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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探究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能檢測某教養院智障者之研究。
研究方法依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能手冊中體育體檢表來檢測某教養院智能障礙者體適
能。研究對象是某南部教養院 39 名智能障礙者，結果發現約有 26%體重過瘦或體重稍輕情形。
其次，身體組成數值中發現，約 56%有過脂肪體質或肥胖現象，需作體重管理控制；在柔軟
度檢測數值中發現，肩、踝、膝關節之平均數皆高於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能體育體檢表
標準，意謂柔軟度差；而功能性腿部力量、一分鐘完成仰臥起坐、最大握力、坐式掌手壓測
試上，皆在體育體檢表標準以下，意謂肌力不足；單腳平衡站立測試整體也低於標準；六分
鐘行走運動完後距離總長整體平均也不高，心肺適能亦偏差。結論：教養院智能障礙者活動
量及運動強度不足，建議依障別輕重程度作出適合該教養院智能障礙者之運動處方，搭配主
照顧者長期從旁協助執行訓練，進而達到運動健康的益處。並可提供有效率運動處方之參考
及減少國民醫療保健支出與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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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根據內政部
（2010）資料顯示，98 年底 15-64 歲者計有 1,688 萬 4,106 人占總人口之 73.03
％，65 歲以上者 245 萬 7,648 人占 10.63％，0-14 歲者有 377 萬 8,018 人占 16.34％，依賴
人口(0-14 歲及 65 歲以上者)對工作年齡人口(15-64 歲者)之扶養比為 36.93％，逐年降低，
主因扶老比逐年緩升，而扶幼比降幅較大所致；65 歲以上老年人口對 0-14 歲人口之老化指
數為 65.05％，續創歷年新高。雖仍較歐美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為低，但較其他亞洲國家為
高。行政院衛生署(2010)統計，我國 2008 年國民醫療保健最終支出(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NHE) 7,885 億元，較上年增加 3.2%，約占當年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6.4%。
按用途別分，用於個人醫療者約 7,078 億元或占 89.8%，較上年增加 3.8%。而平均每位國民
醫療保健支出達 34,287 元，相較於全民健保實施以前(民國 83 年)增加 2.2 倍。NHE 最終支
出依服務對象別分時，約有 5 成 2 的 NHE 用於 50 歲以上國民之個人醫療費用上。內政部統計
處（2010 年）的資料顯示：2000 年身心障礙者人數總計由 711,064 人增加至 2009 年 1,071,073
人，續呈逐年上升趨勢。而智能障礙者由原本 71,012 人增加到 95,375 人。其中男性從 41,290
人增加至 54,894 人，女性從 29,722 人增加至 40,481 人。依障礙等級分：極重度由 12,292
人降至為 9,320 人；重度由 18,173 人降至為 16,296 人；中度由 25,125 人增加至 34,955 人；
輕度由 15,422 人增加至 34,804 人。而民國九十七年行政院衛生署公告修正之「身心障礙等
級」
，對智能障礙下定義為「成長過程中，心智的發展停滯或不完全發展，導致認知、能力和
TAO

社會適應有關之技巧的障礙稱為智能障礙」（內政部，2008）。
且依等級分：
1.極重度：智商未達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五個標準差，或成年後心理年齡未
滿三歲，無自我照顧能力，亦無自謀生活能力，須賴人長期養護的極重度智能不
足者。
2.重度：智商界於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四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含）之
間，或成年後心理年齡在三歲以上至未滿六歲之間，無法獨立自我照顧，亦無自
謀生活能力，須賴人長期養護的重度智能不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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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度：智商界於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至四個標準差（含）之間，
或成年後心理年齡介於六歲以至未滿九歲之間，於他人監護指導下僅可部份自理
簡單生活，於他人庇護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但無獨立自謀生活能力的中度
智能不足者。
4. 輕度：智商界於該智力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二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差（含）之
間，或成年後心理年齡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在特殊教育下可部份獨立自
理生活，及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的輕度智能不足者。
就 居 住 在 機 構 內 智能障礙者的 健康與生活狀況面向來談；Strauss & Eyman (1996)認
為智能障礙者本身自我照顧能力愈差、移動能力低且各種生理疾病的比率也較高。運動少，
活動量自然也就 少。 Beange, McElduff & Baker (1995）學者指出，智能障礙者的生理活動
確實比一般人更少。而（ 李志偉、嚴嘉楓、羅慶徽、李宗楠、林金定，2005）調 查 也 發 現 ，
我 國 智 能 障 礙 者 2001 年 平均每人醫療保健門 診 就診次數為 16.30(一 般 人 為 13.8)。
不論是從歷年人口結構觀察、身心障礙者人數總計逐年上升，或是需多倍人力來照顧移動能
力低，活動量少的智能障礙者及龐大的社會資源支出與耗盡等等的觀點來看，以上述這些社
會現象都是值得我們深入探究關切的議題。Temple & Walkley (2003)在澳洲墨爾本大都會為
37 名輕、中智能障礙者為期 3 天的身體活動紀錄測量，年齡在 18 歲以下男性有 19 名，女性
有 18 名。結果：平均落在輕微運動，自己洗衣、烹飪、穿衣、開車、散步這些身體活動居多。
意味這些參加者花在久坐的活動的時間較多。而(Beange et al., 1995)隨機選取 20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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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十到五十歲居住在雪梨北部城鎮年的成年智能障礙者，做醫療診斷與檢查，發現隨著年
齡的上升，罹患心臟病風險因子、看門診與住院的機率都比一般人口高。James & Skinner
(2005)指出智能障礙者心肺適能比一般人低。另外Robbins, Powers & Burgess (2008)學者
指出，好的柔軟度可以減輕運動後肌肉關節的痠痛，使身體肌肉能放鬆，較不易產生慢性疲
勞；可預防肌肉關節意外傷害，並可提升運動能力的表現。
（林佩欣、曾旭民、鄭寶釵、黃美
涓、鄧復旦，1999）為 40 位 65 歲以上的男性作平衡能力、下肢肌力、神經肌肉控制協調能
力及反應時間的感覺運動功能測試，實驗結果顯示有定期練習太極拳者，其平衡能力顯著優
-58-

海洋休閒管理學刊

趣味體適能檢測某教養院智
障者之研究

海洋休閒管理學刊
第三輯 56-72(2011.11)

於同年齡但無練習太極拳者。而反應時間、神經肌肉協調控制及下肢肌力感覺運動功能測試，
兩組間則並無明顯差異。長期接受運動訓練計劃可降低身體組成及肥胖相關疾病（如高血壓、
心臟病）罹患率 (Wallman, Plant, Rakimov & Maiorana, 2009)。於此，讓智能障礙者從事
有氧運動而且是能有規律地、有持續性地、有效率地，這樣運動的模式。不僅可幫助提升智
能障礙者他們健康的狀態，更能避免疾病的發生，對無法自主照料生活、或無自謀生活能力，
須賴人長期養護的智能障礙者有很大的助益。Merriman, Barnett & Jarry (1996) 利用暖身
運動、伸展操、音樂有氧運動、肌力訓練、緩和運動，以 22 名成人多重障礙者（包含智能障
礙者）為受試者，為期 12 週運動訓練，結果發現在心肺適能、肌力及柔軟度上都有顯著的提
升；但身體組成及體脂肪兩者均無顯著改變。而Beasley (1982)將成年智能障礙者分成實驗
組 15 人和控制組 15 人，實驗組進行 1 哩-1.5 哩的跑/走運動，為期八週，每週五次，每次
約 30 分鐘，八週後結果發現，在實驗組的成年智能障礙者心肺適能明顯高於控制組的成年智
能障礙者，且實驗組在運動為期八週後亦有明顯提升於運動前之心肺適能，在工作量表現上實
驗組也明顯高於控制組。
本研究目的旨在以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能手冊中體育體檢表之模式，來檢測某教養
院智能障礙者體適能。並就該教養院智能障礙者體適能之實際檢測現況，逐一作健康促進之
探討與建言。

TAO

貳、研究方法
方法
參與者
樣本為某教養院智能障礙者男性為24名、女性為15名，重度智能障礙者為32名、極重度
智能障礙者為7名。年齡介於20~62歲，平均年齡為36.49±11.61。依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
能手冊(Special Olympics Healthy Athletes Funfitness manual, 2007)為檢測標準。檢測
日期為2010年7月9日。地點於教養院運動活動室。所有檢測方法和程序都經過機構負責人及
所有家長簽署知情同意書後開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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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一、用身體質量分析儀 (Vivente Inbody 220)自動來測量除脂肪量、體水份量、體脂肪量、
體脂肪率、身體質量指數(BMI)、腰臀圍比(WHR)、右手臂體水份、左手臂體水份、軀幹體水
份、右腿體水份、左腿體水份，以分段生物電阻抗模式作身體組成分析。

二、依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能手冊為檢測依據。而此手冊中體育體檢表是由美國物理治
療學會為智能障礙者評量健康體適能所發展出的表格。其標準如下：
(一)、測量柔軟度標準：若肩上旋轉動作檢查距離大於 15 公分或發生不對稱情況；仰臥被動
踝關節背屈角度柔韌性小於+10 度或發生在不對稱情況；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檢查結果大
於-15 度或發生不對稱情況；髖前肌群測試角度柔韌性小於-10 度或發生在不對稱情況，則表
示柔軟度差，需要再加強訓練。
(二)、功能性腿部力量測試十次數標準：如果反覆坐下–起立動作10次數的時間超過20秒，
表示在標準以下，需要再加強訓練。
(三)、一分鐘完成仰臥起坐次數標準：如果仰臥起坐次數少於 25 次數，表示在標準以下，需
要再加強訓練。
(四)、手部最大握力測試標準：依Special Olympics Healthy Athletes (2007). FUNfitness
Manual Hand Grip Norms in Adults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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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坐式掌手壓測試標準：如果維持時間小於 5 秒，表示在標準以下，需要再加強訓練。
(六)、量測單腳閉眼 / 張眼站立保持平衡測試標準：若維持時間小於 10 秒，表示在標準以
下，需要再加強訓練。
(七)、立姿功能性測試標準：若檢查距離小於 20 公分，表示在標準以下，需要再加強訓練。
(八)、六分鐘行走測試標準：綜合測試前安靜心跳數、運動完後心跳數、2 分鐘後心跳數、
距離總長及測試後疲勞自覺的數據作評論。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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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能檢測開始前，使用自動身高體重測量器來測量智能障礙者的
身高、體重；測量方式為：請受測者脫鞋站在身高器上，兩腳跟併攏、直立，使枕骨、背部、
臀部及腳跟四部分均緊貼量尺，眼並向前平視。用身體質量分析儀 (Vivente Inbody 220)
來測量除脂肪量、體水份量、體脂肪量、體脂肪率、身體質量指數(BMI)、腰臀圍比(WHR)、
右手臂體水份、左手臂體水份、軀幹體水份、右腿體水份、左腿體水份。量測方式：站立式
八點觸感式電極(右手掌⁄左手掌⁄右腳底⁄左腳底各兩電極)，以分段生物電阻抗模式作身體組成
分析。並將數據記錄之。
二、用Baseline stainless量角器(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2010)
來測量左肩上旋轉動作柔軟度、右肩上旋轉動作柔軟度、左腳仰臥被動踝關節背屈角度、右
腳仰臥被動踝關節背屈角度、左腳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右腳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左
髖前肌群測試角度、右髖前肌群測試角度；量測方式是：受試者於站立下量測肩膀上旋柔軟
度，仰臥姿態下量測被動髖、膝、踝關節角度。並且將得到關節角度數據記錄下來。
三、用德國夢舒運動脈表 MEDISANA– HRM 530來測量功能性腿部力量；用站立計時測試量測
方式，在不借助上肢的條件下，以反覆作坐下- 起立動作10下，並記錄所花秒數。半仰臥起
坐腹部肌肉測量：測一分鐘內完成仰臥起坐次數，並記錄完成次數。前臂及手部肌肉-用JAMAR®
握力計(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2010)來測量抓握測試：每隻手最
大握力。握三次，每次最久六秒，取三次為最佳成績。
四、量測左/右單腳閉眼/張眼站立保持平衡，並記錄完成秒數。立姿功能性測試：量測方式
TAO

是依手臂上舉成90度，在獨立保持平衡的情況下像前伸所能夠到的距離。量測左/右手臂並記
錄完成秒數。
五、用德國夢舒運動脈表MEDISANA–HRM 530來測量六分鐘行走測試前安靜心跳數、運動完後
心跳數、2分鐘後心跳數、距離總長；測量方式是：鬆緊帶與心跳信號發射器配帶成一環狀，
黑色硬殼上之 MEDISANA 標誌應置於胸部中央，鬆緊帶绑於背後，脈搏者掛於左手或右手均
可顯示心跳脈搏。運動時，藉由 MEDISANA 運動脈搏表功能，隨時監測心跳。而六分鐘行走
實施方式為：在教養院室內活動中心走道以米尺測量15公尺並用膠帶標示後，以折返方式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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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快走15分鐘；由於受試者存在智能障礙，為避免認知不足、動機低落影響實施效果，除在
測試前充分解說、示範動作外，過程中會利用口頭加油增加連續快走的意願。受試者於實驗
全程配戴設定心跳器以監控強度，結束後隨即紀錄心跳數以及2分鐘後心跳數，並測量快走距
離總長。最後將所收集資料編碼後進行統計分析。在控制變項上，作者群背景是10年以上資
歷的大學體育教授、10年以上資深臨床物理治療師來監督及作實施測量的工作。
資料處理
本研究在實際施測建檔後，以 SPSS14.0 Windows 套裝軟體，進行資料統計分析，將所測
得身體組成、柔軟度、肌力、平衡、心肺適能各項數值以描述性統計來分析。

參、結果與討論
一、結果
教養院內智能障礙者身高最小值為 133.00 公分、最大值為 185.00 公分、
平均身高為 156.21 (SD=12.20) 公分。標準以下有 6 人、標準有 31 人、標準以上有 2 人；
體重最小值為 32.50 公斤、最大值為 85.00 公斤、平均體重為 53.54 (SD=11.67) 公斤。標
準以下有 6 人、標準有 15 人、標準以上有 18 人；肥胖評價：體重過瘦有 8 人、體重稍輕有
7 人、體重正常有 1 人、低脂肪肌肉型有 1 人、過脂肪體質有 16 人、肌肉型過體重有 0 人、
TAO

境界型肥胖有 0 人、肥胖有 4 人、高度肥胖有 2 人；脂肪 (kg)為負值需控制的有 28 人(需加
強有氧訓練，減脂肪) 。筋肉(kg)為負值需增加肌肉量的 10 有人(需加強肌力訓練)。

表1

身體組成基本資料

檢測項目

人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除脂肪量

39

22.90

65.80

39.8410

10.73258

體水份量

39

15.60

44.70

27.0923

7.29222

體脂肪量

39

3.30

29.00

13.0872

6.0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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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脂肪率

39

6.20

47.00

24.7718

10.33005

身體質量指數

39

16.00

30.80

21.5333

3.52034

腰臀圍比

39

.73

1.02

.8413

.07682

右手臂體水份

39

.77

2.85

1.5446

.50289

左手臂體水份

39

.76

2.87

1.5533

.50998

軀幹體水份

39

7.80

21.08

13.1464

3.37766

右腿體水份

39

1.04

7.94

4.5890

1.35450

左腿體水份

39

2.76

7.99

4.8323

1.30952

描述性統計

表 1 受試者身體組成基本資料：在除脂肪量上最小值為 22.90(kg)，最大值為 65.80(kg)，
平均數為 39.84 (SD=10.73)，標準以下有 8 人、標準有 23 人、標準以上有 8 人；體水份量
上最小值為 15.60(kg)，最大值為 44.70(kg)，平均數為 27.09 (SD=7.29)，標準以下有 8 人、
標準有 23 人、標準以上有 8 人；體脂肪量上最小值為 3.30(kg)，最大值為 29.00(kg)，平均
數為 13.09 (SD=6.05)，標準以下有 4 人、標準有 12 人、標準以上有 23 人；體脂肪率上最
小值為 6.20(kg)，最大值為 47.00(kg)，平均數為 24.77 (SD=10.33)，標準以下有 4 人、標
準有 11 人、標準以上有 24 人；身體質量指數上最小值為 16.00(kg/m2 )，最大值為 30.80，
平均數為 21.53 (SD=3.52)，標準以下有 1 人、標準有 31 人、標準以上有 7 人；腰臀圍比上
最小值為.73(%)，最大值為 1.02(%)，平均數為.84 (SD=.08)，標準以下有 0 人、標準有 17
人、標準以上有 22 人；右手臂體水份上最小值為.77(kg)，最大值為 2.85(kg)，平均數為 1.54
TAO

(SD=.50)，標準以下有 18 人、標準有 15 人、標準以上有 6 人；左手臂體水份上最小值
為.76(kg)，最大值為 2.87(kg)，平均數為 1.55 (SD=.51)，標準以下有 17 人、標準有 16 人、
標準以上有 6 人；軀幹體水份上最小值為 7.80(kg)，最大值為 21.08(kg)，平均數為 13.15
(SD=3.38)，標準以下有 7 人、標準有 24 人、標準以上有 8 人；右腿體水份上最小值為
1.04(kg)，最大值為 7.94(kg)，平均數為 4.59 (SD=1.35)，標準以下有 9 人、標準有 22 人、
標準以上有 8 人；左腿體水份上最小值為 2.76(kg)，最大值為 7.99(kg)，平均數為 4.83
(SD=1.31)，標準以下有 9 人、標準有 23 人、標準以上有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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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檢測項目

柔軟度基本資料

人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左肩上旋轉動作柔軟度

39

-6.50

40.00

15.3462

11.03174

右肩上旋轉動作柔軟度

39

-3.00

35.00

14.6410

9.47917

左腳仰臥被動踝關節背屈角度

39

.00

20.00

11.5128

4.15408

右腳仰臥被動踝關節背屈角度

39

5.00

25.00

11.2051

4.45551

左腳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

39

-55.00

.00

-28.3846

13.66635

右腳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

39

-50.00

.00

-30.2564

13.17437

左腳髖前肌群測試角度

39

.00

15.00

6.7179

3.30031

右腳髖前肌群測試角度

39

.00

15.00

7.5385

3.58980

描述性統計

表 2 受試者柔軟度基本資料：在左肩上旋轉動作柔軟度上最小值為-6.50(cm)，最大值為
40.00(cm)，平均數為 15.35 (SD=11.03)；右肩上旋轉動作柔軟度上最小值為-3.00(cm)，最
大值為 35.00(cm)，平均數為 27.09 (SD=7.29)；左腳仰臥被動踝關節背屈角度上最小值
為.00，最大值為 20.00，平均數為 11.51 (SD=4.15) ；右腳仰臥被動踝關節背屈角度上最小
值為 5.00，最大值為 25.00，平均數為 11.21 (SD=4.46) ；左腳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上最
小值為-55.00，最大值為.00，平均數為-28.38 (SD=13.67) ；右腳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上
最小值為-55.00，最大值為.00，平均數為-30.26 (SD=13.17) ；左腳髖前肌群測試角度上最
小值為.00，最大值為 15.00，平均數為-30.26 (SD=3.30) ；右腳髖前肌群測試角度上最小
TAO

值為.00，最大值為 15.00，平均數為 7.54 (SD=3.59)。

表3
檢測項目

肌力基本資料

人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功能性腿部力量測試十次數

39

19.91

67.00

38.0718

13.92458

一分鐘完成仰臥起坐次數

33

.00

26.00

6.1818

8.23656

第一次左手最大握力測試

36

6.00

80.00

33.8889

20.39296

第二次左手最大握力測試

36

3.00

86.00

33.9722

21.59562

第三次左手最大握力測試

36

3.00

81.00

32.6667

19.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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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右手最大握力測試

36

5.00

80.00

35.1389

20.08006

第二次右手最大握力測試

36

4.00

73.00

37.3611

19.85973

第三次右手最大握力測試

36

4.00

85.00

36.9444

20.81887

第一次坐式掌手壓測試

26

2.00

229.00

57.1154

68.94190

第二次坐式掌手壓測試

26

1.00

146.00

43.3462

45.85101

描述性統計

表 3 受試者肌力基本資料：在功能性腿部力量測試十次數上最小值為 19.91 (seconds)，
最大值為 67.00 (seconds)，平均數為 38.07 (SD=13.92)；一分鐘完成仰臥起坐次數上最小值
為.00，最大值為 26.00，平均數為 6.18 (SD=8.24)，只有 33 人完成仰臥起坐，有 6 人因不能
理解或拒絕測試。第一次左手最大握力測試上最小值為 6.00(pounds)，最大值為
80.00(pounds)，平均數為 33.89 (SD=20.39) ；第二次左手最大握力測試上最小值為
3.00(pounds)，最大值為 86.00(pounds)，平均數為 33.97 (SD=21.60) ；第三次左手最大握
力測試上最小值為 3.00(pounds)，最大值為 81.00(pounds)，平均數為 32.67 (SD=19.87) ；
第一次右手最大握力測試上最小值為 5.00(pounds)，最大值為 80.00(pounds)，平均數為 35.14
(SD=20.08) ；第二次右手最大握力測試上最小值為 4.00(pounds)，最大值為 73.00(pounds)，
平均數為 37.36 (SD=19.86) ；第三次右手最大握力測試上最小值為 4.00(pounds)，最大值為
85.00(pounds)，平均數為 36.94 (SD=20.82)，只有 36 人完成最大握力測試，有 3 人因不能
理解或拒絕測試。第一次坐式掌手壓測試上最小值為 2.00 (seconds)，最大值為 229.00
TAO

(seconds)，平均數為 57.12 (SD=68.94) ；第二次坐式掌手壓測試上最小值為 1.00
(seconds)，最大值為 146.00 (seconds)，平均數為 43.35 (SD=45.85) ，只有 26 人完成最大
握力測試，有 13 人因不能理解或拒絕測試。

表4
檢測項目

平衡基本資料

人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張眼左單腳平衡站立

34

1.00

30.00

5.2941

6.90423

張眼右單腳平衡站立

34

1.00

20.00

4.1471

4.3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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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眼左單腳平衡站立

34

1.00

30.00

3.6471

5.27936

閉眼右單腳平衡站立

34

1.00

30.00

3.2647

4.98062

左腳立姿功能性平衡測試

34

13.00

50.00

27.1765

10.76603

右腳立姿功能性平衡測試

34

10.00

42.00

26.2941

8.93251

描述性統計

表 4 受試者平衡基本資料：在張眼左單腳平衡站立上最小值為 1.00(seconds)，最大值為
30.00 (seconds)，平均數為 5.30 (SD=6.90)；張眼右單腳平衡站立上最小值為 1.00
(seconds)，最大值為 20.00 (seconds)，平均數為 4.15 (SD=4.38)，閉眼左單腳平衡站立上
最小值為 1.00 (seconds)，最大值為 30.00 (seconds)，平均數為 3.65 (SD=5.28)，閉眼右
單腳平衡站立上最小值為 1.00 (seconds)，最大值為 30.00 (seconds)，平均數為 3.26
(SD=4.98)，只有 34 人完成仰臥起坐，有 5 人因不能理解或拒絕測試。左腳立姿功能性平衡測
試上最小值為 13.00 (cm)，最大值為 50.00 (cm)，平均數為 27.18 (SD=10.77)，右腳立姿功
能性平衡測試上最小值為 10.00 (cm)，最大值為 42.00 (cm)，平均數為 26.29 (SD=8.93)，
只有 34 人完成仰臥起坐，有 5 人因不能理解或拒絕測試。

表5
檢測項目

心肺適能基本資料

人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六分鐘行走測試前安靜心跳數

39

58.00

99.00

81.2564

12.32396

六分鐘行走運動完後心跳數

39

86.00

166.00

119.3846

18.96897

六分鐘行走2分鐘後心跳數

39

58.00

123.00

93.2051

14.78296

六分鐘行走運動完後距離總長

39

188.00

655.00

392.9487

127.94529

TAO

描述性統計

表 5 受試者心肺適能基本資料：在六分鐘行走測試前安靜心跳數上最小值為 58.00
(seconds)，最大值為 99.00 (seconds)，平均數為 81.26 (SD=12.32)；六分鐘行走運動完後
心跳數上最小值為 86.00 (seconds)，最大值為 166.00 (seconds)，平均數為 119.38
(SD=18.97)；六分鐘行走 2 分鐘後心跳數上最小值為 58.00 (seconds)，最大值為 123.00
(seconds)，平均數為 93.21 (SD=14.78)；六分鐘行走運動完後距離總長上最小值為 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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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s)，最大值為 655.00 (meters)，平均數為 392.95 (SD=127.95) 。

二、討論
以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能手冊中的體育體檢表檢測發現，智能障礙者約有 26%體重
過瘦或體重稍輕情形、髖關節柔軟度落在標準以內、立姿功能性平衡高出標準，意謂平均數
在標準以內。其次，身體組成檢測中發現，約 56%有過脂肪體質或肥胖現象，需作體重管理
控制；在柔軟度檢測數據中發現，肩、踝、膝關節之平均數皆高於特奧會健康運動趣味體適
能體育體檢表標準，意謂柔軟度差；而功能性腿部力量、一分鐘完成仰臥起坐、最大握力、
坐式掌手壓測試上，皆在體育體檢表標準以下，意謂肌力不足；單腳平衡站立測試整體也低
於標準；六分鐘行走運動完後距離總長整體平均也不高，心肺適能亦偏差。
在檢測該教養院智能障礙者中發現，女性比男性過脂肪體質或肥胖現象接近 3 倍之多，
表示該教養院智能障礙者男性體重，依年齡比例在標準內的較女性多。
體脂肪量有 56%在標準以上；體脂肪率有 61%在標準以上；腰臀圍比有 56%在標準以上的這些
智能障礙者需作有效的體重管理控制。在左肩上旋轉動作、右肩上旋轉動作、左腳仰臥被動
踝關節背屈角度、右腳仰臥被動踝關節背屈角度、左腳仰臥被動膝蓋伸直角度、右腳仰臥被
動膝蓋伸直角度柔軟度數據上，顯然高於平均標準值。特別是肩上旋轉動作與膝蓋伸直角度，
將近有 24 人肩上旋轉動作、有 34 人膝蓋伸直角度超過標準，需接受訓練。功能性腿部力量
測試十次數標準應在 20 秒內完成，但受試者平均卻花費 38.07 秒；其他，一分鐘完成仰臥起
TAO

坐、最大握力測試、坐式掌手壓測試都有人因不能理解或拒絕測試而未施測。該院測得張眼
閉眼單腳平衡站立平均數為 5 秒以下，依標準若小於 10 秒，表示需接受訓練。在心肺適能部
分，六分鐘行走運動完後距離總長平均步行不到 400 公尺，運動完後心跳數平均不到 120 秒，
2 分鐘後心跳數為 93.20 秒，也意謂表示這些智能障礙者的步行步速不快、強度不強，心肺
適能偏差。
根據 Leon, Conrad, Hunninghake & Serfass (1979)學者以六名 19 至 31 歲久坐肥胖男
性，在跑步機上以每小時 3.2 英里速度步行 90 分鐘，為期 16 週、5 天/週的步行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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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身體組成減少 5.9 公斤，體脂率從 23.3 下降到 17.4。而 ACSM (1995)也建議身 心 障
礙 者 的 運 動 適 當 強 度 為 3 至 6METS 相 當 於 15 到 20 分 鐘 內 走 完 一 哩 ， 且 應 累 積
30 分 鐘 以 上 。 至 於 有 除脂肪量偏低、26%體重過瘦或體重稍輕情形；Rory, Paul & Peter
(1995) 指出智能障礙者經過十二週肌力訓練後，其肌力可增加至 25％、肌耐力可增加至
177.1％。Merriman, Barnett & Jarry (1996)利用暖身運動、伸展操、音樂有氧運動、肌力
訓練、緩和運動，以 22 名成人多重障礙者（包含智能障礙者）為受試者，接受 12 週運動訓
練，結果發現在心肺適能、肌力及柔軟度上都有顯著的提升。(林佩欣、曾旭民、鄭寶釵、黃
美涓、鄧復旦，1999）學者也指出：有定期練習 65 歲以上的男性太極拳者，其平衡能力顯著
優於同年齡但無練習太極拳者。而行走是智能障礙者最常見的身體活動 Temple, Anderson &
Walkley (2000)。若能增加行走強度、時間、距離等設計；可使智能障礙者進一步得到適當
的身體活動。La Rovere, Bigger, Marcus, Mortara & Schwartz (1998).研究發現，經過四
週短期運動訓練，心肌梗塞後的患者，心臟自律神經平衡的情況有改善，特別是增進心臟副
交感神經活性部分。綜觀上述學 者 專 家 所言，故 可 擬 定 適 合 教養院智能障礙者之運 動 處
方 ，逐一對健康促進作出貢獻。

肆、結論與建議
TAO

綜合上述獲得結論是：智能障礙者本身對運動的認知、學習、態度，會影響到運動處方
之執行，倘若智能障礙者在執行訓練中，有主照顧者長期從旁協助，將注意力不集中，易分
心等誤差減至最低。如何一來，智能障礙者長期接受運動訓練就可以有效增加除脂肪量；降
低體重、體脂肪量、體脂肪率、身體質量指數、腰臀圍比；提升並增進各關節柔軟、肌力、
肌耐力與平衡感；並增進心肺適能。對肥胖及其因活動量不足，而相關疾患產生的預防有絕
對幫助。除此之外，飲食控制及行為的改變也是重要的一環。依此結論，實質應用方面建議：
依障別輕重程度做不同言語、肢體動作、文字、影音圖像的教育來倡導運動，以漸進、規律
的模式，提高強度或時間。進而達到運動健康的益處。並可提供有效率的機構管理之參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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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國民醫療保健支出與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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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fitness test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stitutionalize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Methods are based on the Special Olympics Sports Health FUNfitness
Manual sports medical examination to detect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a workhouse
Fitness.The subjects were 39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in a souther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nd found that about 26% of body weight or lean body mass is slightly
lighter than the case. Secondly, the body composition values found, about 56% had
body fat or obesity, the need for weigh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the detection
of numerical flexibility is found, shoulder, ankle and knee were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Special Olympics Healthy Athletes FUNfitness sports medical
examination standards, means that flexibility is poor; and functional leg strength,
sit-ups a minute to complete, the maximum grip strength, sitting on a palm hand
pressure test, all the following criteria in the sports physical examination form,
which means that strength is inadequate;one leg standing balance test is also lower
than the overall standard of; six-minute walking distance after exercise overall
average length is not high, 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 is also bias. Conclusi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ctivity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lack of exercise
intensity, the proposed severity by impaired do not make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exercise prescription, with the primary caregivers
assis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ng-term training, thus achieving the health benefits
of exercise prescription and provide an efficient reference and reduce national
health spending and social costs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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