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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寶安穩的躺在床上, 突然, 外面鞭炮大作, 小寶貝狀似嚇了一大跳一般, 深吸一

口氣, 屏住呼吸, 四肢向外伸展, 之後又吐氣, 四肢收回到中央, 然後開始伴隨著哭

鬧, 這個看起來像是“受驚害怕”的舉措, 其實, 是小寶寶再自然不過的“反射

（莫洛/ 驚嚇反射）。�

對於大多數的家長和嬰幼兒照護者來說, 反射, 是一個既熟悉, 又陌生的主題。而

反射, 對於孩子的學習和行為, 卻擁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和作用, 值得我們仔細的探

討和認識。�

當人類的寶寶,  離開了母親的子宮保護時, 會開始經驗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感官世

界, 例如：視覺上看到的不只是幽暗的光線和暗紅的顏色, 而是全彩光亮的新世

界; 聽覺上聽到的不只是媽媽臟器運作的聲音與媽媽說話的聲音, 而是一個更豐富

的聽覺世界, 但是,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全新感官刺激,  寶寶暫時之間還沒有成熟

的腦部功能, 去判斷篩選各種不同刺激, 有意識地趨吉避凶, 表現出恰當行為舉止, 

這時候, 反射就扮演了極度重要的階段性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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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 是嬰兒與生俱來的一種“動作反應”, 當嬰兒經歷特定感官刺激的時候, 

“不由自主”的產生某一些身體反應, 主要的目的, 是在嬰兒腦部還沒有成熟之前, 

提供一些“趨吉避凶”的立即性反應, 中樞神經發展健康的寶寶, 都擁有這一些自

動性的反射, 寶寶自己完全無從控制。�

然而, 隨著寶寶慢慢長大, 腦部的高功能部位成熟度增加, 面對周遭環境的刺激時, 

已經能夠自主的, 有意識的, 做出反應, 這時候, 反射就會漸漸的被“整合”到其他

的動作發展當中, 而顯得似乎“不見了”, 這一些會隨時間和發展漸漸“不見”的

反射, 多半是一些我們稱為“出生反射（newborn reflex）”的反射, 像是之前提

過的莫洛反射（Moro reflex）, 尋乳（rooting）反射, 抓握（grasp）反射…等

等, 這一些反射擁有他們階段性的任務, 讓新生兒顯得不那麼“脆弱無力”, 而能

夠在新生兒面臨環境當中的危機因素時, 仍能夠確保安全的生存。�

相對於這一些出生反射, 有一些其他的反射是屬於“永久存在”的反射, 像是碰到

極度的熱, 我們的手會立即抽回, 速度之快,  連“很熱”的資訊都還沒有到達大腦, 

等待大腦指導手部肌肉, 就做出“保障生存”的立即反應,  類似的反射還有眨眼反

射等等,  這一些反射的例子, 讓我們看到, 反射對於生存的重要性。�

然而, 對於那些扮演“階段性功能”的反射, 如果存在的時間, 長過了他們應該存

在的時間點, 卻反而會造成孩子學習和行為的問題與障礙, 誠如前面提過的, 反射

是一種因應刺激所產生的“自動”反應, 因此,  如果沒有在正常的時間點, 被整合

成為自主動作的一部分, 嬰幼兒的“動作發展”就會產生問題, 進而影響一連串的

後續學習和行為問題。�
舉“莫洛反射”為例, 在嬰兒大約4個月之

前,  一旦“頭部位置突然改變（前庭刺

激）”, 或是“接收到突然的光線（視覺

刺激）”, 或是“聽到突然的聲響（聽覺

刺激）”, 甚至是“被突然粗魯的碰觸

（觸覺刺激）”, 就會出現深吸一口氣, 屏

住呼吸, 四肢向外伸展, 之後又吐氣, 四肢

收回到中央的反射反應, 這個反射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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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碰到突發的危機時候, 會產生的“戰鬥或逃離”反應一樣, 是一種能增加嬰

兒生存機會的反應, 嬰兒身體的壓力賀爾蒙（可體松、腎上腺素…等） 在此刻

會突然增高, 然後慢慢回到正常。�

可以看到的是,  有很多不同的感官刺激（前庭刺激、視覺刺激、聽覺刺激、甚

至觸覺刺激）都會在新生兒時期誘發這一個反射, 在一般的情形之下, 嬰幼兒如

果在身心理上獲得充分的滿足與刺激, 這個反射會隨著腦部成熟, 在4個月左右

漸漸的減少影響嬰幼兒的行為。�

然而, 如果因為神經心理性因素，或是環境性因素，甚至病理性因素, 使得寶寶

的莫洛反射在2-4個月後，仍然強烈存在的話，當寶寶面對環境的刺激時，就

仍然會出現誇張的驚嚇反應，結果因為體內的“壓力荷爾蒙”過高，而可能產

生一個或是一個以上的感官過度敏感（聽覺敏感、觸覺敏感…等）的問題，可

能的結果就是孩子就會對於所有的刺激都退縮不前，沒有安全感, 影響學習能力，

或是相反的，變成有攻擊性、過動、隨時處於興奮狀態的孩子, 而被標籤化成行

為有問題的孩子。倘若一直被忽視, 長期的效應可能有跟前庭平衡相關的問題

(像是容易暈車、肢體動作退縮)、視覺知覺問題(像是無法忽略同時進入視野的

不重要訊息, 造成專注力困難)和對於光線的瞳孔調適力差等、聽覺容易混淆、

免疫力差、適應力差(不喜歡變化)等等，這一些生理上的結果，相對就會產生

一些心理上的症狀，像是心情容易陰晴不定、有時似乎精力旺盛，有時似乎又

很容易疲倦、低自尊、不安全感…等等。�

要能夠確保嬰幼兒的反射獲得恰當的整合, 按摩和瑜珈可以說是最好的方法,  按

摩能夠直接作用於寶寶的觸覺系統,  使得嬰幼兒的突觸增生, 促進髓鞘化,  這種

“成熟化”的過程, 能一定程度的確保寶寶的腦部高功能發展, 使得反射被有效

的整合, 至於瑜珈（一種經過設計的寶寶運動）,  能幫助嬰幼兒產生直接的“前

庭刺激”和“本體覺刺激（安全的以特定方式活動肢體）”, 這種資訊的輸入, 

也能讓寶寶的動作發展獲得更好的進步, 同時減少反射對於身體的制約,  以下, 

就介紹幾種非常簡單易行的按摩和瑜珈。�





4 

手部：印度擠奶法�
爸媽一隻手握住寶寶的手腕,  

另一隻手從寶寶的肩膀往手

腕的方向按摩, 接著換手進行, 

如果寶寶喜歡, 可以多進行幾

次�

腹部：水車法�
爸媽先把雙手放在寶寶的腹部, 

兩手輪流從肋骨的下緣開始, 往

腹部下緣的位置按摩, 兩手輪流

像水車的葉片一樣轉動�


腿部：滾動搓揉法�

爸媽把雙手包覆在寶寶大腿

的地方, 使用滾動搓揉的方式, 

往寶寶的腳踝方向按摩, 手放

輕鬆, 也能幫助寶寶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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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宜珉�
�
•  國際嬰幼兒DS瑜珈創辦人�
•  C.B.M 全球嬰幼兒按摩聯盟講師�
•  台灣國際嬰幼兒教育保育發展促進會

理事長�
•  金色鑰匙親子魔法屋股份有限公司教

學總監�
•  教育部大專院校講師�

腳趾點鼻尖式�

爸媽握住寶寶的雙腿小腿靠近

腳踝處, 溫和的引導寶寶的雙

腿, 以腳趾輕點寶寶的鼻尖, 過

程必須溫和, 以不強迫寶寶為

原則, 如果是3個月以內的新生

兒,  脊椎應保持在地面上�


膝蓋繞圈式�
爸媽的雙手握住寶寶的小

腿靠近腳踝處,  將雙腿微

微併攏（大約與肩同寬）, 

將膝蓋彎曲, 往腹部輕壓, 

接著使用單手（或雙手）, 

將寶寶的膝蓋分別以順時

鐘與逆時鐘方向轉動�
�

以上這一些簡單的按摩方

法和瑜珈動作, 可以增加

親子互動, 促進親子溝通, 

更能夠幫助嬰幼兒的感覺

統合發展, 進而幫助長久

的學習和行為能力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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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開課資訊�
�

★各班上課時間請電洽（02）2775-2223 或 至官網查詢 www.nuturer.com�
�

教保人員班課程資訊�
①台北：辦理 C.B.M 嬰幼兒按摩、DS 嬰幼兒動能知覺瑜伽、BSS 嬰幼兒音樂手語�
【上課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62號9樓之一（新新寶母推廣中心, 鄰近忠孝復興捷運站）�

②桃園：辦理 C.B.M 嬰幼兒按摩課程�
【上課地點】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二巷39號2樓（好朋友工坊）�
                      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二段253號（安琪兒托嬰中心）            �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389號2樓（鄰近桃園市政府）�

③新竹：辦理 C.B.M 嬰幼兒按摩課程�
【上課地點】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七街101號九樓（懂厚社區）�

④台中：辦理 C.B.M 嬰幼兒按摩課程、BSS 嬰幼兒音樂手語�
【上課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崇德10路一段529號4樓（CareFree嬰幼兒親子樂園）�

⑤台南：辦理 C.B.M 嬰幼兒按摩課程、BSS 嬰幼兒音樂手語�
【上課地點】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K301教室）�

⑥高雄：辦理 C.B.M 嬰幼兒按摩課程�
【上課地點】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263號（童臻托嬰中心）�
�

師資培訓課程資訊�
2015 IAF亞太嬰幼兒親水講師訓（台北場) (敬請電洽 ： 02-27752223)�
v  上課日期：11/30 至 12/4 （共五天） 10：00～18：30�
v  上課地點： Baby Fish 親子會館 – 台北市八德路四段138號 (京華城6樓）�

2016 各種師訓課程即將公開, 敬請密切注意�

親子課程�
Ø  嬰幼兒音樂手語親子派對 8/12, 8/19, 8/26, 9/2, 9/9,（三） 下午 1：30 ～ 2：30 �
    (請線上報名 http://goo.gl/forms/P2RB2LdtRO )�
Ø  嬰幼兒音樂手語親子教保班 10/16、10/23、10/30、11/6（五） 下午 3：30 ～ 5：30�

Ø  嬰幼兒音樂手語親子班 8/16、8/23、8/30、9/6、9/13（日）下午 2：00 ～ 3：00�
  （聯絡人 ：Jennie 老師 0921353020)�
Ø  親子班活動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62號9樓之一,  聯絡電話 ：(02) 27752223�

研習課程�
Ø  《初階素食》嬰幼兒副食品設計與製作 9/5 下午 1：30 ～ 4：30�
Ø  《初階》嬰幼兒副食品設計與製作 9/19 早上 9：00 ～ 12：00 �
Ø   研習課程活動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62號9樓之一,聯絡電話 ：(02) 27752223�

更多課程資訊歡迎與我們聯絡（02）2775-22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