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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台灣 99 年九歲以下人口數約為 210 萬人，推估約有 10 至 30 萬兒童有發展協調障礙，臨床上常用平衡

板做為發展協調障兒童的訓練器材，目前兒童平衡訓練器材，主要訴求為輕量化、簡易性與安全性為主，缺

乏成效評估。方法：本研究利用平衡板作為平台，採用重力感測器，搭配運動感測方向介面、PC 互動介面模

組與後端資料庫介面，軟體開發方面採用 Visual Basic 為平台，遊戲畫面設計為蜜蜂採花蜜的方式進行，設

計五種不同的訓練與測驗模式：移動能力測驗、平均移動時間測驗、上下左右移動測驗、多方位移動測驗、

重心靈敏度測驗。利用此五種測驗模式，分析不同課程設計之間的差異，以此作為孩童使用平衡板的成效分

析。結果：發現移動能力測驗、上下左右移動測驗與多方位移動測驗皆明顯隨年齡增長，平衡能力增加的趨

勢。結論與建議：本研究開發平衡板評估系統，整合遊戲軟體與後端資料庫，搭配測驗設計，應用於兒童平

衡訓練與評估，此方式可有效的評估兒童的平衡能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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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現代資訊社會，兒童活動空間狹小，一般兒童身

體活動機會不多，娛樂活動又多以看電視、玩電腦、

電視遊樂器、電動玩具等靜態性居多，與以往的孩子

在戶外跑、跳，做大肌肉活動或團體遊戲有很大差

異。因此即使是健康的孩子，也可能因為環境的限

制，感覺動作經驗不足，而導致平衡能力、空間概念、

手眼協調、解決問題、溝通表達等能力之發展不良，

甚至導致兒童的發展協調障礙。根據聯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的估計，發展協調障礙的兒童發生率約為 6%至

8%，而台灣地區 7 至 8 歲兒童有 3.5%的發生率，再

加上疑似發展協調障礙兒童約有 13.2%的發生率(林

冠宏與吳昇光, 2002)，依戶政司統計台灣 99 年九歲

以下人口數約為 210 萬人，推估約有 10 至 30 萬兒童

有發展協調障礙。 

臨床上常用平衡板做為發展協調障兒童的訓練

器材，這項器材使用必需整合觸覺、前庭覺、本體覺

三種感覺機制來控制，加上神經肌肉的動作控制，得

以維持身體的平衡，可訓練人體的感覺統合能力。因

此本研究將發展一種平衡訓練評估系統，作為兒童平

衡訓練的平台。 

目前市售的兒童平衡訓練器材，主要訴求為輕量

化、簡易性與安全性為主，缺乏體驗、情境及成效評

估，而臨床上所使用的動作平衡評估量表有｢布魯茵

克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煉度評量工具｣、｢兒童動作

ABC 評量表｣等，但這些量表都是靜態站立下，採取

不同的站立動作，如單腳站立、鶴立、單衡板上站立

等方式，評估其站立的持續時間，換算分數，作為評

估的量表。但並無在動態下的平衡評估方式，因此本

研究採用動態的平衡板，整合遊戲軟體與後端資料庫

的建立，另外目前文獻很少針對平衡測驗做課程設

計，本研究則設計了五種不同的測驗模式，進一步利

用後端資料庫做分析，分析不同課程設計之間的不

同，利用此分析作為孩童使用平衡板的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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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硬體開發 

利用童心園實業公司所開發的圓形平衡板作為

平台，採用重力感測器(圖一)作為感測元件，放置於

平衡板內，搭配運動感測方向介面、PC 互動介面模

組，與利用 ACCESS 做為後端資料庫介面。 

 

 

(A)                         (B) 

圖一、(A)平衡板   (B)重力感測器 

 

二、軟體開發與課程規劃 

軟體開發方面採用 Visual Basic 為軟體撰寫平

台，使用 ACCESS 作為後端資料庫軟體，設計五種不

同的訓練與測驗模式。遊戲畫面設計為蜜蜂採花蜜的

方式，引起孩童使用本系統的動機(圖二)。  

 

 

 

 

 

 

 

 

 

圖二、遊戲畫面設計，花朵位於第三階層 

 

蜜蜂起始位置為同心圓中心，花朵的位置會在前

後左右、左前、右前、左後、右後八個方位，且以圓

心為中心共分五種不同的遠近距離設定，出現時會落

於同心圓與八方向軸線的交點處。 

課程規劃分成基礎訓練與進階測驗兩種：基礎測

驗為蜜蜂直線運動，不考慮其他方向的偏移，只要平

衡板動至正確方向，即可往目標前進；進階測驗蜜蜂

則可能為曲線移動，隨著平衡板移動的方位任意移

動，因此測驗時需要良好的方向控制能力，難度較高。 

 

以下針對五種模式做詳細說明： 

1.基礎訓練 

(1)移動能力測驗 

八個方向各 30 秒，在 30 秒內，於五種不同遠近

的距離設定，由內而外，達成後則跳至下個外圈，以

此取得兒童可以移動到的最遠距離，用以評估兒童最

大的偏移能力。 

(2)平均移動時間測驗 

花朵的出現位置落於八個方向的第三階層的位

置，每方向三次，每次 30 秒，取三次的平均值，測

驗兒童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以此評估兒童下肢移動

能力。 

2.進階測驗 

(1)上下左右移動測驗(圖二) 
花朵出現位置會在上下左右四個方向，皆在第三

階層，依序右、左、右、左、右、左、上、下、上、
下、上、下，完成後則進入下一個方向，但 30 秒內
未完成，也是進入下一方向，總計最多使用 360 秒。
用以評估兒童平衡移動時的穩定能力。 

(2)多方位移動測驗 

花朵位置八個方位皆會輪流出現，皆在第三階

層，紀錄兒童將蜜蜂移動到指定花朵位置的時間，30

秒內如不能完成，則進入下一個方向。用以評估兒童

各方向移動的穩定能力。 

(3)重心靈敏度測驗 

花朵為至八個方向輪流出現，每一方向皆會出現

三次，分成三階段，蜜蜂在各階段由小至大，蜜蜂必

須停留在花朵的框內 0.8 秒，才會進入下一階段，每

一階段上限為 15 秒，總和最大上限為 45 秒，因為蜜

蜂越來越大，越後面的階段，停留在花朵之中所需的

控制能力越來越高。用以評估兒童平衡穩定能力，屬

於難度較高者。 

三、實地施測 

北中南三區，隨機選定各一家幼稚園，進行施

測，北部為國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475

位兒童，中部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160 位兒童，

南部台南市立第一幼稚園 205 位兒童，總計 840 位兒

童。扣除未完成所有測驗的兒童，實際樣本數為 513

位兒童。 

四、資料處理 

收集資料後，則進行一般性統計分析，將所有資

料依年齡分成八組，由 3 歲至 6.5 歲，0.5 歲為一組，

分析各組平均值與標準差。除上下左右移動測驗取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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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使用時間，其餘四項測驗取八個方向之平均值。 

利用 Excel 做初步統計分析後，觀察有趨勢的幾

項測驗，再進行 student-t 檢定，顯著條件設定為 0.05

以下。 

 

參、結果與討論 

一、一般性統計分析 

分析各組平均值與標準差(表一)，可觀察到移動

能力測驗、上下左右移動測驗與多方位移動測驗有明

顯隨年齡增長，平衡能力增加的趨勢。 

二、student-t 檢定 

針對有明顯隨年齡增長平衡能力增加的三種測

驗，相近年齡組別之間做 student-t 檢定，發現移動能

力測驗於 4~4.5 歲與 5~5.5 歲這兩組有顯著性差異；

上下左右移動測驗於 3~3.5 歲有顯著性差異；多方位

移動測驗於 3~3.5 歲、3.5~4 歲、5~5.5 歲、6~6.5 歲

有顯著性差異。 

針對五種測驗做比較，發現移動能力測驗、上下

左右移動測驗與多方位移動測驗有明顯隨年齡增

長，平衡能力增加的趨勢(圖三)，但平均移動時間測

驗與重心靈敏度測驗卻沒有趨勢，推測的原因是這兩

種測驗的鑑別度較差。平均移動時間測驗過於簡單，

由圖三(B)發現此測驗各組成績平均成績皆在 20 秒

內，相對其他測驗距離其上限值較遠，顯示此所有兒

童於此測驗表現相當優異，而受測者於測驗之前有熟

悉器材的需要，因此平均移動時間測驗則可定位為正

式測驗前的熟悉訓練；另外重心靈敏度測驗則過於艱

難，由圖三(E)發現此測驗各組幾乎都接近於上限值

45 秒，顯示所有兒童於此測驗的表現較差，因此重心

靈敏度測驗可定位為再進階的高難度測驗，用於檢測

平衡能力優異的兒童，未來甚至可以利用此測驗作為

運動選才的參考依據，但須更進一步的研究。 

 

表一、平衡能力測試最後結果 

移動能力 
(5 層) 

平均移動(30s) 
上下左右 

(360s) 
多方位 
(30s) 

重心靈敏度

(45s) 年齡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3.0 2.00 1.87 19.4 6.01 360 0.00 28.6 4.77 42.3 1.60

3.5 2.43 1.78 17.4 7.70 312 74.65 23.5 10.00 43.8 2.97

4.0 3.05 1.40 19.9 8.85 276 58.99 17.8 10.37 43.8 2.56

4.5 3.60 1.75 16.5 7.10 265 64.25 17.8 10.74 42.3 4.41

5.0 3.88 1.62 17.4 7.09 257 59.14 18.0 10.51 41.6 3.92

5.5 4.17 1.49 15.0 7.37 249 58.40 16.1 10.29 40.3 6.69

6.0 4.21 1.39 17.2 7.18 246 56.51 16.8 10.40 41.3 3.52

6.5 4.13 1.50 19.4 5.29 240 58.87 15.7 10.20 41.7 2.50

表二、顯著性檢定 

顯著檢定(年齡組間) 移動能力 上下左右 多方位 

3.0 3.5 - P<0.05 P<0.05 

3.5 4.0 - - p<0.05 

4.0 4.5 p<0.05 - - 
4.5 5.0 - - - 
5.0 5.5 p<0.05 - p<0.05 
5.5 6.0 - - - 
6.0 6.5 - - p<0.05 

 

移動能力測驗於 4~4.5 歲組與 5~5.5 歲組達顯著

性意義，因測驗設計的移動能力測驗為非連續性數

值，所以相較於上下左右移動測驗與多方位移動測驗

的顯著性區間有所不同。上下左右移動測驗為三種具

有趨勢的測驗中，最沒有顯著性差異的測驗(圖三)，

推測其原因可能來自於兒童移動策略性的不同，由實

驗觀察部分孩童採取直線往目標區前進，有另一部份

孩童會採取走ㄇ字型或 L 型的方式往目標區前進，因

為策略性的不同，導致相同年齡的孩童此測驗上的表

現落差，這樣的差異有可能是認知與動作協調能力交

互作用下的結果，並非單純的平衡能力的結果，雖然

如此，此測驗的趨勢仍隨著年齡增加，其平衡測驗成

績較好。另外 3 歲兒童組標準差為 0(表一)，其原因

來自所有 3 歲的兒童測驗的結果都使用至測驗的上現

時間 360 秒，3~3.5 歲之間差異性也達顯著水準，顯

示此測驗於年齡較小的兒童相對較難，但對年齡較小

的兒童確實有明顯的鑑別度。 

過去研究指出兒童於 3 歲以前主要倚賴視覺維持

平衡(林尚武 & 陳重佑, 2003)，當視覺與動作覺有所

牴觸時，肌肉的反應是以視覺作為判斷依據(蔡佳良 

& 吳昇光, 2003)，4~6 歲左右對於平衡的控制依賴更

多的動作覺，也就是本體覺，減少對於視覺的依賴(廖

華芳 & 王天苗, 1998)，平衡板的操控主要是利用本

體覺，且本體覺約在 3~4 歲之間發展完全 (Steindl, 

Kunz, Schrott-Fischer, & Scholtz, 2006)，因此可推測 4

歲以前於平衡能力，會有明顯的增長，而本研究以上 

兩種測驗方式可觀察到在 4 歲以前兒童的平衡能

力有明顯提升(圖三)，顯示此兩種測驗對於評估兒童

平衡能力有其相當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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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三、(A) 移動能力測驗(上限5層)、(B)平均移動時間測驗(上限30秒)、(C)上下左右移動測驗(上限360秒)、(D) 多方位移動測驗(上限30秒)、

(E)重心靈敏度測驗(上限45秒)。     ：顯著性差異 

 
多方位移動測驗為所有具有趨勢的測驗中，最有

顯著性差異的測驗，3~3.5 歲、3.5~4 歲、5~5.5 歲與

6~6.5 歲這四組有顯著性差異(表二)。於此測驗中也可

觀察到 4 歲以前平衡能力有明顯提升(圖三)，此外過

去研究指出 4~6 歲這段時期是平衡控制的不穩定期，

因為此時期兒童開始改變姿勢控制的感覺來源，由早

期依賴視覺，轉化整合更多的動作覺，因此會有短暫

性退化的狀況產生 (林尚武&陳重佑, 2003)，推測此

時期的兒童平衡能力發展會有停滯的狀況產生，與此

測驗比對 4~5 歲之間有一段數值的平緩期相符，也可

推測此為上下左右移動測驗沒有顯著性差異性的可

能原因。 

年齡 

移 

動 

階 

層 

使
用
的
秒
數
，
單
位
：
秒 

年齡 

使
用
時
間
，
單
位
：
秒

年齡 

使
用
的
秒
數
，
單
位
：
秒 

年齡 

使
用
時
間
，
單
位
：
秒

年齡 

年齡 



陳璟璿 劉竺軒 賴世平 陳中杰 / 華人運動生物力學期刊 4 (2010) 26-32 
 

 

31 
 

兒童平衡能力成熟時期有各種說法，林等學者指

出兒童平衡能力約在 7~10 歲這個階段成熟(林尚武 

& 陳重佑, 2003) (廖華芳&王天苗, 1998)，蔡等學者認

為 7 歲的兒童其平衡姿勢反應上與成人已無太大差別 

(蔡佳良&吳昇光, 2003)，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孩童的平

衡能力在 7 歲之前已開始呈現漸近線發展，顯示兒童

的平衡能力約在 7 歲左右成熟，但 Steindl 等學者研

究指出本體感約 3~4 歲成熟，而視覺與本體覺約在

15~16 歲這個階段成熟(Steindl, Kunz, Schrott-Fischer, 

& Scholtz, 2006)，因此未來研究可針對 7 歲~16 歲的

少年進行後續的研究與發展。 

 

肆、結論與建議 

根據結果顯示，本研究開發平衡板評估系統，整

合遊戲軟體與後端資料庫，搭配測驗設計，應用於兒

童平衡訓練與評估，與其他文獻比對後，顯示此方式

可有效的評估兒童的平衡能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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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re are ten to thirty millio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DCD) 
in Taiwan. In clinics, it usually use balance plate for training the balance ability of the children with 
DCD. However, the balance training products for children emphasized the light, friendly-used, and 
safe lack balance ability assessment function. This project develops a balanc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for children. Methods: The system takes balance plate as foundation and 
combines with acceleration sensor, PC interactive interface, and data base.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as a game by Visual Basic that bee seeks the flower. There are five programs for testing children’s 
balance ability in this game: Mobile ability test, Mean spending time test, Up-down and Left-right 
test, Multiple-orientation test, Sensitivity of the center of mass moving test. They be analyze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five programs. Results: It can be found the results of Mobile ability test, 
Up-down and Left-right test, and Multiple-orientation test demonstrated the balance ability in 
children increase with age. Conclusions: It evidences this system enable to assess balance ability 
for children. 
 
Key words: Balance training, system develop, progra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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