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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國小兒童出生體重及身體組成參數對於平衡控制能力影響之研究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碩職班 研究生：黃世傑 指導教授：陳太正 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

探討國小學童出生狀況及身體組成在視覺平衡控制能力之差異。隨機抽樣

1~6 年各三班，在以立意取樣選取年齡 7~12 歲，分別為 7 歲 63 名；8 歲

75 名；9 歲 65 名；10 歲 71 名；11 歲 91 名，12 歲 64 名，共計學生 429 名

接受測量。將年齡、性別、出生狀況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說明，藉由實驗

器材 POSTUROMEDR 以 250Hz 頻率偵測 20 秒，可偵測 5000 筆之 X、Y 座

標數值，以整體晃動軌跡為效標，測量每一位學童張眼及閉眼的整體晃動

情形。並且將視覺、出身體重、BMI 及結果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

再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驗兒童身體活動量在

平衡控制能的差異，顯著水準 α＝.05。結果顯示： （一）7~12 歲男女童

在出生體重＜2500g 及＞2500g，隨年齡增長反而開眼（oet）閉眼（cet）整

體晃動男童未達顯著相關。但女童在＜2500g 開眼（oex）（Pearson＝-

.45、p＜.05）（oet）（Pearson＝-.49、p＜.05）；女童在＞2500g 閉眼

（cey）（Pearson＝-.45、p＜.05）達顯著負相關。 （二）男女學童在 BMI

由低至高的身體質量指數，比較在正常出身體重＞2500g 皆達顯著正相

關，BMI 較高者平衡控制能力較差。 （三）一週身體活動量在國小 7~12

歲男女學童＞10 小時及＜3 小時的平衡控制差異，男童達顯著差異，女童

則未達顯著差異。表示該階段的男童會因為活動量增加在平衡控制能有較

好的表現，反之該階段的女童不會因活動量多與少，產生平衡控制能力的

差異。 因此，在 7~12 歲學男女學童在不同的 BMI 及身體活動量，對於平

衡控制能力發展將會有不同的表現。反而出身體重差異，對往後該階段不

會有太大影響。因此家長需多注意孩子體重及運動時間，在平衡控制能力

的整體表現會有顯著提升。  

摘

要

(英)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Birth Weight and Body Composition on the Postural 

Control f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er:Shin-Chieh Huang Advisor: Tai-Cheng Chen、

Ph.D. Abstract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physical birth condition and composition 

to the postural control for children in the element school ages. Those samples are 

randomly selected in three classrooms for the grades from first- to sixth-grade in an 

studies elementary school. Among all 429 samples、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them 

are 63、75、65、71、91、and、64 over the ages of 7 through 12、respectively. 

These data are not only statistically described by ages、but also by sex distinction 

and birth vital information. With the experimental instrument、POSTUROMEDR、

we take the sampling rate at the frequency of 250 Hz for the duration of 20 

seconds、which is equivalent to 5000 paired data in a 2-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We set the systematic effective vibration trajectory as x-axis to collect the 

students』 open-eye tests (OET) and close-eye tests (CET)、and followed by th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additional factors such as visual 

sight、birth weight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We also perform one-way 

ANOVA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with children’s activities for the level of balance 

control abilities at significance level (α) at 0.05.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ce for the birth weight less then 2500g and grate than 2500g in 

both ages 7~12 male and female children. With elder male children、there are also 

no significance either OET or CET. On the other hand、for both female children 

birth weight less than 2500g、OEX (Pearson＝-0.45、p＜0.05）OET（Pearson＝

-0.49、p＜0.05）、and female children birth weight great than 2500g CEY 

（Pearson＝-.45、p＜.05）have the significance. (2) There is the significance for 

low to high BMI verse birth weight greater than 2500g. There is relative low balance 

control ability for larger BMI children. (3) There is the significance for those male 

children having weekly activities hours for grater then 10 hours and less than 3 

hours who will have the difference at balance control. We do not find this 

significance for female children group. This indicates there will be a better balance 

control for male children if they are increasing the weekly activities hours、while 

this does not apply for female children’s group. We conclude that the children in 

elementary school will have certain level difference in balance control ability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groups、and this is related to the BMI and weekly activity 

hours. And hence、parents are suggested to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for weight 

control and having a longer activity hours. These will help children to have better 

balance contro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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