分圖樣

圖 3-7 「用慣用手仿畫重疊的鉛筆」評分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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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

(1) 研究參與者以慣用手將一疊紙牌，上面分別有紅色正方形與藍色圓形

的圖案(見圖 3-8)，依照不同類別紙牌分類為兩疊，記錄 15 秒內正確

分類的紙牌數。

(2) 嘗試一次，記錄一次。

(3) 指導語：(在測試墊板上指定位置放一張藍色圓形紙牌一張紅色正方

形紙牌，將剩下的紙牌洗牌)當我說開始，用慣用手將所有紅色正方

形紙牌放在這裡，藍色圓形紙牌放在那裡，一次只能拿一張，用非慣

用手拿牌，慣用手放牌。好，現在試試看(練習五張之後，將牌拿回，

圖 3-8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紙牌樣式

紅色紙牌 藍色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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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洗牌)。現在準備開始分牌，要一直做到我叫你停。預備、開始。

(4) 當小朋友碰到紙牌開始計時，計算 15 秒內正確放好的紙牌。

14. 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

(1) 研究參與者以慣用手在題本的圈圈內畫點。計算 15 秒正確用鉛筆點

的點數。(見圖 3-9)

(2) 嘗試一次，記錄一次。

(3) 指導語：(將測驗紙夾在夾紙板上，將紅筆準備好)，當我說開始，用

慣用手拿紅筆在每個圈圈內畫一點，越快越好(用鉛筆橡皮擦端示範

由左到右)，讓小朋友在練習區內練習。

(4) 現在，我說開始妳就開始在每一個圈圈點一個點，直到我叫你停為

止，好，預備、開始。

(5) 當小朋友筆碰紙時開始計時，15 秒後，叫小朋友停，計算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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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用慣用手在圏圈內畫點」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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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預定以四肢增加重量的方式，改變研究參與者的本體覺輸入。本研究測試的

本體覺輸入情境有三，分別是：

一、測試情境 A：沒有改變本體覺輸入情境下，評估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參與

者穿著正常的衣服與鞋子，雙手與雙腳不配帶任何額外重量。

二、測試情境 B：參與者穿著正常的衣服與鞋子，慣用手與慣用腳各增加一磅的重量。

研究者以一磅重的甜圈圈助力器來增加重量，此助力器有鬆緊帶，方便研究者套在

研究參予者手腕上方及腳踝上方一吋處。

三、測試情境 C：參與者穿著正常的衣服與鞋子，雙手與雙腳各增加一磅的重量。研究

者以一磅重的甜圈圈助力器來增加重量，此助力器有鬆緊帶，方便研究者套在手腕

上方及腳踝上方一吋處。

所有參與者接受「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測試時，先抽取測試情境之順序，

以避免重複測試的學習效果。本研究設定的測試程序共有六種，分別是：

一、測試情境 A→測試情境 B→測試情境 C。

二、測試情境 A→測試情境 C→測試情境 B。

三、測試情境 B→測試情境 A→測試情境 C。

四、測試情境 B→測試情境 C→測試情境 A。

五、測試情境 C→測試情境 A→測試情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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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測試情境 C→測試情境 B→測試情境 A。

不同情境間轉換間隔 2 分鐘，若兒童顯示出疲累現象，則延長休息時間以避免疲勞

影響測試結果。評估結果唐氏症組兒童有 6 位是順序一、1 位順序二、2 位順序三、2

位順序四、2 位順序五、3 位順序六，另外有 4 位因為拒絕佩帶沙包重量，僅完成情境

A 的測試。對照組兒童有 4 位是順序一、11 位順序二、1 位順序三、2 位順序五、3 位

順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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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評估人員訓練、評估情境與信度考驗

本研究評估人員主要包括一位物理治療學系講師(研究者)及四位研究助理，該研究

者具有十四年小兒物理治療的教學與臨床經驗，對於各類兒童發展評估及動作表現評估

都非常熟悉，四位研究助理為物理治療學系二年級學生，修過「正常兒童發展學」課程。

在研究開始之前，研究者翻譯「布氏歐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的施測說明，並在研究

開始前招募選修過「正常兒童發展學」課程的同學，有 8 人願意擔任研究助理，研究者

舉辦 3 小時的「布氏歐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施測研習課程，並在課程結束後，舉行

學科測驗，擇優錄取前四名擔任研究助理的工作。

唐氏症兒童的評估，有 15 位在台中市唐氏症關愛協會，3 位在高雄市唐氏症關愛協

會的會址進行，另外 3 位則是分別在就讀的幼托園所測試，評估都是在獨立的空間評估

個案以避免干擾，研究者為主要評估者，兩位研究助理在旁協助提供所需工具，並且學

習如何對兒童進行施測。對照組兒童有幼稚園內的，評估也是在獨立空間進行，評估者

包括研究者及研究助理，研究助理在研究者的監督下進行 10 個正常發展兒童的測試，

確認所有步驟方法都是依照「布氏歐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施測說明進行與紀錄，才

獨立進行正常兒童動作表現的評估。

研究者隨機選取唐氏症組與對照組各 10 位小朋友，由第二位評估者同時進行評估

與評分，以考驗評估者間信度。結果發現在總分部份的評估者間信度達顯著相關(r=.99,

p<.001)。由於多數項目都是直接紀錄量測結果，不需要參閱某些標準評分，只有三項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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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控制評估項目必須對照附錄評分，以肯德爾相關係數分析評估者對於的評分一致性，

結果發現「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之 r=.998，「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之 r=.776，「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之 r=.743，都達到顯著相關(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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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蒐集、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節說明研究中所收集的資料類別內容。此外也說明如何分析研究資料以及所運用

的統計方法。

ㄧ、資料蒐集：本研究蒐集之資料包括：

(一) 基本資料：研究參與者性別、年齡、身高、體重、慣用邊、父母年齡，以及是

否有聽障、視障、色盲、弱視、認知遲緩或是語言遲緩的問題。

(二) 「感覺史量表」評估結果：感覺史量表在家長填答後，由台大職能治療學系曾

美惠老師之研究助理協助進行資料處理，可以得到八種感覺功能障礙的原始分

數與 z 分數。

1. 原始分數：本研究中這八種感覺功能障礙的原始分數分別以 SP1 至 SP8 代

表， SP1 代表「尋求感覺刺激」，SP2 代表「情緒反應」，SP3 代表「感

覺敏感」，SP4 代表「感覺登錄不良」，SP5 代表「分心」，SP6 代表「精

細動作/視知覺」，SP7 代表「觸覺防禦」，SP8 代表「口腔敏感」的原始分

數。

2. 分類等級：「感覺史量表」的分類等級是以原始分數根據年齡常模轉換成 z

分數計算，z 分數大於-1 為正常，本研究中分類為 1；z 分數小於或等於-1，

但大於-1.5 則為待加強，本研究中分類為 2；z 分數小於或等於-1.5，但大

於-2 則為失調，本研究中分類為 3；z 分數小於或等於-2 則為障礙，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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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類為 4。本研究分別以 SP1G 至 SP8G 依序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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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種感覺功能障礙的分類等級。

(三)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本研究中以 P 代表點數分數，A、B、C 代

表三種測試情境，1-14 分別代表「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的 14 個測試

項目，1「跑步速度及敏捷性」、2「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3「以腳尖

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4「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5「雙腳跳起

鼓掌」、6「雙腳跳遠」、7「雙手接球」、8「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9「反應

速度」、10「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11「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12「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13「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14「用慣用手

在圈圈內畫點」，各變數代碼詳見附錄四。

1. 原始成績：A1-A14，B1-B14，C1-C14。

2. 點數分數：PA1-PA14，PB1-PB14，PC1-PC14。

3. 點數分數總分：PA total，PB total，PC total。

4. 轉換後的標準分數(standard score)：SSA，SSB，SSC。

5. 百分等級(percentile rank)：PRA，PRB，PRC。

6. 九分等級(Stanine)：SA，S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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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

(一) 計算各組「感覺史量表」評估結果與「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原始成

績與點數分數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二) 為回答研究問題一有關動作表現組別間差異的問題，本研究使用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考驗研究參與者在測試情境 A，也就是沒有改變本體覺輸

入情境下「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原始成績及各項目原始成績與點數

分數在組別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對於等距變項，以皮爾遜相關係數分析方法

處理；對於類別變項或順序變項，則以肯道爾相關係數分析，分析兩組研究參

與者「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各項目原始成績與十四個點數分數之間

的相關性，

(三) 為回答研究問題二有關感覺功能組別間差異的問題，本研究使用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考驗研究參與者「感覺史量表」的原始總分在組別之間是

否有顯著差異，並以卡方檢定分析(Chi square)組別間感覺功能障礙分級是否有

顯著差異。

(四) 為回答研究問題三有關動作表現與感覺功能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對於等距變

項，以皮爾遜相關係數分析方法處理；對於類別變項或順序變項，則以肯道爾

相關係數分析，分析兩組研究參與者「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各項目

原始成績或是點數分數與「感覺史量表」八個向度原始分數及分類等級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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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

(五)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四，本研究以「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Repeated Measure

Analysis of Variance)分析「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的原始項目總分是

否受到組別與測試情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影響。

本研究以套裝統計軟體 SPSS10.0 for Windows 進行統計分析，在本研究中所有推論

統計之顯著差異值皆訂在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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