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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整合發展對發展遲緩兒童粗大動作
品質表現之影響
張茹茵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探討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表現、感覺整合發展
分群趨勢及不同分群粗大動作品質表現差異，瞭解各分群感覺整合發展與粗大動
作品質間相關性。共 82 位發展遲緩兒童完成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及學前兒童粗
大動作品質量表評量。運用描述性統計、感覺整合發展分數做二階段集群分析，
得二個最佳集群分組；以曼惠二氏 U 檢定法檢驗不同集群粗大動作品質差異、皮
爾森相關分析檢驗各集群感覺整合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關係。結果顯示：一、發
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約有四成落於失常範圍，粗大動作品質約有五成處發展
遲緩範圍；二、感覺整合發展可分常態發展與發展失常二集群，常態發展群之粗
大動作品質顯著較發展失常群佳；三、發展失常群部分粗大動作品質與感覺整合
發展相關，常態發展群之粗大動作品質與感覺整合發展表現未見相關性。綜而言
之，本研究探析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分群，並建議對感覺整合發展失常者
進行適當感覺發展訓練，以有助於粗大動作品質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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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gross-motor
quality in the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D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lusters of
sensory integration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to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s.
A total of 82 of children with DD completed the Preschooler Gross Motor Quality Scale
(PGMQS) and the caregiver’s ratings on the Sensory Integration (SI) Checklist were
collected. Two-step cluster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SI-based DD clusters based
on standard scores of the SI Checklist. Mann-Whitney U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measures on PGMQS between two clusters,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use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gross motor
qualit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nearly 40% of the DD are classified as impaired SI, and
more than 50% of the DD demonstrate delay in gross motor quality. A two-cluster model
best fit the SI checklist dataset. One group indicated normal SI functioning, whereas
the other demonstrated SI dysfunction. Group difference analyses showed that DD with
normal SI functioning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on gross motor quality. For the DD
with SI dysfunction,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SI Checklist and PFMQS were
also fou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appropriate SI interventions may help to improve gross
motor quality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Keywords: 	developmental delay, sensory integration, gross motor quality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依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
行細則》，發展遲緩兒童指在認知發展、生理發
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
技能等方面，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有發展異常情
形，並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確認，發
給證明之兒童；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辦法》中所認定之發展遲緩，則指未滿六歲之
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在知覺、
認知、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自理能力等方
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遲緩，且其障礙類別
無法確定者（教育部，2013）。聯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
曾指出，發展遲緩兒童發生率約 6% 至 8%，然
目前並未有被一致認可的標準，發生率也可能
因地區、相關政策界定等不同而有所差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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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rci 與 Kartal (2016) 的研究結果顯示，發展
遲緩兒童發生率約 6.4%；Yaghini 等人 (2015) 指
出，對 4 至 60 月齡的兒童而言，約 11.8% 有一
個或一個以上能力領域呈現明顯遲緩的現象。就
國內相關統計來看，Kuo、Muo、 Chang、和 Lin
(2015) 的研究顯示 1997 至 2008 年間，未滿六歲
之發展遲緩兒童盛行率由 0.16% 上升至 3.25%，
呈大幅增加趨勢；於 105 年至 107 年衛生福利部
公告的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通報概況
統計資料中，每年通報個案數均超過 23,000 人。
由於我國目前通報均需取得家長同意，可推估發
展遲緩幼兒實際人數應該比數據上所呈現的更
多，因此，了解發展遲緩兒童需求與能力特質十
分重要，相關資訊將有助於提供發展遲緩兒童適
切之早期療育服務。
於兒童發展過程中，透過感覺訊息和身體運
作不斷地互動協調，持續學習如何運用身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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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完成目標任務，並逐漸發展成較高層次目標
的複雜動作。感覺系統發展與整合讓兒童得以體
驗外在環境、適當解讀周遭情境。美國職能治療
師 Ayres (1972) 依據神經心理及神經發展理論所
發展而來的感覺整合發展（Sensory Integration，
簡稱 SI）理論基礎指出，適當的感覺處理過程，
能使個體有效地運用身體與環境互動，過程中透
過大腦整合、處理來自身體與環境的感覺刺激訊
息，以計畫並產出相對應行為，也因此兒童的外
顯行為與學習表現，常與大腦的感覺訊息處理或
整合不良、中樞神經系統低階層感覺動作調節困
難有關 (Ayres, 1972)。感覺整合發展可視為一種
神經處理過程，過程中組織與整合內在、外在的
各種感覺訊息，最終使個體能於情境中做出有效
的適應性反應 (Bundy, Lane, & Murray, 2002)；感
覺整合發展理論基礎為將大腦神經感覺整合行為
分成姿勢動作、兩側整合動作協調、感覺區辨、
感覺調適、肢體感覺運用、注意力與活動量、
情緒行為及人際關係等七個重點向度，若任一
向度功能產生問題，可能影響外顯行為表現適
當性 (Bundy, Lane, & Murray, 2002)。過往研究顯
示，感覺處理能力會影響兒童參與日常活動相關
能力 (Bar-Shalita, Vatine, & Parush, 2008; Hertzog,
Cermak, & Bar-Shalita, 2019)， 也 可 能 影 響 兒 童
在執行遊戲活動時的趣味度 (Bundy, Shia, Qi, &
Miller, 2007)。在感覺整合發展過程中會受到許
多因素影響，如中樞神經系統結構與功能、感覺
刺激經驗、內在驅動力、環境刺激、主動反應機
會等，實務上常透過臨床觀察、搭配運用如幼兒
感覺發展檢核表（李月卿、鄭信雄，1996）、感
覺處理能力剖析量表（曾美惠、陳姿蓉，2008）
等評量來瞭解兒童感覺處理能力表現。前述相關
檢核表或量表，多透過熟悉兒童者觀點，就兒童
於日常生活中感覺經驗的反應情形進行評量。
動作表現對於兒童的環境適應、人際互動、
認知學習等領域的發展均有相當之影響，動作執
行技巧與表現也將進一步影響兒童相關日常生
活功能與執行，若兒童的動作發展遲緩，可能
影響早期認知、社會等領域能力的發展。於動
作的組成中，粗大動作 (gross motor) 技巧指運用
特殊教育季刊

身體大肌肉所產生的動作表現，如維持姿勢、
走、跑、跳等。粗大動作發展有其順序性及發
展里程碑，而學齡前為粗大動作發展的關鍵時
期。研究指出，三至四歲幼兒約有 90% 以上已
具備主要的大肌肉技巧，如單腳穩定站立超過
一秒鐘、穩定向前走及向後走、向前跑、單腳
及雙腳跳、遠距離跳、向前踢球、手舉過肩擲
球等能力 (Frankenburg, Dodds, Archer, Shapiro, &
Bresnick, 1992)。依據 Gallahue 及 Ozmun (2012)
提出的動作發展分期理論，兒童動作發展約由二
歲開始進入基礎動作期 (fundamental movement
phase)，所有基礎動作在五歲前皆會發展出來，
直 到 六 歲， 而 基 礎 動 作 包 含 基 本 穩 定 性 動 作
(stability movements)、基本移動性動作 (locomotor
movements)、 基 本 操 作 性 動 作 (manipulative
movements) 等三種型式。對發展遲緩兒童而言，
動作表現能力與品質常有不理想的現象，劉雅茹
（2011）的研究發現，發展遲緩兒童在移位能力、
平衡能力這二項動作品質表現較為不理想，並顯
著不如一般發展兒童。由於動作能力發展在兒童
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透過適當的教學訓練使發
展遲緩兒童有更好的動作能力，將有助於其環境
探索與學習機會的提升。
日常生活與學習中的各項活動表現，均需
運用身體不同感覺接收器接收來自體內或外界的
感覺訊息後，傳遞至大腦進行統整與詮釋，最
後由動作器執行出適宜且有效的反應，使兒童能
在不同活動任務中，用適當的動作模式完成目標
以應變環境中挑戰。影響動作發展與品質表現的
因素很多，無論是先天或後天因素均有可能，先
天因素如神經肌肉控制損傷，後天因素則包含後
天環境刺激不足等。對發展遲緩兒童而言，動作
表現能力與品質常有不理想現象，而感覺整合發
展可能是其中一項影響因素，研究顯示，輕度
認知障礙兒童常有感覺動作障礙的問題 (Wuang,
Wang, Huang, & Su, 2008)。無論由行為表現或生
理性檢測結果來看，感覺調節能力均顯著影響
兒童的平衡相關表現（吳孟窈，2005）；Bril 與
Ledebt (1998) 的研究指出，姿勢－行走動作任務
(posturo-locomotor task) 的發展與前庭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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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關，其中好的頭部穩定與協調能力是感覺
整合發展的重要助力，而透過適當感覺整合發展
訓練活動介入，有助於身心障礙兒童粗大與精細
動作技能表現的提升 (Liu, 2013)。另外，發展遲
緩兒童粗大動作表現情形與其身體活動量有關，
故提供兒童從事大動作遊戲活動的機會是十分必
要且重要的（吳尚書，2010；劉鶴珣，2007）；
劉鶴珣（2007）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從事較多中
高強度身體活動，有助於發展遲緩兒基本動作技
巧表現，特別是移位能力和物體操作能力上。
綜上所述，兒童要產生符合情境目標的動
作表現，需仰賴大腦對感覺訊息進行適當整合與
計畫，使其輸出在情境中的動作表現更具有效率
和品質。對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而言，
瞭解發展遲緩兒童如何發展並運用各種感覺輸
入，逐漸認識、學習並建立各項動作能力與執行
表現，以能適當地同時建構自己與周遭環境的相
互對應與互動關係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目的為
以發展遲緩兒童為研究對象，瞭解其感覺整合發
展與粗大動作品質表現，並嘗試探析感覺整合發
展表現分群趨勢，針對不同感覺整合發展集群在
粗大動作品質表現進行探析，研究問題如下：
（一）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與粗大動作
品質表現程度如何？
（二）探討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表現趨
勢可以分為哪些集群類型？
（三）各集群兒童在粗大動作品質表現差異為
何？
（四）各集群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表現與粗大動
作品質間相關情形如何？

貳、研 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便利取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方式，屬於非機率取樣，為由經屏東縣特殊教
育鑑定輔導委員會鑑定為發展遲緩、就讀於一
般幼兒園且接受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服務之
兒童為研究對象，實際年齡五歲以上、未滿六
歲，排除已有或合併有其他已知診斷或障礙類
型者，徵詢兒童之主要照顧者後並取得家長知
情同意書，合計共 82 位發展遲緩幼兒，含 69
位男童與 13 位女童，平均年齡為 5.4 上下加減
0.4 歲。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二、研究工具
（一）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
使用由李月卿與鄭信雄（1996）編製、適
用於三到六歲之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 (Sensory
Integration Checklist)，屬標準化評估測驗，內
容共包含 50 題敘述句，主要照顧者依日常經
驗中對兒童對感覺經驗的反應頻率（總是、常
常、有時候、很少、從未發生）來填寫，可篩
檢出感覺整合發展失常的症候群，含五個分項：
前庭反應不足、觸覺防禦、發育性運用障礙、
空間和形狀視覺失常、重力不安全症，並可得
感覺整合發展整體評估結果。上述各分項與感
覺整合發展整體評估結果，可轉換為對應百分
等級。此檢核表具中高度施測者內與施測者間
信度，並具高度內部一致性（李月卿、鄭信雄，
1996）。
（二）學前兒童粗大動作品質量表
本研究運用孫世恆、朱怡菁、林千惠、
吳昇光（2013）編製、適用三到六歲兒童之學
前兒童粗大動作品質量表（Preschooler Gross
Motor Quality Scale，簡稱 PGMQS），屬標準
化評估測驗，施測時間約十分鐘。本量表包含
17 個評估項目，共含三個分測驗，分別為移位
能力（包含如：下樓梯、跑步、立定跳遠、雙
腳左右回跳等項目）、物品傳接能力（包含有：

表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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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人數

百分比

平均年齡

男
女

69
13

84.1%
15.9%

5.4 ± 0.4
5.3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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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投球、踢球、原地拍球等項目）、平衡
能力（包含有：單腳站、走直線等項目），每
個項目分別有四到六個評分標準，各評分標準
通過均得一分。由每個分測驗所得之百分位數
越高，代表此動作品質能力愈好，本量表並具
中高度的施測者內與施測者間信度 (Sun, Zhu,
Shih, Lin, & Wu, 2010)。

三、實施程序
於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表現評量
上，本研究首先提供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李
月卿、鄭信雄，1996）給研究對象主要照顧者
填寫，若其有填寫上困難，則由兒童班級導師
協助與主要照顧者共同填寫。另外，以學前兒
童粗大動作品質量表進行評量，參照操作手冊
上所列之施測原則與條件，由一位熟悉兒童動
作發展與評估、具 10 年臨床教學經驗之學前
特殊教育教師對研究對象進行個別施測。於正
式施測前，評量者先行與一名物理治療師共同
對 5 名一般發展兒童進行模擬測試，以確認評
量者能熟悉並正確示範測試動作。於施測環境
上，參照指導手冊上的場地布置圖，事先於研
究對象所就讀幼兒園場域內，選定適當位置並
進行對應布設，而後就測驗項目依序對研究對
象施測，並使用攝影機進行施測歷程數位影像
紀錄，以進行事後評分檢視驗證。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主要透過 SPSS 17.0 統計
軟體進行分析，於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及學前
兒童粗大動作品質量表所得標準分數上，除使
用描述性統計進行呈現，且以次數分配表呈現
其分級分布情形外，簡要說明資料分析過程如
下：
（ 一 ） 以 二 階 段 集 群 分 析 法 (two-steps
clustering approach) 對發展遲緩兒童的感覺整
合發展表現特性趨勢進行分類，最適集群個
數判別採用 Schwarz 的貝葉斯準則（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簡稱 BIC）訊息指標，作
為衡量模式簡約性主要依據，在確定最適集群
特殊教育季刊

個數後，對集群結果與各集群特徵進行命名，以
瞭解經集群後的群體其感覺整合發展趨勢形態。
（二）先以 Shapiro-Wilk 統計量進行各群粗大
動作品質百分位數常態性假設檢定，得常態化
假設均達顯著水準，即未呈常態分布，故採曼
惠二氏 U 檢定法 (Mann-Whitney U test) 檢定各
集群間粗大動作品質表現差異。
（三）以皮爾森相關性分析了解不同集群感覺
整合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之關係。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發 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檢核與
粗大動作品質表現
由幼兒感覺發展檢核表所得之各感覺發
展項目 T 分數可進一步進行表現分級：常態範
圍內（T 分數大於 40 分）、輕度失常（T 分數
31 至 40 分）、可能嚴重失常（T 分數小於 30
分）（李月卿、鄭信雄，1996）。另一方面，
由學前兒童粗大動作品質表現量表所得百分
位數進行表現分級，16 以上為正常發展、6 至
15 之間為疑似遲緩、5 以下則為發展遲緩。發
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表現
的敘述性統計結果與各表現分級人數分布，如
表 1 所示，以感覺整合發展檢核結果而言，發
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整體表現 T 分數平均
值為 42.10，落於常態發展趨勢範圍；以各類
型平均值而言，共三項平均值落於輕度失常範
圍，平均值由低而高分別為：空間和形狀視覺
失常（T 分數平均值 38.76）、前庭反應不足（T
分數平均值 39.12）、發育性運用障礙（T 分數
平均值 39.98），得分最高類型則為觸覺防禦（T
分數平均值 44.78）。
就粗大動作品質表現來看，發展遲緩兒童
動作品質整體表現百分位數平均值為 16.19，
移位、物品傳接、平衡能力百分位數平均值分
別為 17.98、34.42、23.60。粗大動作品質可進
一步分級，百分位數 16 以上屬正常發展、6 至
15 間為疑似遲緩、5 以下則為發展遲緩。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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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發展遲緩兒童感覺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表現
表現分級人數 (%)

T 分數
類型

平均值

標準差

常態範圍

輕度失常

嚴重失常

前庭反應不足

39.12

14.65

42 (51.2%)

17 (20.7%)

23 (28.0%)

觸覺防禦

44.78

10.85

56 (68.3%)

16 (19.5%)

10 (12.2%)

感覺發 發育性運用障礙
展檢核 空間和形狀視覺失常

39.98

14.75

49 (59.8%)

9 (11.0%)

24 (29.3%)

38.76

14.83

43 (52.4%)

16 (19.5%)

23 (28.0%)

重力不安全症

43.66

9.75

57 (69.5%)

15 (18.3%)

10 (12.2%)

整體感覺發展

42.10

13.27

51 (62.2%)

13 (15.9%)

18 (22.0%)

表現分級人數 (%)

百分位數
分測驗
移位能力

平均值

標準差

正常發展

疑似遲緩

發展遲緩

17.98

20.02

21 (25.93%)

20 (24.69%)

40 (49.38%)

粗大動 物品傳接能力
作品質 平衡能力

34.42

30.73

40 (49.38%)

19 (23.46%)

21 (25.93%)

23.60

30.73

28 (34.57%)

16 (19.75%)

37 (45.68%)

整體動作品質

16.19

22.46

24 (29.63%)

16 (19.75%)

41 (50.62%)

表3
發展遲緩兒童感覺發展表現兩階段集群分析摘要
集群數目

簡約指數 BIC

BIC 變動量

BIC 變動比例

距離測量值的比例

1

325.750

2

256.158

-69.591

1.000

3.320

3

265.992

9.834

-.141

1.632

4

289.088

23.095

-.332

1.600

5

320.048

30.960

-.445

1.306

（以下省略）
顯示研究對象中，有 50.62% 其動作品質落於
發展遲緩範圍，分測驗中以移位能力表現較
低，有 40 人（佔 49.38%）落於發展遲緩範圍，
物品傳接能力表現較好，有約 49.38% 的研究
對象此分測驗表現落於正常發展範圍內。

二、感覺整合發展表現之集群分析
（一）最適集群數

40

在最適集群個數判別上，依據 BIC 訊息指
標所得結果摘要如表 3，顯示當分成二群時，
其值為 244.033，BIC 訊息指標最小，同時 BIC
數 值 變 動 量 最 大（BIC 改 變 量 = -69.591），
此時在距離測量值的比例也是最高，其值為
3.320，顯示將群體分為二群應是最適當集群數
量，其整體集群輪廓係數在 .6 以上，屬於優
良，表示集群分群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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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群輪廓描述與命名
U 差異性檢定結果如表 4。表中顯示無論是在
將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表現分為兩
整體粗大動作品質、或各分測驗（移位能力、
個集群後，先檢視兩群之感覺整合發展表現趨
物品傳接能力、平衡能力）表現上，常態感覺
勢，以進行集群輪廓描述與命名。如表 3 所示，
整合發展群表現均顯著優於感覺整合發展失常
第一群中共 50 人，佔總人數 60.98%，第二群
群，即對移位、物品傳接、平衡等粗大動作品
有 32 人，佔總人數 39.02%。由平均值表現來
質表現不理想的發展遲緩兒童，可進一步評估
看，第一群平均值在每個感覺整合發展檢核表
釐清是否有感覺整合發展問題，以能適時在課
現百分等級分數均較第二群高。由二集群平均
程中進行感覺整合發展訓練活動的設計與實
值所得特徵進一步進行集群命名，如表 3 及圖
踐。
3
265.992
9.834
-.141
1.632
1 所示，結果顯示兩集群在感覺整合發展表現
四、各 集群感覺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間
4
289.088
23.095
-.332
1.600
不僅在各項平均值上呈現差異，於感覺整合發
相關性
5
320.048
30.960
-.445
1.306
展各類型表現趨勢也有所不同。第一群在各感
表 5 為各集群感覺整合發展與粗大動作品
（以下省略）
覺整合發展類型表現間差異較小，表示此群體
質間相關性分析結果，就感覺整合發展失常群
感覺整合發展表現具一致性趨勢，且平均值均
來看，前庭反應不足與粗大動作品質間呈現出
（二）集群輪廓描述與命名
落於常態發展範圍；第二群兒童在感覺整合發
顯著高度正相關（相關係數 .615，p < .01），
將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表現分為兩個集群後，先檢視兩群之感覺整合發展表
展各分項表現上具差異性，且整體感覺整合發
現趨勢，以進行集群輪廓描述與命名。如表 3 所示，第一群中共
50 人，佔總人數 60.98%，
前庭反應不足與移位能力及物品傳接能力間，
展平均值落於「可能嚴重失常」範圍，其中前
第二群有 32 人，佔總人數 39.02%。由平均值表現來看，第一群平均值在每個感覺整合
也呈顯著高度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562 (
庭反應不足、發育性運用障礙、空間和形狀視
發展檢核表現百分等級分數均較第二群高。由二集群平均值所得特徵進一步進行集群命
p < .01) 與 .546 (p < .01)；再者，空間和形狀
覺失常此三項平均值都落於「可能嚴重失常」
名，如表 3 及圖 1 所示，結果顯示兩集群在感覺整合發展表現不僅在各項平均值上呈現
視覺失常與移位能力間、發育性運用障礙與移
範圍，因此，將兩集群分別命名為「常態感覺
差異，於感覺整合發展各類型表現趨勢也有所不同。第一群在各感覺整合發展類型表現
位能力間，分別有 .341 與 .352 顯著正相關性
間差異較小，表示此群體感覺整合發展表現具一致性趨勢，且平均值均落於常態發展範
整合發展」和「感覺整合發展失常」兩群。
(p < .05)。對常態感覺整合發展群而言，感覺
圍；第二群兒童在感覺整合發展各分項表現上具差異性，且整體感覺整合發展平均值落
三、集群後粗大動作品質表現之差異
發展表現與粗大動作品質間，均未見顯著相關
於「可能嚴重失常」範圍，其中前庭反應不足、發育性運用障礙、空間和形狀視覺失常
性。
分群後粗大動作品質表現狀態之曼惠二氏
此三項平均值都落於「可能嚴重失常」範圍，因此，將兩集群分別命名為「常態感覺整
合發展」和「感覺整合發展失常」兩群。
70

感覺發展表現T分數

60
50
40
常態感覺發展 (n = 50)

30

感覺發展失常 (n = 32)

20
10
0

圖 1 發展遲緩兒童分群後感覺發展表現長條圖
圖 1 發展遲緩兒童分群後感覺發展表現長條圖
三、集群後粗大動作品質表現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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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後粗大動作品質表現狀態之曼惠二氏 U 差異性檢定結果如表 4。表中顯示無論
是在整體粗大動作品質、或各分測驗（移位能力、物品傳接能力、平衡能力）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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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討論
兒童在面對環境的變動與不確定性時，好
的感覺整合發展能力有助於對環境的適應與主
導表現，也是建立自我形象重要基石之一。本
研究結果中，約有接近四成的發展遲緩兒童，
其整體感覺整合發展表現落於輕度失常至嚴重
失常範圍，Bar-Shalita (2008) 等人的研究結果
也顯示，感覺整合發展障礙將使兒童日常生活
參與程度受到一定程度限制。過往研究中，發
展遲緩兒童在各感覺整合發展表現上存有可能
缺陷，如 Tsai、Wilson 與 Wu (2008) 的研究指
出，發展遲緩兒童視知覺相關表現明顯不如於

一般發展兒童。
感覺整合發展各分項上，本研究中發展
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平均值落於失常範圍者
為空間及視覺關係失常、前庭反應不足、發育
性運用障礙等。就表現分級人數來看，約有接
近一半的發展遲緩兒童，其空間及視覺關係失
常及前庭反應不足落於輕度失常或嚴重失常
等級。由於空間和形狀視覺異常與視覺低層次
處理表現欠佳有關，而好的空間關係視知覺需
奠基於足夠的身體定位 (body orientation) 能力
(Lopez, Bachofner, Mercier, & Blanke, 2009)，
若兒童有此感覺整合發展失常情形，可能影
響視知覺和相關學習表現，如畫畫 (drawing)

表4
分群後粗大動作品質表現差異性檢定結果
常態感覺整合發展 感覺整合發展失常
(n = 50)
(n = 32)
標準化檢定統計量

p值

等級平均值

等級平均值

移位能力

50.83

26.15

-4.589

< .001**

物品傳接能力

49.22

28.81

-3.769

< .001**

平衡能力

50.04

27.45

-4.209

< .001**

粗大動作品質

50.61

26.52

-4.547

< .001**

** p < .01

表5
感覺發展失常群體之感覺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間相關性分析
粗大動作品質
移位

感覺整合
發展表現

前庭反應不足

.562**

觸覺防禦

.016

發育性運用障礙
空間和形狀視覺失常

物品傳接

平衡

.546**

.184

粗大動作品質
.615**

-.050

-.172

-.041

.352*

.197

.271

.237

.341*

.309

.261

.248

重力不安全症

-.074

-.020

-.026

-.102

整體感覺發展

.324

.247

.165

.263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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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一方面，前庭反應不足、空間和形狀視
覺失常等均與兒童感覺調節能力有關，此能力
與大腦功能相關，兒童要於不同情境中產生對
應的適性反應，需要的是大腦將所輸入的感覺
刺激適當的加以整理、分級與定義，使其不至
於產生過低或過度的反應。感覺傾向於低反應
的兒童，可能無法注意到一般發展兒童能注意
到的感覺刺激，如前庭反應不足的兒童為對前
庭感覺較鈍感，兒童會因要尋求感覺刺激，產
生過度喜愛刺激的活動與器材，如快速旋轉的
遊樂器材；若反應過高，兒童可能會對一般普
通的感覺刺激感到明顯壓力、或會有不舒服
情形產生，如觸覺防禦的兒童會對於無害的
觸覺刺激，有過於強烈反應。Baranek (2007)
等 人 運 用 感 覺 經 驗 問 卷 (Sensory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對 5 到 80 個月的一般發展、發
展遲緩及自閉症兒童進行探析後指出，相較於
一般發展兒童，發展遲緩兒童對感覺刺激的過
度反應程度較高。
據本研究結果，發展遲緩兒童中約有四
成左右顯示發育性運用障礙問題。發育性運用
障礙為兒童發展性動作問題，動作笨拙為常見
的主要特質 (Ayres, 1972)，發育性運用障礙與
中樞神經系統有關，用來描述兒童在計畫並順
序性完成動作時，呈現效率慢且能力不足的問
題，即主要在動作計畫構思 (plan)、組織計畫
(organize)、及執行 (execute) 上有明顯困難，
為學習或執行基於意志的自主動作 (voluntary
movement) 活 動 失 常 (Nikoghosyan-Bossen &
Hoffmann, 2018)。由於兒童在活動過程持續將
來自身體的感覺訊息輸入大腦，逐漸形成身體
基模 (body scheme) (Ayres, 1972)，身體部位在
進行特定動作時，相關記憶會不停地儲存於大
腦，感覺動作經驗越豐富將使身體基模更加完
整，兒童在計畫情境中所需動作時，就可以有
效地參考這些資訊，產生並執行出適切的身體
位置與動作。對學齡前兒童來說，運用能力問
題對生活自理活動的執行可能造成負向影響，
在使用工具（如剪刀）、遊戲器材表現上也可
能受影響，若無法在進入小學前早期發現運用
特殊教育季刊

能力問題、進行及時介入訓練，在進入小學後，
由於在學校及生活情境中，兒童會有更多需要
執行多個步驟活動的機會，對從活動時效率及
速度等品質上的要求也將越來越多，其中，體
育課對有發育性運用障礙的兒童來說就是項挑
戰，在具有規則的體能活動上，發育性運用障
礙兒童更是經常顯現明顯困難 (Ayres, 1972)，
也可能進一步對兒童的自我形象與同儕互動造
成影響。
粗大動作品質表現上，結果顯示約一半左
右發展遲緩兒童粗大動作品質落於發展遲緩範
圍，其中以移位能力表現最不理想，物品傳接
能力則相對表現較好，有近五成的研究對象，
其物品傳接表現落於正常發展範圍內。劉雅茹
（2011）的研究結果發現，發展遲緩幼兒在移
位能力、平衡能力這二項動作品質表現均顯著
不如一般發展幼兒；Kirk 與 Rhodes (2011) 的
研究指出，發展遲緩兒童常有動作控制與粗大
動作表現不理想情形，其動作技巧習得較為緩
慢、姿勢控制、平衡與協調表現較差，通常
也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職能治療以強化粗大與
精細動作技巧。然而，兒童的粗大動作技巧發
展與其日後的認知表現間存有顯著相關性，粗
大動作發展歷程資訊也是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
的重要預測因素之一 (Piek, Dawson, Smith, &
Gasson, 2008)，動作功能不足更是影響發展遲
緩兒童活動與參與程度的其中一項重點因素
(Leung, Chan, Chung, & Pang, 2011)。由上述可
知，感覺整合發展問題與粗大動作技巧不足是
發展遲緩兒童常見問題，若能運用適當的評量
工具，早期發現有感覺整合發展問題及粗大動
作發展遲緩的兒童，並適時予以訓練介入，將
有助於發展遲緩兒童日後各相關能力領域的發
展及活動參與表現。
於集群分析結果中，發展遲緩兒童感覺
整合發展呈現「常態發展」和「發展失常」兩
群趨勢，前者在整體感覺整合發展及各分項表
現上均落於常態範圍，後者之整體感覺整合發
展表現則在「可能嚴重失常」範圍，且此群之
各分項表現間呈現較大的差異性，尤其在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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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不足、空間和形狀視覺失常表現上更是明
顯。可知普通班中的發展遲緩兒童可能有部分
合併感覺整合發展問題，在班級中也可能因此
導致學習困難或適應性問題，如：前庭反應不
足可能使其在動態活動中易跌撞；空間和形狀
視覺失常可能使在從事需判斷方位與相對位置
的活動（如積木操作、球類運動）時產生困難；
發育性運用障礙可能使其排斥上體育課等，若
能適當透過專業合作，設計可實施於普通班場
域的感覺整合發展訓練方案，將有助於感覺整
合發展失常的發展遲緩兒童在普通班中獨立性
的強化與參與度的提升。於粗大動作品質表現
上，常態感覺整合發展群無論是在整體粗大動
作品質、或各分測驗（移位能力、物品傳接能
力、平衡能力）表現均顯著較感覺整合發展失
常群佳，可知感覺整合發展失常將可能影響粗
大動作品質表現，包含：移位性動作（如走、
跑、跳等）、動態及靜態平衡表現、物品傳接
表現（如投擲、接球、踢球等）等。潘介玉
（2014）研究發現，發展遲緩幼兒的感覺處理
能力對部分動作技巧的表現十分相關；感覺調
節能力與兒童的平衡相關表現顯著相關（吳孟
窈，2005），且適當的感覺整合發展訓練活動
確實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兒童相關動作技能表
現 (Liu, 2013)。
就本研究發展遲緩兒童中感覺整合發展
失常群來看，粗大動作品質整體表現僅與前庭
反應不足間具顯著正相關。前庭系統由於與
內 耳、 上 額 葉 (superior temporal) 皮 質、 顳 顱
頂 接 縫 區 (temporalparietal junction) 皮 質、 姿
勢 與 眼 球 外 肌 肉 系 統 (postural and extraocular
muscle systems) 等具相互連結關係，使得此系
統為動作發展核心之一，系統的運用能力也與
平衡表現、空間概念形成高度相關 (Malamut,
2001)。 過 往 以 聽 覺 障 礙 兒 童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文獻結果中發現，此類兒童由於前庭功能受
損， 可 能 使 動 作 精 練 度 (motor proficiency) 受
影 響 (Horak, Shumway-Cook, Crowe, & Black,
1988)； 相 關 研 究 也 指 出， 兒 童 期 前 庭 功 能
運 用 失 常 與 凝 視 穩 定 (gaze stability) 及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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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有 關 (Rine, 2009)， 適 當 的 前 庭 刺 激 活
動 對 提 升 警 醒 程 度 (arousal level)、 視 覺 探 索
型 行 為 (visual exploratory behavior)、 反 射 整
合 (reﬂex integration) 及 動 作 表 現 有 正 向 效 益
(Ottenbacher, 1983)。 粗 大 動 作 品 質 中 之 移 位
表現上，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前庭反應不足、空
間和形狀視覺失常及發育性運用障礙有關。
Bonifacci (2004) 探討不同粗大動作表現層級兒
童在知覺、視動統整等能力的差異，結果發現
粗大動作表現不同，其視覺動作統整能力表現
呈顯著落差；Werpup-Stuwe 與 Petermann (2015)
的研究也發現，視知覺與動作能力間具高相關
性，動作表現遲緩的兒童中，約有一半呈現視
知覺能力的失常，也建議對於動作協調能力不
佳的兒童，應同時進行視知覺能力的相關評
量。另相關研究顯示，由於前庭功能發展遲緩
與感覺整合發展功能異常、視覺處理速度緩
慢、閱讀相關障礙間有明顯關係，適當的復健
訓練建議要同時將前庭與視覺系統納入運用上
考量 (Solan, Shelley-Tremblay, & Larson, 2007 )。
本研究結果中，感覺整合發展失常群之移
位表現也顯示與發育性運用障礙有關，由於移位
表現可反應出兒童動態平衡能力，Geuze (2003)
的研究結果顯示，有動作運用障礙的兒童在面
對新的外在環境時，對平衡控制表現影響較大，
其姿勢擺盪 (postural sway) 幅度會有明顯增加趨
勢，然其多具有不錯的靜態平衡控制能力。本
研究所使用之粗大動作品質表現評量項目中，
物品傳接能力為在空間環境中操控物品的相關
表現，與視覺空間表現、視覺動作整合能力息
息相關，然本研究結果顯示，此表現僅與前庭
反應不足有關，與空間和形狀視覺失常間未見
顯著相關性。回顧過往文獻，視覺動作整合能
力攸關於視知覺的發展，而此整合能力於四歲
前會快速發展，約於五歲達最高並趨於平緩。
對四至六歲兒童來說，視覺動作整合能力與動
作協調能力發展呈顯著相關 (Fang, Wang, Zhang,
& Qin, 2017)；對四到六歲有感覺整合發展障礙
之兒童而言，其物品傳接能力能在接受適當的
感覺整合發展治療後有所提升，並反應在丟接
特殊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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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上（洪藝純、林巾凱，2014）。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瞭解發展遲緩幼兒感覺整合發
展與粗大動作品質表現，以集群分析得感覺整
合發展表現分群趨勢，並進一步探究各群之粗
大動作品質表現特性，此乃本研究之貢獻。以
下對本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結論與建議，以作為
實務與後續研究參考。
感覺整合發展表現上，發展遲緩兒童約有
接近四成之感覺整合發展表現落於失常範圍，
其中以空間及視覺關係失常及前庭反應不足比
例較高；粗大動作品質表現上，發展遲緩兒童
則約有五成落於發展遲緩範圍，其中以移位能
力表現最不理想。
發展遲緩兒童感覺整合發展表現分群上，
呈現兩種群體，分別是感覺整合發展表現均大
至落於常態發展範圍且表現具一致性趨勢的
「常態感覺整合發展」群，及感覺整合發展表
現均落於失常範圍且各分項表現上具差異性之
「感覺整合發展失常」群，此兩群間感覺整合
發展表現可明顯區別，其中「感覺整合發展失
常」群之粗大動作品質表現均顯著不如於「感
覺整合發展失常」群。最後，上述二群在感
覺整合發展與粗大動作品質間相關性表現有所
不同，「感覺整合發展失常」群粗大動作品質
表現與前庭反應不足間、移位能力與空間和形
狀視覺失常及發育性運用障礙間均具顯著正相
關，「常態感覺整合發展」群之感覺發展表現
與粗大動作品質間則未呈現顯著相關趨勢。
發展遲緩兒童佔學前特殊教育服務需求中
不可忽視的重要比例，運用適當評量以瞭解發
展遲緩兒童於各領域之發展特性與表現十分重
要。於本研究中發現，發展遲緩兒童若感覺整
合發展表現不理想，將可能影響其粗大動作品
質表現。於實務應用建議上，早期介入的相關
課程活動設計中，若能考量兒童感覺整合發展
表現，進行適當的感覺整合發展訓練活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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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環境中感覺訊息傳遞至大腦進行統整的能
力後，將可能助益於發展遲緩兒童在情境中優
化其粗大動作模式，進而完成目標任務，其中，
前庭覺的相關訓練活動，對粗大動作品質表現
的提升有其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欲了解兒
童是否有感覺整合發展失常，除了透過與兒童
平日的互動與課堂活動中觀察外，更需適時導
入相關專業人員的評估、諮詢與支持，以能在
審慎地釐清兒童的狀況後，就每位兒童的需求
調配適宜的感覺整合發展訓練內涵、執行順序
與方式，同時將特定活動融入兒童的教學目標
與訓練課程內容中。未來研究建議上，由於家
庭相關背景因素對兒童的學習機會與經驗的影
響十分重要，可進一步探討發展遲緩兒童家庭
環境相關背景要素及條件，與發展遲緩兒童感
覺整合發展與相關動作品質表現間之關係與影
響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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