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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人類在行動及進行日常生活過程中，均需要 

依賴平衡功能來維持良好的姿勢與穩定性。平衡 

和正確的姿勢使孩子能自由移動並了解環境，缺 

乏平衡感和正確的姿勢，孩子很難學會新的動作 

和自己與其他事物的關係。本篇研究目的在於探 

討國小聽障兒童與正常兒童靜態平衡能力之差 

異，以了解聽障對於靜態平衡能力的表現是否有 

影響。實驗對象為國小學生  20 名，分為聽障組 
10  名，正常組  10  名，利用  KISTLER  測力板 
(1000Hz)進行檢測，讓兒童於測力板上進行閉眼 

右腳單足站立、閉眼左腳單足站立，最後利用 
SPSS  12.0統計套裝軟體，以獨立樣本  t 考驗分 

析正常兒童與聽障兒童身體壓力中心的移動速 

度、單位時間的擺盪面積，其顯著水準為α 
= .05，其結果發現聽障兒童靜態平衡能力較正常 

兒童為差。 

關鍵詞：聽障兒童、正常兒童、靜態平衡、測力 

板

Abstract 

Human beings, in all movements, all daily life 
processes,  need  to  rely  on  their  balance  ability  to 
maintain  consistent  functioning  and  stable  posture. 
Balance  and  correct  postures  enable  children  to 
move  and  to  experience  the  environment  freely. 
However,  lacking  a  sense  of  equilibrium  and 
correct  postures,  children will  have  great  difficulty 
learning  new  movements  and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other  thing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lies  in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earingimpaired  and  normalhearing 
children  in  static  balance,  and  understanding  that 
being  hearingimpaired  affects  performance  in  the 
static  balance  ability.  The  subjects  were  twenty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ten,  one  group  hearing  impaired  and  the  other 
group  normalhearing.  The  examination  proces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a  KISTLER  force 
plate(1000Hz). The children were told to stand with 
only  their  right  foot  on  the  plate  with  their  eyes 

closed,  and  then  again  with  only  their  left  foot  on 
the  plate  with  their  eyes  closed.    Afterwards,  the 
data of the moving speed of body center of pressure 
and the swaying area in defined time units for both 
the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and  normalhearing 
children  were  analyzed  with  ttest  by  SPSS  12.0, 
the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to α= .05.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was  a  discovery  that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perform  worse  than  normalhearing 
children in static balance ability. 

Keywords: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NormalHearing Children, Static Balance, Force 
Plate. 

二、緣由與目的 

「平衡」在有些文獻中被稱作「穩定度」， 

也就是「在身體對抗重力的情況下，維持身體姿 

勢均衡的狀態」[1]。平衡功能是人體在日常生活 

中維持穩定性的能力，人類在行動及進行日常生 

活過程中，均需要依賴平衡功能來維持良好的姿 

勢與穩定性。平衡和正確的姿勢使孩子能自由移 

動並了解環境，缺乏平衡感和正確的姿勢，孩子 

很難學會新的動作和自己與其他事物的關係。然 

而，有很多的聽障兒童常因身體的缺陷導致平衡 

功能障礙，進而影響生活與學習品質。 

平衡的技巧與正常的運動功能表現都需要 

良好的姿勢控制系統。姿勢的控制主要依靠感覺 

系統與運動功能的整合。感覺系統的輸入主要來 

自視覺、本體感覺與前庭感覺[2]；整合後，藉由 

運動控制或調整身體的重心與支持面之間的關 

係。此一過程中任一部分的功能失調都可能會造 

成平衡控制的問題。 

在臺灣，聽障兒童在學校的的學習以訓練溝 

通能力為主，且對於聽障兒童的研究，還是主要 

針對溝通或是語言教學方面的研究，對於聽障兒 

童的平衡能力，較少有系統性的研究。至於國外 

的相關研究，Rine[3]等人於  1996 年對於聽障兒 

童進行平衡測試，他們以變異數分析比較 4 到 5 
歲聽障幼童與正常發展幼童的單腳站立能力，支 

持聽障兒童靜態平衡能力較正常兒童為差的假 

說。An, Yi, Jeon, 與 Park[4]利用 57位年齡  414



歲重度聽障兒童和  57 位年齡相似的正常聽力兒 

童做研究，顯示出重度聽障兒童靜態平衡能力較 

正常聽力兒童差。 

臺灣在物理治療對於特殊教育體系的介 

入，主要是針對運動功能障礙或是多重障礙的學 

童，例如腦性麻痺兒童或是啟智學校學童，對於 

聽障兒童運動功能或平衡能力的評估研究較為 

欠缺。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針對聽障兒童進 

行靜態平衡能力量化的評估，以了解聽障兒童與 

正常發展兒童在靜態平衡反應上的差別。 

三、材料與方法 

(一) 本實驗對象為臺中市國小學童共 20名，分 

為聽障組男女學童 10名，以及正常組男女 

學童 10名，學童若有其他障礙的問題，則 

被排除在此研究計畫之外。兩組間的基本資 

料皆無顯著差異。其基本資料如表 1。 

表 1 受試者基本資料 

年齡(歲)  身高(cm)  體重(kg)      BMI 

聽障組  9.1±1.2  132.1±14.7  32.0±15.6  17.4±4.1 

正常組  9.1±1.2  140.0±9.3  35.3±7.9  17.8±2.3 

(二) 研究器材 
1. KISTLER測力板 1塊。 
2. SMART capture測力板軟體。 
3. BTS電腦 1臺。 
(三) 測量方法： 

靜止站立姿勢進行不同身體支持面測驗，鑑 

別靜態平衡表現，測驗項目包含：閉眼右腳單足 

站立、閉眼左腳單足站立（如圖  1），閉眼站在 
KISTLER測力板上且雙手垂直放鬆貼於腳邊，站 

妥後，指導員下「開始」口令，受試者將某一腳 

往後舉起  90 度，直到失衡後，雙腳落下，便完 

成測驗，間隔休息 30秒鐘，再作後續測試。 

圖 1 平衡測量方式，為閉眼單足立 

(四)資料分析 
1. 利用BTS Bioengineering  Sway軟體分析出兩 

項測驗的身體壓力中心的移動速度和面積。 
2. 利用Microsoft  Excel  2007算出壓力中心單位 

時間擺盪的面積。 
3. 利用 SPSS  12.0統計套裝軟體，以獨立樣本  t 

考驗分析正常兒童與聽障兒童身體壓力中心 

的移動速度、單位時間的擺盪面積，其顯著水 

準為α= .05。 

四、結果與討論 

兩組受試者的基本資料，聽障組共有 5名男 

生，5 名女生；正常組亦相同。兩組在年齡、身 

高、體重及 BMI值皆沒有顯著差異。 

進一步以統計軟體分析兩組之身體壓力中 

心移動速度，兩腳皆有極顯著差異（p< .01） 。其 

中，聽障組學童在閉眼右腳單足站立及閉眼左腳 

單足站立的身體壓力中心移動速度皆顯著高於 

正常組學童（如圖 2） ，顯示聽障組學童壓力中心 

移動速度較正常組學童為快；此外，分析兩組之 

身體壓力中心單位時間擺盪面積，兩腳皆有顯著 

差異（p< .05） 。其中，聽障組學童在閉眼右腳單 

足站立及閉眼左腳單足站立的身體壓力中心單 

位時間擺盪面積皆顯著高於正常組學童（如圖 
3） ，顯示聽障組學童的單位時間擺盪面積較正常 

組學童大。 

根據實驗結果可知，聽障組的兒童在固定測 

力板的測量下，其壓力中心移動速度較快，且單 

位時間擺盪面積較大，故推知，聽障兒童的靜態 

平衡表現較正常兒童為差。



圖 2 身體壓力中心的移動速度長條圖*p< .05 

圖 3 身體壓力中心的單位時間擺盪面積長條圖 
*p< .05 

五、結論 

以實驗結果來看，聽障兒童在閉眼單足站立 

的情形下，其靜態平衡控制能力較正常兒童為 

差，本研究屬於初步性之研究，建議在靜態平衡 

能力評估的項目中，可再增加其他如眼睛張開單 

足站立、眼睛張開串足站立等測試項目。 

而未來研究者，也應針對聽障兒童的動態平 

衡能力及運動能力進行系統性的測試，並配合物 

理治療平衡能力的訓練，以期能夠驗證那些平衡 

能力訓練有增進聽障兒童平衡能力及運動能力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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