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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的孫世恆老師。個人在臨床工作上

常常協助訓練唐氏症兒童的動作發展，發現唐氏症兒童常常因為肌肉張力

過低，使得動作的控制與學習面臨困難。本人目前進行的一項研究計畫「本

體覺輸入對於唐氏症兒童動作表現的影響」，希望徵求四歲到七歲的小朋友

參與這個研究計畫，讓我們能夠對於如何訓練唐氏症兒童的動作能力有更

深入的瞭解。

參與這個研究計劃的小朋友都會接受「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

表的評估，這個評估會由本人及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助理施行，需時一個

小時。量表的內容是評估兒童的移位能力、協調性、平衡能力、反應速度

以及操作能力。我們會重覆在三種不同本體覺輸入的情況下施測，以瞭解

兒童在不同本體覺輸入情境下動作表現的差異。評估過程非常安全，並沒

有任何侵入性檢查程序。另一方面，參與的家長必須要填寫一份「感覺史

量表」，讓我們可以由兒童平時活動的表現，瞭解兒童是否面臨任何的感覺

功能困難。

若您同意您的小朋友參與此研究計畫，請您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並填寫您可以參與評估的時間，我們會儘速與您連繫安排評估的時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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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結束，我們會告訴您評估的結果，給予您提升小朋友動作能力的建議，

並且致贈一份精美的禮物，以感謝您熱情的參與。

最後祝福您及您可愛的小朋友

平安健康、萬事如意

孫世恆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

若您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聯絡

(O)04-22053366-3128

(C)0953-667006

(email) shsun@mail.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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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本人 同意小朋友參與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孫

世恆老師主持之研究計劃「本體覺輸入對於唐氏症兒童動作表現的影響」。

本人暸解小朋友必須接受「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之評估，本人

也同意填寫「感覺史量表」。本人授權孫世恆老師將評估資料作為研究用

途，但不得公開揭露幼兒資料或作為他用。

 本人同意錄影及拍照並獲得影帶一份。

 本人不同意錄影或拍照。

此致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孫世恆老師

兒童姓名： 立同意書人(監護人)簽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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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覺 史 量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孩童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年齡 歲 月

填表者： 與兒童關係:老師 家長 其他: 聯絡電話：

量表由 治療師協助完成

一、孩童是否有以下診斷或問題：
1 無 ，若答無者，請跳至第二題繼續作答。
如有，請勾選以下診斷（可複選）： 歲被診斷，由 科醫師診斷，項目代號 ，

或其他 。
2 早產兒（懷孕週數 週，出生體重 克）
3 發展遲緩，並請勾選哪一方面遲緩（可複選）語言，動作，認知，其他
4 學習障礙（非智能障礙引起）
5 過動兒，活動量大且注意力缺損、僅注意力缺失
6 唐氏症， 其他染色體或基因異常：
7 腦性麻痺
8 自閉症，若有，請勾選障礙程度：高功能，輕度，中度，重度
9 智能障礙，若有，請勾選障礙程度：邊緣，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10 肢體障礙 11 聽覺障礙（聾或需助聽器）
12 視覺障礙（盲） 視力問題，如重度散光，重度近視、重度遠視或
13 感覺統合障礙
14 發展型動作協調障礙（動作笨拙不協調）
15 語言發展遲緩，並請勾選哪一方面遲緩（可複選）：表達，理解，發音，

其他溝通問題
16 情緒障礙 17 行為問題或行為障礙(conduct disorder)
18 腦傷或腦部病變、感染，說明
19 癲癇 20 先天性心臟病 21 癌症

二、其他診斷或問題 或神經學檢查與結果：____ _______（MRI、CT、腦波）

三、父親年齡： 足歲

四、父親教育程度： 1 小學 2 初中 3 高中/高職 4 專科 5 大學 6 研究所

五、母親年齡： 足歲

六、母親教育程度：1 小學 2 初中 3 高中/高職 4 專科 5 大學 6 研究所

七、父親職業： ，母親職業：

八、小孩是否有長期服藥？ 0 否， 1 是，用途為 藥名

九、母親產前及產中之特殊問題及發現：

附錄二、感覺史量表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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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同年齡的孩子比較，請在以下描述的情況中，勾選出()最足以代表您的孩子目前情況
(最近半年)的頻率，並在「其他意見或觀察」欄填寫任何需要補充之說明。

各反應頻率說明如下：
1. 總是：在下列所描述的情況，孩子不論何種情況都會出現此反應。意謂 100%。
2. 經常：在下列所描述的情況，孩子通常會出現此反應，意謂至少出現 75%的頻率。
3. 有時：在下列所描述的情況，孩子出現此反應的頻率大約 50%。
4. 很少：在下列所描述的情況，孩子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會出現此反應頻率少於 25%。
5. 從不：在下列所描述的情況，孩子從來不會出現此反應，即從來未發生過，頻率 0%。
6. 不適用：沒有機會讓他從事此活動，例如從來沒有讓他爬高過。

一、聽覺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對於非預期的或大聲噪音（如吸塵器、狗吠、吹風機）

會有負面的情緒反應 (如哭鬧，或痛苦的表情）

2. 在吵雜的環境下，容易分心或無法從事活動

3. 喜歡奇怪的聲響或噪音，並因而製造此種噪音或聲響

4. 在一般情況下，會以雙手摀住耳朵

5. 無法在有擾人的背景聲音（如電風扇、電冰箱）下從事

活動（如遊戲、寫功課）

6. 被叫到名字時沒反應

7. 從事活動時（如畫畫、遊戲等）從頭到尾一直自言自語

8. 在人多吵雜的環境中，顯得無法注意到週遭發生的事情

其他意見或觀察：

二、視覺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對亮光（如從車窗射入的陽光）會顯出不舒服或逃避

2. 會仔細地看人或物品, 須很久才看懂

3. 喜歡待在黑暗的地方

4. 與同年齡的孩子比較，所寫的字難以被人辨識

5. 與同年齡的孩子比較，拼圖有困難

6. 對於上下樓梯或人行道顯得猶豫遲疑

7. 沒有方向感（如容易迷路）

8. 當他人都已適應環境中較明亮的光線了，他仍會覺得不適

9. 在複雜背景中（如在很亂的房間中找鞋子，或塞得滿滿的

抽屜中找玩具）找尋物品覺得艱難

10. 對在線內著色，或字寫在格子內，感到困難

11. 在明亮的環境中，會將眼睛遮起來或瞇著眼睛

12. 房間中有任何人走動，都會讓他分心去注視

13. 避免與人視線接觸

14. 沒注意到有人進入房間

其他意見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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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量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在遊戲中，常更換不同的活動而影響遊戲進行

2. 總是動個不停

3. 會花大半天的時間玩靜態遊戲

4. 維持其注意力有困難

5. 經常逃避及討厭需持續注意力，或持續用腦的活動

其他意見或觀察：

四、味覺/嗅覺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小心翼翼地聞東西

2. 挑剔一般的飲食中的味道或氣味

3. 常常會去聞不能吃的物品（如聞木頭）

4. 只吃某些口味的食物（如只吃伴有醬油的食物）

（請列出 ： ）

5. 會嚼/舔不能吃的東西

6. 似乎無法聞出強烈的氣味 (如：髮膠的氣味、煮菜時的

油煙味）

其他意見或觀察：

五、身體姿勢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在沒有考慮安全的情況下，從事摔跳的活動，如摔跳到

沙發上

2. 即使在熟悉的環境中也喜歡黏著人、家具、物體，似乎

不敢放手離開

3. 力氣似乎不夠（如抓握力氣虛弱）

4. 一般而言，耐力差，容易累，（如當他站著或維持在某

一姿勢時，易疲倦；或坐在桌前，以手臂托住下巴）

5. 踮著腳尖走路

6. 顯得很喜歡摔跳的動作

7. 動作僵直

8. 常顯得懶洋洋沒有精神

其他意見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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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動作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當雙腳離開地面時變得焦慮不安

2. 害怕跌倒或高的地方

3. 不喜歡玩頭倒過來的活動（如翻筋斗）或身體互相扭碰的

遊戲（如被抱起丟到半空中、與大人一起在地板上滾、互

相搔癢等）

4. 避免攀爬、跳躍、雙腳跳或經過不平地面

5. 喜歡去玩各種動態活動（如爬上爬下、旋轉、跳躍）以致

於影響日常生活活動的進行

6. 喜歡玩靜態遊戲

7. 不喜歡遊樂場中會動的遊樂設施

8. 在活動中會不自覺地搖晃身體（如看電視或做功課時）

9. 持續地尋求各種動態遊戲（如大人幫他旋轉、坐旋轉木馬、

玩遊樂場中會動的設施）

10. 在遊戲中做出過度危險的動作（如爬上高的樹、從高的家

具上跳下等等）

11. 不喜歡乘車

12. 即使彎腰或身體傾斜時，仍將頭抬得直直的

13. 經常整天自轉或轉圈圈

14. 扶著牆或欄杆走路

15. 當從洗臉槽或桌子下，彎腰起來後變得失去方向感

16. 在動態遊戲後，變得過度興奮

17. 回頭看您時，須整個轉過身來或需頭與身體一起動

其他意見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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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觸覺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會避免把他自己弄得“髒兮兮”（如漿糊、沙子、指畫、膠水）

2. 在梳洗時顯得苦惱（如剪頭髮、洗臉、剪指甲）

3. 天暖時喜歡穿長袖衣服，或天冷時喜歡穿短袖衣服

4. 醫師檢查牙齒或刷牙時，會強烈拒絕

5. 對某些布料敏感或感覺不舒服（如特別對某些衣服或床單）

6. 一直碰觸他人或物體，以致引起別人反感

7. 會因為穿鞋襪而感到不舒適

8. 避免打赤腳，特別是在沙灘上或草地上

9. 當碰觸他時，會有情緒化或攻擊性反應

10. 在個人梳洗上，有特殊或固定的方式，如只用某種特定的

香皂、牙刷，或毛巾

11. 挑剔吃的東西，特別在質感方面

12. 不敢接近噴濺起來的水花

13. 對與人靠近時（如排隊）顯得為難或不安

14. 會用手摩擦或搔抓曾被人碰觸的部位

15. 對於在口中的食物或食具（如湯匙）容易有作嘔反應（吐

出嘴巴的反應）

16. 特別想碰觸某些玩具、表面或材質 （如絲襪）

17. 討厭穿鞋，喜歡打赤腳

18. 常將物品放在嘴巴裡咬（如筆、手）

19. 對痛及冷熱不易察覺

20. 似乎沒注意到有人摸他的手臂或背部

21. 似乎沒注意到臉或手弄髒了

22. 衣服穿得皺巴巴也無所謂

其他意見或觀察：



174

八、情緒/社交 x1 x2 x3 x4 x5 平均值

總是

100%

經常

75%

有時

50%

很少

25%

從不

0%

不適用

1. 使用沒效率的方法做事，（例如收拾玩具不得法）

2. 似乎很難喜歡自己

3. 較其他小孩需要更多保護

4. 總是長不大的樣子

5. 對別人過度親暱

6. 對批評很敏感

7. 似乎很焦慮

8. 沒有辦法控制情緒，容易惹事生非

9. 當從事的活動不順心時，會立即放棄活動或爆發情緒

10. 很難忍受計畫或期望的改變

11. 覺得自己很笨或很差

12. 很頑固或不合作

13. 對已習慣的方式或作息的改變很難忍受

14. 常做惡夢

15. 常有某種恐懼感而影響日常生活

16. 不表達情緒

17. 無法理解別人的肢體語言或臉部表情

18. 容易哭

19. 缺乏幽默感

20. 很難交到朋友

其他意見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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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 職能治療學系

感 覺 史 評 量 結 果 報 告
孩童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女 年齡: 歲 月

評量結果 正常：>-1 待加強：<= -1.0 SD 失調：<= -1.5SD 障礙：<= -2.0 SD

原始分數 標準差分數 評 語

1. 尋求感覺刺激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可能是中樞神經對於環境中的感覺刺激接收不足或閾值過

高，以致有尋求感覺刺激之代償行為，或孩童有過動症。

2. 情緒反應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可能是孩童之感覺處理功能失調，或能力不足而自信低落，

所致之退縮、自我形象不良之情緒和行為反應。

3. 感覺敏感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對大動作活動，例如：攀爬、跳躍、身體移位幅度較大或速

度較快等活動，所產生的動作性刺激調節不當或閾值過低，而致有過

度敏感或重力不安全感現象，或有耐力不足問題。

4. 感覺登錄不良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可能是中樞神經對感覺刺激的處理不當，或對感覺刺激的閾

值過高，以致孩童並未知覺到環境中的觸覺、視覺、聽覺、動作覺等

刺激。

5. 分心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可能是中樞神經對於反覆出現的感覺刺激無法習慣化，或孩

童對感覺刺激之閾值過低，以致孩童一直為環境中的刺激所干擾而分

心，或孩童可能有注意力缺損過動症。

6. 精細動作/視知覺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可能是孩童的精細動作技巧不足，或手眼協調能力不佳，或

視知覺功能有問題。

7. 觸覺防禦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可能是中樞神經對於觸覺刺激的調節不當，或孩童對觸覺刺

激的閾值過低，以致孩童對一般性的觸覺刺激有過度反應或防禦現象

以及負面的情緒反應。

8. 口腔敏感 正 常 / 待 加 強 / 失 調 / 障 礙

障礙者：可能是中樞神經對於觸覺刺激的調節不當，或孩童對觸覺刺

激的閾值過低，但此問題特別侷限在口腔部位，以致孩童對一般飲食

有敏感或過度反應現象以及負面的情緒反應。

附錄三、感覺史量表報告書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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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變項名稱對照表

變項 說明

SSA 測試情境 A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標準分數

PRA 測試情境 A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百分等級

SA 測試情境 A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標準位

PA1 測試情境 A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 點數分數

PA2 測試情境 A 「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 點數分數

PA3 測試情境 A 「以腳尖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 點數分數

PA4 測試情境 A 「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 點數分數

PA5 測試情境 A 「雙腳跳起鼓掌」 點數分數

PA6 測試情境 A 「雙腳跳遠」 點數分數

PA7 測試情境 A 「雙手接球」 點數分數

PA8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 點數分數

PA9 測試情境 A 「反應速度」點數分數 點數分數

PA10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 點數分數

PA11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點數分數

PA12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 點數分數

PA13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 點數分數

PA14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 點數分數

PA total 測試情境 A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總分

SSB 測試情境 B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標準分數

PRB 測試情境 B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百分等級

SB 測試情境 B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標準位

PB1 測試情境 B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 點數分數

PB2 測試情境 B 「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 點數分數

PB3 測試情境 B 「以腳尖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 點數分數

PB4 測試情境 B 「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 點數分數

PB5 測試情境 B 「雙腳跳起鼓掌」 點數分數

PB6 測試情境 B 「雙腳跳遠」 點數分數

PB7 測試情境 B 「雙手接球」 點數分數

PB8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 點數分數

PB9 測試情境 B 「反應速度」點數分數 點數分數

PB10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 點數分數

PB11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點數分數

PB12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 點數分數

PB13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 點數分數

PB14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 點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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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total 測試情境 B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總分

SSC 測試情境 C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標準分數

PRC 測試情境 C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百分等級

SC 測試情境 C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標準位

PC1 測試情境 C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 點數分數

PC2 測試情境 C 「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 點數分數

PC3 測試情境 C 「以腳尖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 點數分數

PC4 測試情境 C 「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 點數分數

PC5 測試情境 C 「雙腳跳起鼓掌」 點數分數

PC6 測試情境 C 「雙腳跳遠」 點數分數

PC7 測試情境 C 「雙手接球」 點數分數

PC8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 點數分數

PC9 測試情境 C 「反應速度」點數分數 點數分數

PC10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 點數分數

PC11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點數分數

PC12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 點數分數

PC13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 點數分數

PC14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 點數分數

PC total 測試情境 C 「布氏歐氏動作效能量表(簡表)」 總分

A1 測試情境 A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 原始成績

A2 測試情境 A 「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 原始成績

A3 測試情境 A 「以腳尖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 原始成績

A4 測試情境 A 「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 原始成績

A5 測試情境 A 「雙腳跳起鼓掌」 原始成績

A6 測試情境 A 「雙腳跳遠」 原始成績

A7 測試情境 A 「雙手接球」 原始成績

A8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 原始成績

A9 測試情境 A 「反應速度」點數分數 原始成績

A10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 原始成績

A11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原始成績

A12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 原始成績

A13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 原始成績

A14 測試情境 A 「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 原始成績

B1 測試情境 B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 原始成績

B2 測試情境 B 「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 原始成績

B3 測試情境 B 「以腳尖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 原始成績

B4 測試情境 B 「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 原始成績

B5 測試情境 B 「雙腳跳起鼓掌」 原始成績

B6 測試情境 B 「雙腳跳遠」 原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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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測試情境 B 「雙手接球」 原始成績

B8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 原始成績

B9 測試情境 B 「反應速度」點數分數 原始成績

B10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 原始成績

B11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原始成績

B12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 原始成績

B13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 原始成績

B14 測試情境 B 「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 原始成績

C1 測試情境 C 「跑步速度及敏捷性」 原始成績

C2 測試情境 C 「慣用腳單腳站立在平衡木上」 原始成績

C3 測試情境 C 「以腳尖腳跟方式向前走在平衡木上」 原始成績

C4 測試情境 C 「兩腳交替踏步手指同時畫圓」 原始成績

C5 測試情境 C 「雙腳跳起鼓掌」 原始成績

C6 測試情境 C 「雙腳跳遠」 原始成績

C7 測試情境 C 「雙手接球」 原始成績

C8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丟球擊中目標」 原始成績

C9 測試情境 C 「反應速度」點數分數 原始成績

C10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畫直線通過平行的通道」 原始成績

C11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複製畫一個圓圈」 原始成績

C12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複製畫重疊的鉛筆」 原始成績

C13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將紙牌分類」 原始成績

C14 測試情境 C 「用慣用手在圈圈內畫點」 原始成績

SP1G 感覺史量表 「尋求感覺刺激」 分類等級

SP2G 感覺史量表 「情緒反應」 分類等級

SP3G 感覺史量表 「感覺敏感」 分類等級

SP4G 感覺史量表 「感覺登錄不良」 分類等級

SP5G 感覺史量表 「分心」 分類等級

SP6G 感覺史量表 「精細動作/視知覺」 分類等級

SP7G 感覺史量表 「觸覺防禦」 分類等級

SP8G 感覺史量表 「口腔敏感」 分類等級

SP1 感覺史量表 「尋求感覺刺激」 原始分數

SP2 感覺史量表 「情緒反應」 原始分數

SP3 感覺史量表 「感覺敏感」 原始分數

SP4 感覺史量表 「感覺登錄不良」 原始分數

SP5 感覺史量表 「分心」 原始分數

SP6 感覺史量表 「精細動作/視知覺」 原始分數

SP7 感覺史量表 「觸覺防禦」 原始分數

SP8 感覺史量表 「口腔敏感」 原始分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