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一、編寫說明
普通教育改革中強調「帶好每個學生」的信念與特殊教育「零拒絕」原則相符合，每個學生不論其身心障礙程度或資賦優異程度有多不同，
都需要符合其個別需求的有意義課程。因應融合教育與普通教育接軌之需求，考量九年一貫課程中七大領域、六大議題透過分段能力指標學習進
而達成培養十大基本能力之理念，特殊需求學生亦可全部或部分參與普通教育課程。
本手冊之編寫參考「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能力指標，針對認知功能嚴重缺損之學生進行調整設計，包括低功能自閉
症學生、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或中重度智能障礙伴隨有感官、肢體或情緒行為等其他障礙之多重障礙學生。透過評估學生的學習需求與身心特質，
進而了解學生起點行為與先備能力，分析普通教育課程能力指標和認知障礙嚴重缺損學生學習需求之適配性進行能力指標的調整，期能透過由低
至高逐步設計與調整課程層次，以漸進方式協助學生達成能力指標，並重視特殊需求學生與普通學生之交流與互動。

(一)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旨在善用知識統整與協同教學，引導學習者透過體驗、省思與實踐的心智及行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利他情懷，
提升其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會參與、保護自我與環境的生活實踐能力。為落實上述理念，本學習領域之內涵架構如表 1-1，綜合活動學習領
域的範圍包含各項能夠引導學習者進行體驗、省思與實踐，並能驗證與應用所知的活動，包括符合綜合活動理念之輔導活動、童軍活動、家政活
動、團體活動、服務學習活動，以及需要跨越學習領域聯絡合作的學習活動。
綜合活動領域能力指標主要分為兩種編號方式，一為分段能力指標，另一為各分段能力指標學習內涵下之細項能力指標內涵。分段能力指標
為三碼，第一碼為阿拉伯數字 1~4，分別代表主軸序號；第二碼為阿拉伯數字 1~4，分別代表學習階段；第三碼亦為阿拉伯數字，分別代表能力指
標的內涵序號，依各指標及學習階段而有不同的項數。例如指標【1-3-1】代表學習主軸為自我發展，學習階段為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自
我發展能力指標的第三項內涵，其內容為「欣賞並接納他人」。編碼方式如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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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內涵架構表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力
四大主題軸
十二項核心素養

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

社會參與

保護自我與環境

自我探索

生活管理

人際互動

危機辨識與處理

自我管理

生活適應與創新

社會關懷與服務

戶外生活

尊重生命

資源運用與開發

尊重多元文化

環境保護

表 1-2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編碼方式說明
主題軸

學習階段

編號

a

b

c

1 自我發展
2 生活經營
3 社會參與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編號 1）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年級（編號 2）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編號 3）

4 保護自我與環境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至於各分段能力指標學習內涵下之細項能力指標，細項能力指標為四碼，前三碼為前項分段能力指標學習內涵的編號，第四碼則為該能力指
標學習內涵下的細項內涵流水號。例如指標【1-3-1-3】代表學習主軸為自我發展，學習階段為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自我發展能力指標的
第三項內涵，其下第三項學習內涵，其具體內容為「接納他人合理的想法與意見」。編碼方式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細項內涵編碼方式說明
主題軸
學習階段
a
b
1 自我發展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編號 1）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年級（編號 2）
2 生活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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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c
流水號

細項編號
d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3 社會參與
4 保護自我與環境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編號 3）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二)調整後之能力指標
考量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可能安置於普通學校特教班或各特殊教育學校之中，其課程規劃應參照九年一貫課程，並依學生個別需要及能力
狀況進行調整。如在普通學校特教班就讀之學生，在此領域學習情形與一般學生差異大者，課程內容應以功能性為主要調整依據，如差異不大，
則可至普通班級參與此領域之融合教育學習。
本手冊之綜合活動領域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之指標調整及應用之編號，係依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分段
能力指標再加以調整而得，共有四碼，前三碼與原分段能力指標編碼相同，第四碼則是根據第三碼流水號之分段能力指標經簡化、減量、分解或
替代等方式，調整為該能力指標學習內涵下新增的細項內涵流水號，並參酌「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教育階段智能障礙類課程學習目標檢核手冊」
、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7 年度特殊教育學校(班)工作小組議題研討」之「智能障礙學生能力發展手冊」及阿寶的天空網站之網路 IEP 內之學生學習
目標，將分段能力指標再行調整成適用於中、重度智能障礙學生教學目標之分項。編碼方式如表 1-4 所示。
能力指標調整與應用的編碼方式以 a-b-c-d 表示之：
1.第一碼＜a＞為主題軸序號：
綜合活動領域能力指標的內容共分為 4 大主題軸，第一主題軸「自我發展」包含自我探索、自我管理及尊重生命三大核心素養，第二
主題軸「生活經營」包含生活管理、生活適應與創新及資源運用與開發三大核心素養，第三主題軸「社會參與」包含人際互動、社會關懷
與服務及尊重多元文化三大核心素養，第四主題軸「保護自我與環境」包含危機辨識與處理、戶外生活及環境保護三大核心素養。這些主
題軸的序號分別以 1~4 代表。
2.第二碼＜b＞為學習階段序號：
九年一貫課程安排自小學一年級到國中三年級，將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年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年級，第三
階段為國小五至六年級。這三個學習階段的序號分別以 1~3 代表
3.第三碼＜c＞為流水號：
能力指標的流水號，表示在該學習階段下能力指標的個數。
4.第四碼＜d＞經調整後之流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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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流水號之指標個數再加以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等方式，調整成適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能力的學習指標。例如指標
【1-3-1-3】代表學習主軸為自我發展，學習階段為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自我發展能力指標的第三項內涵，其下第三項學習內涵，
其具體內容為「能接受他人合理的想法與意見」。
表 1-4 九年一貫課綱能力指標調整及應用編碼方式
主題軸
學習階段
a
b
1 自我發展
1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 1-2 年級（編號 1）
2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 3-4 年級（編號 2）
2 生活經營
3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 5-6 年級（編號 3）
3 社會參與
4 保護自我與環境

編號
c
流水號

調整細項編號
d
調整流水號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流水號
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調整流水號

二、調整應用
(一)應用原則
1.配合認知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學習需求，透過課程與教材鬆綁，調整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內容，以適合學生學習的模式。
2.調整的方式採用比較具體化、具像化，並具功能性的學習目標，選擇重要且實用的學習內容來調整。
3.將九年一貫課程內容與原國民教育階段啟智學校(班)課程綱要的六大領域連結，不致於對原特殊教育的教材及教學內容產生過大的衝擊。
4.以學生的生活為中心，在實際的生活情境活動中營造學習情境進行教學。
5.考慮學生個別差異，若學生能力可達成原九年一貫綜合活動領域之三碼能力指標，則可依其能力指標進行教學，不必再行簡化、減量、分
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
6.教學時以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力為重，對於探索自我潛能與發展自我價值、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並做有效管理、善用人際溝通
技巧參與各項團體活動、辨識生活中的危險情境以解決問題等均可納入教材中。
7.引領學習者透過活動中的實踐，獲得直接體驗與即時回饋，增進對自己的瞭解與悅納以及增強經營生活與實踐的能力。
8.提供學習者充足的時間與機會，鼓勵其以多元的方式，從容地表達自己的體驗與省思，建構個人意義。
9.引導以多種感官來體驗世界、提供開放多樣的學習環境來強化關懷自己、他人與自然環境的態度，並促進個體適性發展與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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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藉由多元的活動方式，開展、發掘並分享屬於個人的意義及尊重他人的體驗，並鼓勵學習者參與社會、擔負起自己的責任，以促進個性與
群性的調和發展，並可依時令季節，學校行事，社會脈動等適時安排教材，融入教學。
(二)應用方式
1.指標的調整係依照九年一貫綜合學習領域中分年細目指標進行調整，在第一欄列出九年一貫原有的能力指標及參考細目供老師參考，讓老
師在選擇指標時能進行對照，以了解各分年細目指標教學之統整性。建議老師在選擇能力指標時，能考慮學生的個別差異，若學生能力可
達成原九年一貫綜合學習領域之三碼能力指標(如 3-1-1)，則可依其能力選擇原有指標「分享自己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進行教學，
不必選擇第二欄所編列簡化、減量、分解或替代之調整指標，實際教學中以學生 IEP 為主，打破年級界線設計適合學生學習之教學目標。
2.若學生能力無法達成原有指標能力，則老師可以進一步參考第二欄之指標調整，謹以九年一貫能力指標【3-1-1】為例，編輯小組依據其
指標內涵，配合認知能力嚴重缺損學生之能力，調整出【3-1-1-1】、【3-1-1-2】及【3-1-1-3】等三項調整細項能力指標，老師在教學時
可依據個別學生能力，經由調整指標中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或自行調整更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目標。編輯小組並於第三攔列出
此能力指標的建議教學重點，祈透過教學重點之提供，協助老師在實際進行教學活動設計時有所參考，衷心希望老師在實際運用時可依循
編輯小組所列舉之教學重點，設計發展出更適合學生的教學活動。第四攔則列出可供運用之教學資源，作為教師選擇教材時之參考，惟編
輯小組之人力、時間及能力有限，無法囊括所有適合之教學資源，若有不足或疏漏之處尚祈見諒。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指標
3-1-1 分享自己在
＊ 本指標之教學重點在於引導學生表達在團體中能發現
團體中與他人相
與人相處時自己的經驗與感覺
處的經驗
＊ 透過班級活動照片或學生所參與的家庭或社區活動照
3-1-1-1 分享自己 3-1-1-1 能表達
片引導學生分享與人相處的感受及經驗
在團體活動中與
與 人 相 處 的 ＊ 可透過口語、圖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姿勢
人相處的經驗與
經驗
等方式表達自己與人相處的經驗，或是由老師引導回
感覺
3-1-1-2 能分享
答，喜歡和誰相處？不喜歡和誰相處？為什麼？和他
3-1-1-2 探究人際
與人相處的
相處時自己的感受為何？
互動應有禮儀，
感覺
＊ 設計情境讓學生練習在團體中能主動和老師、同學、
並能合宜的展現 3-1-1-3 在團體
家人或他人打招呼，並保持微笑、友善態度，會依情
3-1-1-3 在參與團
中 能 以 友
境表達＂請.謝謝.對不起＂等禮貌用語
體活動時喜歡和
善、禮貌態度
他人相處、互動
與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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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表情圖卡或拼圖、市售表情先
生(小姐)掛圖
◎王欣宜編（2006）：國小輕度
智能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
活動課程設計。台中市：台中
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參考繪本：兒童閱讀列車-親
情&友伴(信誼)、手套、怪叔
叔、我們和好吧、用愛心說實
話

綜合

領域

1-6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1 自我發展
1-1-1 探索並分享
對自己以及與
自己相關人事
物的感受
1-1-1-1 探索並分
享對自己的感
受。
1-1-1-2 探索並分
享與自己相關
人士的感受。
1-1-1-3 探索並分
享與自己相關
事物的感受。

年級
指標調整

1-1-1-1 能從活
動中認識自己
1-1-1-2 能透過
活動表達自己
的感覺或想法
1-1-1-3 能透過
活動觀察別人
1-1-1-4 能透過
活動分享與表
達自己對周遭
人事物的感覺
或想法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 本指標的教學重點強調從多元活動中給予學生較多的機會去經
驗與發現
＊ 教師可以設計多元活動(如照鏡子、讓學生躺在牛皮紙上將自己
的手或身體形狀描繪出來、看自己不同時期的照片、看家人或同
學的活動影片、同學及將家人的聲音錄起來並播放等)，讓學生
透過不同感官觀察自己的外貌、身體構造、聲音、情緒之特色，
以了解自己，並發現自己和他人不同的地方
＊ 探索自己的感受，可以透過觀察自己的外貌、聲音、情緒、能力，
觀察在不同時間、地點、穿著或做不同事情的自己
＊ 透過上述建議活動讓學生利用溝通輔具(包括圖片、字卡、手勢、
肢體動作、科技輔具等)表達自己的感受，如「我長得如何？高、
矮、胖、瘦等」、「我看起來如何？高興、生氣、無聊等」。能力
好的學生可以請他發表意見，或是設計二擇一的問題讓他做選
擇；能力較弱的孩子可以讓他用指認或回答「是或否」的方式來
表達自己
＊ 透過活動設計(照片、影片或聲音)讓學生分辨日常照顧者、班級
同學、老師等重要他人
＊ 透過觀察日常活動或特殊活動(校慶、慶生會、表演)，讓學生練
習表達自己和不同重要他人在一起做哪些事情，如和同學一起學
習、和家人一起用餐、和爸爸玩遊戲等，活動當時的情緒為何？
學生可以透過溝通輔具來表達及分享自己對相關人士的感受
＊ 與學生相關的事物，包括玩具、寵物、喜歡吃的食物、參與的活
動、置物櫃、學校用品、輪椅、站立架、輔具等，可以透過讓學
生表達自己的喜好，或是指認、描述自己的物品來探索與自己相

◎重要他人的照片、圖卡、字卡、
錄音
◎利用沙畫、蛋殼畫、撕紙、著色
製作自己的名字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http://isp.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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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薯藤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1.02.12）：
http://kids.yam.com/edu9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參考繪本：新生鮮事多、一年級
鮮事多、我要做個好小孩、我不
知道我是誰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關的事物，進而表達當自己和這些事物互動時自己的情緒。如：
讓學生帶最喜歡的玩具來學校，和同學介紹他的玩具，為什麼喜
歡玩？或是為什麼要坐輪椅？
1-1-2 區 辨 自 己
在班級與家庭
中的行為表現
1-1-2-1 覺 察 自
己在班級中的
行為表現。
1-1-2-2 覺 察 自
己在家庭中的
行為表現。
1-1-2-3 比 較 自
己在班級與家
庭中行為表現
的異同。
1-1-2-4 探 討 自
己在班級與家
庭生活中的適
當行為。

1-1-2-1 能覺察
自己在班級中
的行為表現
1-1-2-2 能覺察
自己在家庭中
的行為表現
1-1-2-3 能比較
自己在班級與
家庭中行為表
現的異同
1-1-2-4 能表現
符合班級中的
適當行為
1-1-2-5 能表現
符合家庭中的
適當行為

＊ 在學習及日常生活中能聽指令從事活動(或能在協助下從事)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 班級中的適當行為包含聽從指導、上課聽講、保持個人整潔、與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老師同儕互動禮節規則、班級作息的遵守、用餐規矩、遵守遊戲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規則等
殊教育中心。
＊ 家庭中的適當行為包含聽從指導、與長輩手足互動禮節、家庭生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活作息的安排、完成家庭作業等
（2011.02.12）：
＊ 教師可藉由蒐集學生在學校及家庭中的相關圖片、照片、錄影，
http://163.19.219.1:8080/ele
讓學生去觀察自己在參與學校、班級及家庭活動中的行為表現，
arning/index.asp
讓學生有機會去覺察及探索自己的表現是否適當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 教師可以針對學生個別差異、需求或不適當行為設計相關情境，
（2011.02.12）：
以圖片、角色扮演、自拍影片等不同呈現方式，讓學生透過觀察、
http://fangwife.myweb.hinet.
實際扮演、或偵錯活動來探索自己的行為表現
net/?MywebPageId
=2008131218634442656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蕃薯藤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1.02.12）：
http://kids.yam.com/edu9/
◎參考繪本：新生鮮事多、一年級
鮮事多、頑皮公主不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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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指標調整
指標
＊ 教師可利用結構化的時間與情境安排，透過文字、圖卡或他人提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1-1-3 體 會 自 己
醒/協助，訓練學生了解每日份內例行工作或活動(打招呼、交聯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分內該做的
絡簿、交作業、掃地工作、定時如廁、飲水進食、上下課、寫功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事，並身體力行
課…等)，讓學生發現每個人都有不同的工作內容，並逐漸退除
殊教育中心。
1-1-3-1 覺 察 自 1-1-3-1 能發現
相關提示，培養學生自我管理的能力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自己份內的工
己分內該做的
（2011.02.12）：
＊ 透過活動進行，讓學生知道完成既定的常規或活動是認真學習的
作項目
事。
表現，配合學校各項日常作息或臨時活動是學生的本分及應做的
http://fangwife.myweb.hinet.
1-1-3-2 實 踐 自 1-1-3-2 能完成
net/?MywebPageId=20081312186
事
自己份內的工
己分內該做的
＊ 透過老師的各項獎勵(由原級增強到次級增強)讓學生了解好的
34442656
作
事。
表現，並能練習表達完成工作後的感受(或是收到獎勵的感受)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1-1-3-3 分 享 自 1-1-3-3 能在完
（2011.02.15）：
成分內工作後
己身體力行分
http://www1.kmsmr.kh.edu.tw/
表達自己的感
內事務的感
BOOKS.HTM
受
受。
◎蕃薯藤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1.02.12）：
http://kids.yam.com/edu9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參考繪本：新生鮮事多、一年級
鮮事多、頑皮公主不上學、我要
做個好小孩
＊ 透過實際觀察動物生產或利用校外教學參觀動物園新生動物，亦 ◎市售植物圖卡、市售動物圖卡、
1-1-4 體會、分享
可使用相關圖片、照片、影片、模型，讓學生觀察動物的誕生
生活照片、植物生長配對卡、動
生命降臨與成
物生長配對卡、布偶、喝奶或換
＊ 透過實際的栽種(生命週期較短的植物，如綠豆等)，或使用相關
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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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指標調整
指標
圖片、照片、影片、模型，讓學生觀察植物的誕生與不同階段成
尿布娃娃
1-1-4-1 體 會 並 1-1-4-1 能透過
長的情形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分享對生命降
觀察體會生命
＊ 配合 1-1-3-2 之指標讓學生在提示或協助下學習照顧動物或植物
（2011.02.12）：
臨的感受。
的誕生
http://163.19.219.1:8080/ele
1-1-4-2 體 會 並 1-1-4-2 能透過 ＊ 教師可利用相關繪本、動畫、市售或自製動植物圖卡、市售的自
然影片(如公視或探索頻道)、布偶、市售喝奶或換尿布娃娃等進
arning/index.asp
分享對生命成
觀察體會生命
行教學
◎蕃薯藤九年一貫百寶箱
長的感受。
的成長
＊
分享感受可以利用口語、文字、著色、繪畫、剪貼、拼貼、音樂、
1-1-4-3 能分享
（2011.02.12）：
拼圖、表演等多元方式展現，除個人感受分享外，也可以夠過分
生命誕生的感
http://kids.yam.com/edu9
組方式進行分享
受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1-1-4-4 能分享
（2011.02.12）：
生命成長的感
http://children.cca.gov.tw/g
受
arden
◎參考繪本：小豆芽的生命寶盒、
兒童閱讀列車-成長&發現 (信
誼)、春天來了、我不知道我是
誰、約瑟夫的院子、精彩過一生
＊ 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學生的優點並給予讚美。例如字寫得漂亮、跑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1-2-1 欣 賞 並 展
得快、長的高、準時上學、勇敢、自己吃飯等。在教學活動中再
（2011.02.12）：
現自己的長
問學生自己很棒的地方，若學生無法回答可提醒他曾被老師稱讚
http://163.19.219.1:8080/ele
處，省思並接納
處，告訴學生這就是自己的優點
arning/index.asp
自己
1-2-1-1 從 參 與 1-2-1-1 能從活 ＊ 利用相關繪本或影片，請學生觀察主角不適當的行為，再請學生 ◎蕃薯藤九年一貫百寶箱
想一想自己有沒有同樣的不適當行為，告訴學生這就是需要改變
各式各類的活
動中透過他人
（2011.02.12）：
的缺點
動中，欣賞並展
提醒、鼓勵或
http://kids.yam.com/edu9
現自己的長
協助下發現自 ＊ 提供生活中各種例子，例如小明每天準時到校上課，小美寫字很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慢…讓學生分辨何者為優點/缺點
處。
己的優點
（2011.02.12）：
1-2-1-2 從 參 與 1-2-1-2 能在活 ＊ 藉由繪本、故事或成功的身心障礙者之真實事蹟、影片，來引導
http://children.cca.gov.t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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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調整
指標
活動中，覺察自
動中透過他人
己各方面的進
提醒、鼓勵或
步情形。
協助下展現自
1-2-1-3 從 參 與
己的優點
活動中，覺察並 1-2-1-3 能在活
接納自己的缺
動中透過他人
點。
提醒、鼓勵或
協助下發現自
己的缺點
1-2-1-4 能在活
動中透過他人
提醒、鼓勵或
協助下接納自
己的缺點
1-2-1-5 從活動
參與中發現自
己進步的情形
1-2-2 參 與 各 式
各類的活動，探
索自己的興
趣。
1-2-2-1 積 極 參 1-2-2-1 能在鼓
與各式各類的
勵及協助下參
活動，分享對活
與各項活動
動 過 程 及 結 果 1-2-2-2 透過圖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學生了解每個人都有不同的優點與缺點，並協助學生製作「我的
arden
故事」或「我很特別」小冊子呈現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以建立其 ◎參考繪本~沒有人喜歡我、笨小
正向的自我概念，發揮優點，接納無法改變的身心限制
猪、是蝸牛開始的、勇敢的莎莎、
＊ 透過上述活動訓練學生能說出自己的優點(建議以希望學生養成
奧莉薇、小熊貝魯和小蟲達達、
的正向特質來引領思考或增強其優點，以強化這些好習慣，如認
大象艾瑪、阿非.這個愛畫畫的小
真、努力、聽話、守規矩、友愛等)
孩、圓家族裡的小四方、我不知
＊ 透過上述活動訓練學生能說出自己的缺點(建議以學生容易改變
道我是誰、我不想長大、但願我
或需要改變的特質來引領思考或調整其行為，以強化改掉缺點就
是蝴蝶、你很特別、做得好.小小
能變得更棒，如粗心、懶惰、速度慢等)
熊
＊ 有些缺點是無法改變的，例如視、聽障礙，肢體障礙等，這些生
理及心智發展上之限制則需接受。藉由真人故事或影片引導學生
接受自己的限制克服障礙，發揮自己的優點
＊ 教師可以藉由貼榮譽卡或我是好學生等活動，透過積點或表揚優
點行為，鼓勵學生在類似情境下能表現優點行為、改善缺點行為

＊ 本指標教學重點為鼓勵學生參與活動，促其在參與活動中發覺自 ◎教室佈置可使用指印畫、造型海
己的興趣，發展自己的優點。教師宜提供選擇活動的機會，讓學
綿拓印、樹葉拓印
生表達自己的意願選擇喜歡的活動。有些學生無法參與全程活動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可協助其以替代方案或部份參與方式完成活動。並提供學生選擇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活動的機會(選擇喜歡的或剔除不喜歡的)，透過活動參與(可以
替代或部分參與進行)來表達自己的意願，並多給予學生機會從
BOOKS.HTM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事喜歡的活動
（2011.02.12）：
＊ 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優勢能力安排適合的相關活動讓學生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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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調整
指標
的感受。
片、肢體動作
1-2-2-2 從 參 與
或溝通輔具等
各式各類的活
表達自己參與
動中，覺察自己
活動的感受
的興趣。
1-2-2-3 能從參
1-2-2-3 從 參 與
與活動中發現
各式各類的活
自己的興趣
動中，探索並適 1-2-2-4 能從參
度發揮自己的
與活動中發現
專長。
自己的優點
1-2-2-5 能在參
與活動中展現
自己的優點
1-2-3 辨 識 與 他
人相處時自己
的情緒
1-2-3-1 覺 察 自 1-2-3-1 能辨識
己與他人相處
人類的基本情
時的情形。
緒
1-2-3-2 發 現 自 1-2-3-2 能辨識
己與他人相處
自己與他人相
的情緒。
處時愉快與不
1-2-3-3 適 當 的
愉快的情形。
處 理 自 己 與 他 1-2-3-3 能以適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試，透過發揮其優勢能力，進而建立學生的興趣與主動參與意願
http://children.cca.gov.tw/g
＊ 提供機會讓學生參與活動表達的感受包含對活動的喜愛程度、日
arden/
後參與意願以及參與後的心情等
◎參考繪本：大象艾瑪、阿非.這個
愛畫畫的小孩、但願我是蝴蝶
＊ 教師可利用教過的各類活動統整成一個大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
有選擇的機會，並鼓勵學生將學習成果展現出來，在活動後練習
表達自己的心情，協助學生歸納自己的經驗，以口語、圖畫或簡
單文字表達感受以達自我增強，自我肯定之目的。例如休閒教育
中教過各類的活動(美勞、體育、音樂等)，藉由校慶的大活動，
讓學生選擇要以何種方式來慶祝校慶，鼓勵學生在各類活動中選
擇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並提供學生更多練習的機會，讓學生在校
慶活動中體會與展現自己的優點

＊ 本指標的教學重點在於了解自己的基本情緒以及情緒的自我管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理。教師可藉由日常生活的情境來教導學生觀察自己與他人相處
（2011.02.12）：
的情形，如過生日時的快樂、與人爭執時的生氣、收到禮物的高
http://fangwife.myweb.hinet.
興等，並引導學生利用口語、文字或其他溝通輔具表達當下的情
net/?MywebPageId=20081312186
緒，進而協助學生了解如何適當的表達及處理情緒
34442656
＊ 可利用口語、聲音、手勢、表情、肢體動作、圖卡、表情娃娃練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習分辨或表達自己的情緒(喜、怒、哀、樂)，並可透過照鏡子或
（2011.02.12）：
模仿情緒範例的活動，來加深學生的印象
http://children.cca.gov.tw/g
＊ 可透過繪本、影片、角色扮演，讓學生知道如何適當表達自己的
arden
情緒，如高興、生氣、害怕或難過時可以如何表示 (以不影響他 ◎蕃薯藤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1.02.12）：
人權利或傷害他人為原則) ？或面對困擾時，能以正向的方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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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人相處的情
緒。

1-2-4 觀 察 自 然
界的生命現象
與人的關係
1-2-4-1 覺 察 自
然界生命現象
與人的關係。
1-2-4-2 欣 賞 自
然界生命現
象，並分享與其
互動的經驗與
感受。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當的方式紓解
理情緒，並設法尋求協助，如知道向誰求助，能表達出求助的行
http://kids.yam.com/edu9
生氣、難過、
為，或是知道到何處緩和情緒、或安靜地休息一下
◎參考繪本~菲菲生氣了、是誰嗯嗯
害怕的情緒
＊ 除了處理情緒外，並教導學生保護自己遠離易受傷害或困擾的
在我的頭上？勇敢的莎莎、第五
人、事、時、地、物
1-2-3-4 能在生
個、各種各樣的感覺、兒童閱讀
氣、難過、害
列車-親情&友伴(信誼)、潔西卡
怕時向重要他
和大野狼、糟糕的一天、我為什
人尋求協助
麼快樂、莉莉的紫色小皮包
＊ 本指標的教學重點在於了解人與自然的關係，透過觀察天氣、四 ◎蕃薯藤九年一貫百寶箱
（2011.02.12）：
季變化、動植物成長，了解自然與人的關係，並可透過相關繪本
http://kids.yam.com/edu9
或記錄片，觀察自然界的變化對人的影響(如地震、颱風造成的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1-2-4-1 能透過
影響，土石流、河道改變、水土保持的影響)
（2011.02.12）：
觀察發現自然 ＊ 教師透過繪本、影片，教導自然、生態、生老病死及愛護生命的
http://www.nmns.edu.tw/
界生命現象與
觀念，讓學生了解不能以自己不喜歡被他人對待的方式（打、罵、
◎八八水災相關紀錄片
人的關係
欺負等）對待動物或植物等其他生命體
http://www.wretch.cc/video/k
1-2-4-2 能欣賞 ＊ 教師可藉由天氣型態與變化，教導學生根據天氣變化人類所產生
iss710724&func=single&vid=48
自然界生命現
的不同行為活動，例如下雨或日曬對人類的好處、下雨時人們需
86149
象
要撐傘、穿雨衣等
1-2-4-3 能分享 ＊ 引導學生以口語或文字、著色、繪畫、剪貼……等方式分享及表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與自然界生命
達與自然界的互動經驗與感受
http://children.cca.gov.tw/g
互動的經驗
arden
1-2-4-4 能表達
◎參考繪本：兒童閱讀列車-主動&
與自然界生命
信心 (信誼)、獾的禮物、約瑟夫
互動的感受
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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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指標
＊ 教師可先從具體生活經驗開始進行教學，請學生先指出自己的優
1-3-1 欣 賞 並 接
點(如字寫得漂亮、跑得快、長的高、準時上學、勇敢、自己吃
納他人
飯等)，再請學生想一想，班上同學誰和他一樣棒。也可以透過
1-3-1-1 舉 例 說 1-3-1-1 能以指
相關比賽活動，讓學生了解參加比賽的同學在哪些部份很棒。教
明周遭他人的
認、配對或溝
學活動可利用優點轟炸或是支援前線(優點)等方式進行
特色或優點。
通輔具等方式
1-3-1-2 以 真 誠
表達出他人的 ＊ 建議教師以希望學生模仿的正向特質來引領思考他人的優點，強
化這些好習慣，如認真、努力、聽話、守規矩、友愛、按時完成
態度、實例來表
優點
老師規定等，培養學生正向學習的態度
達 對 他 人 的 讚 1-3-1-2 能以表
美。
情、動作或語 ＊ 給予學生機會練習以鼓掌、口頭稱讚、手勢、快樂的情緒(微笑)
等各種方式來表達自己對他人好表現的讚美，例如呼喊口號、有
言表達對他人
1-3-1-3 接 納 他
節奏的拍掌、書寫小卡片、貼優點貼紙、比出大拇指等方式
的讚美
人合理的想法
1-3-1-3 能接受 ＊ 透過繪本、影片或角色扮演，引導學生學習安靜聆聽別人表達自
與意見。
己的想法，不因他人和自己意見不同而生氣或有負向情緒、行為
他人合理的想
法與意見
1-3-2 參 與 各 項
活動，探索並表
現自己在團體
中的角色
1-3-2-1 從 參 與
各項活動中，探
索自己在團體
中的角色或表
現行為。
1-3-2-2 比 較 自
己與他人在團

教學資源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殊教育中心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2011.02.12）：
http://163.19.219.1:8080/ele
arning/index.asp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參考繪本：威廉的洋娃娃、珊珊、
我的妹妹聽不見、誰是蘿雷特、
好好愛阿迪、都是蝸牛開始的
＊ 教師可利用班級性或全校性活動，如全校性集會、校外教學、同 ◎參考繪本：野狼對月亮說甚麼？
樂會、校慶等活動，引導學生觀察並分享自己在該活動中的任務
或行為表現，如是否認真表演、是否表現出合宜的行為(安靜、
等待、聆聽、不隨意走動..等)等，並延伸到注意及觀察他人在
活動中的表現
1-3-2-1 能從參
＊
可為班上學生每人準備一本檔案資料夾，指導或協助學生將所參
與活動中發現
與每項的活動照片、簡易的自我評量表或表達感想的圖晝、短句
自己在團體中
等，整理在資料夾中與班上同學分享
的行為表現
1-3-2-2 能觀察
其他團體成員
在活動中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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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指標調整
指標
體中角色的異
為表現
同。
1-3-2-3 能在團
1-3-2-3 在 團 體
體活動中完成
自己被賦予的
中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
任務
＊ 本教學重點在於發掘學生個人的學習管道及對不同學習活動的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1-3-3 探 究 自 我
偏好、專長。教師可利用多感官教學，鼓勵學生利用聽、看、觸
（2011.02.12）：
學習的方法，並
摸、聞、說等方式來進行學習，並能表達自己最喜歡的學習方式，
http://children.cca.gov.tw/g
發展自己的興
例如聽故事、唱歌、操作實物、看影片、畫畫、閱讀繪本等
arden
趣與專長
1-3-3-1 探 究 自 1-3-3-1 能以圖 ＊ 在課程設計上，多給予學生機會多方面嘗試其有興趣的活動，並 ◎參考繪本：阿非.這個愛畫畫的小
提供各種不同媒材讓其練習繪圖、造型等創作活動。若發現學生
孩、阿布.你長大要做甚麼、小布
我學習的方
片、動作或溝
對某項活動表現出特別興趣，盡量提供其練習及嘗試機會
的故事 1-6(做木工、縫圍裙、種
法。
通輔具等方式
豆子、烤蛋糕、刷油漆、修東西)
1-3-3-2 發 現 自
表達對不同學 ＊ 以美術活動來舉例，如果學生喜歡畫畫，可以提供其各種不同題
材及材料來練習，題材包括卡通人物、日常生活物品、或是學生
己的興趣與專
習方式的喜好
特別有興趣的主題，材料包含彩色筆、水彩、色鉛筆、蠟筆、壓
長。
1-3-3-2 透過嘗
克力顏料、黏土、紙黏土、紙藤、色紙、棉紙、樹葉、印章等
1-3-3-3 持 續 發
試不同活動發
展自己的興趣
現自己的興趣 ＊ 以音樂性活動為例，教師可以透過播放各種不同節奏、風格的音
樂，鼓勵學生配合音樂歌唱、敲打節奏樂器或進行模仿動作、舞
與專長。
與專長
蹈表演等創作活動
1-3-3-3 願意在
＊ 教師需特別注意學生在興趣上的表現，並鼓勵學生在原有程度上
指導下進一步
再進行難度高些的自我挑戰學習(不要一直重覆做自己會的東
學習自己的興
西)
趣與專長
1-3-4 覺 察 自 己
的壓力來源與
狀態，並能正向

＊ 本指標教學重點在於引導學生發現自我的壓力來源，並能做正向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的思考。學生可能較無法了解壓力一詞，教師可以用影響自己情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緒變化的事物進行教學較為具體，讓學生表達出讓自己情緒變壞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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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思考
1-3-4-1 覺 察 自
己常見的壓力
來源。
1-3-4-2 發 現 自
己在面對壓力
時的狀態。
1-3-4-3 發 現 自
己面對壓力來
源的想法或感
受。
1-3-4-4 覺 察 正
向或負向解讀
壓力來源，及其
與正負向情緒
的關係。
1-3-5 覺 察 生 命
的變化與發展
歷程
1-3-5-1 發 現 生
命的變化，如青
春期的生理與
心理變化。
1-3-5-2 發 現 生
命的發展歷
程。

指標調整
1-3-4-1 能發現
影響自己情緒
變化的原因
1-3-4-2 能表達
自己的情緒變
化
1-3-4-3 能學習
以活動或適當
的行為紓解負
向情緒

1-3-5-1 能察覺
自己身體的改
變
1-3-5-2 能說出
或指認青春期
時的生理變化
1-3-5-3 能說出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的事物，例如身體不適、父母吵架、老師責備、下雨天、玩具壞
殊教育中心
掉、和同學吵架等，引導學生透過口語、手勢、表情、肢體動作、 ◎參考繪本：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圖卡、文字表達讓自己不舒服的情境以及自己的負向情緒感受
是蝸牛開始的
＊ 教師可以透過日常生活事例、相關情境設計、活動影片、繪本、
動畫片等媒介，藉由欣賞、偵錯、角色扮演、偶劇等方式提供學
生了解正向且適當紓解壓力的方法，並透過實際模仿練習熟練。
教導學生以尋求協助的方式來紓解壓力或不舒適的感覺，而非以
哭鬧、或是攻擊、自傷等行為來表達
＊ 教師可設計生活中的問題情境並運用直接教學法、示範解決問題
的方法。例如王小美很生氣，因為他的彩色筆被同學拿走了，他
該怎麼辦呢？大哭？打人？教師可先給予示範，讓他觀察如何適
當的解決問題然後再讓學生練習，最後變化情境，看學生是否可
以將所學到的方法類化到其他情境

＊ 教師可以年級增加、長高、變得更棒等方式引導學生透過口語、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手勢、表情、肢體動作、圖卡、文字等方式表達自己長大的變化
（2011.02.12）：
＊ 教師可利用繪本、模型、影片等輔助媒體教導學生了解青春期胸
http://163.19.219.1:8080/ele
部隆起、月經、夢遺、勃起等生理改變，並引導學生發現青春期
arning/index.asp
的生理變化代表自己的成長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 人一生的歷程包括嬰兒、幼兒、學齡階段、青少年、青年、中年、
（2011.02.12）：
http://fangwife.myweb.hinet.
老年等，教學重點在於強調生命的改變，長大要獨立照顧自己的
概念。教師可利用圖卡或照片，呈現人類一生的經過(如誕生、
net/?MywebPageId=20081312186
34442656
上小學、大學畢業、結婚、懷孕、生產、老年、死亡等)，透過
圖片或照片的說明讓學生了解人生的變化，再讓學生進行圖卡或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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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照片的排序、或是讓學生角色扮演不同階段的人生。
（2011.02.12）：
或指認人類一
＊ 亦可配合不同領域課程進行教學，例如「健康與體育」課程可以
http://www.gender.edu.tw/ind
生的歷程
讓學生模仿人生各階段的動作，如嬰兒搖晃爬行、上學做操、大
ex.asp
人忙碌工作、老人慢走等)；「聽覺藝術」課程，可以錄製不同人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生階段的聲音，如嬰兒哇哇哭、學童念書聲、老人蒼老的聲音，
（2011.02.12）：
或是透過不同階段常使用的歌曲來表達當階段，如升旗歌、結婚
http://children.cca.gov.tw/g
進行曲、搖籃曲等；因此教師可利用不同課程讓學生進行多元學
arden
習，藉由律動、音樂、美術等活動讓學生透過欣賞、模仿、扮演、 ◎教具：小王子學習系列-來認識我
創作等方式表達各階段的特殊歷程
(理特尚)
◎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資源手冊
◎影片：天外奇蹟
◎參考繪本：兒童閱讀列車-成長&
發現 (信誼)、我到底怎麼了、我
不想長大、媽媽生了一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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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領域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2 生活經營
2-1-1 經常保持
個人的整潔，
並維護班級與
學校共同的秩
序與整潔
2-1-1-1 體會維
護整潔及秩序
的重要。
2-1-1-2 具備保
持個人、班級
與學校整潔及
秩序的能力。
2-1-1-3 樂於生
活中力行整潔
及秩序之維
護。

1-6

年級
指標調整

2-1-1-1 能透過
活動瞭解保持
整潔與維護秩
序的好處
2-1-1-2 能保持
個人儀容整齊
清潔
2-1-1-3 能維護
班級與學校環
境整潔
2-1-1-4 能遵守
班級與學校的
規定
2-1-1-5 能主動
參與環境清潔
工作
2-1-1-6 能經常
表現遵守秩序
的行為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 本指標教學重點在於讓學生了解清潔與秩序的重要，透過觀察與
實作練習，從自身做起推展到班級與學校
＊ 個人清潔包含刷牙、洗臉、洗手、穿著乾淨衣物(衣服、鞋襪)、
如廁衛生及身體各部位的清潔
＊ 配合每日作息實地練習，若學生肢體動作無法完成該活動，可採
用相關輔具(如彎把牙刷、缺口杯、黏扣式設計之衣物等)
＊ 技能的教學可利用工作分 析法，以學生現階段的能力為考量，
將學習任務分成步驟化的小單元進行教學。若學生能力較差，可
利用逆向連鎖教學，從工作分析的第一步驟開始示範，但留下最
後一步驟為教學內容，讓學生練習。當學生學會最後一步驟時，
則留下倒數第二步驟進行學習,以此類推，每次只教一個步驟
＊ 教師可以透過班級的討論活動，藉由同儕示範，運用團體的合作
力量，增強學生落實力行整潔與秩序的態度
＊ 班級環境清潔包含個人物品歸位、班級清掃工作、垃圾分類等。
以垃圾分類的工作為例，教師可以先將垃圾桶做顏色的區隔，讓
學生理解可燃物、不可燃物、以及回收物的放置地點，倘若學生
程度較重，教師可以在垃圾桶貼上可放置物的照片，並配合每日
生活作息時間進行練習
＊ 學校環境清潔包含掃區清潔工作、保持校園整潔的責任義務。教
師可透過動態活動帶領學生認識校園之美，讓學生瞭解校園環境
需要大家一同維護，可藉由淨化校園的活動，讓學生動手整理，
依學生能力的不同，分配適宜的工作
＊ 學校規定包含服裝換季、學校作息時間、校園安全；班級規定包
含上課規定、班級作息、團體規範。以班級作息為例，教師可先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2011.02.12）：
http://163.19.219.1:8080/ele
arning/index.asp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2011.02.12）：
http://fangwife.myweb.hinet.
net/?MywebPageId=20081312186
34442656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參考繪本：新生鮮事多、一年級
鮮事多、莉莉的紫色小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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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指標調整

2-1-2 分享學前
與入學後生活
上的異同與想
法
2-1-2-1 覺察與 2-1-2-1 能分辨
比較自己在學
入學前與入學
前與入學後生
後生活的異同
活的異同。
2-1-2-2 能表達
2-1-2-2 分享自
自己在學前與
己在學前與入
入學後生活能
學後生活能力
力的異同
的 增 長 與 異 2-1-2-3 能表達
同。
對入學後生活
2-1-2-3 表達自
改變的感受
己對生活改變
的感受與想
法。

2-1-3 覺察社區
機構與資源及
其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

教學重點
將班級作息活動，透過圖示、照片等展列出來，讓學生認識並瞭
解在校進行的活動，教導時則結合班級活動，並搭配作息安排表
進行實地練習
＊ ＊本指標教學重點在於讓學生透過多元的方式發現自己學前與
入學後的改變，教師可透過照片欣賞、活動比較、作息討論、學
生作品收集、學生健康資料分析等方式讓學生透過觀察、比較來
發現自己的不同
＊ 觀察自己學前與入學後生活的改變，可讓學生從觀察環境的改變
開始，再進一步引導其發現生活方式的改變
＊ 教師可引導學生觀察上課的照片、影片，舉出幼稚園和小學的不
同處(如座位、教室安排、課程作息、用餐時間、上課時間、同
學人數等)，再引導學生表達自己對新生活的感受，如上課快樂
嗎？為什麼？若學生無法自己回答，老師可以舉例再請學生以圖
卡、肢體動作或溝通輔具表達自己的意見
＊ 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學校生活一天的流程，來觀察包含學校、
教室環境、老師、同學、座位、作息時間與上下學路線的改變
＊ 可透過活動讓學生認識入學後改變的新環境，並鼓勵學生適應並
融入新環境
＊ 透過活動讓學生知道自己所習得的生活能力並表達其感受
＊ 引導學生表達入學後的感受，可從最基本的表達是否喜歡新生活
開始，能力好的同學可讓他再進一步說出喜歡哪些事物
＊ 因應學生溝通能力的不同，教師可訓練學生透過口語、圖片、溝
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姿勢等方式表達其自身的經驗與感受
＊ 教師可以藉由日常生活需進行的活動，例如購物、飲食、交通、
休閒娛樂等與社區機構或資源連結，讓學生知道彼此間的關係，
並可透過校外教學(參觀、訪問)、回家作業(資料蒐集)等方式，
在老師或家長陪同下，透過參觀、實地使用、影片欣賞、照片指
403

教學資源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參考繪本：社會遊戲 2、新生鮮事
多、一年級鮮事多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2-1-3-1 瞭解社
區機構或資源
的功能及使用
時機。
2-1-3-2 分享社
區機構或資源
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2-1-3-3 分享個
人對社區發展
歷史及特色的
瞭解與感受。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2-1-3-1 能透過
參訪活動認識
社區機構或資
源
2-1-3-2 能透過
參訪活動瞭解
社區機構和資
源的功能
2-1-3-3 能舉出
社區機構和資
源的使用時機
2-1-3-4 能分享
社區機構和日
常生活的關係
2-1-3-5 能分享
對社區特色的
瞭解

認等方式熟悉社區的機構或資源，並認識社區機構或資源的功能 ◎各鄉、鎮、市公所及公共設施的
＊ 社區機構或資源包含便利商店、郵局、大賣場、早餐店、公園、
相關網站
遊樂場、游泳池、速食店、火車站、捷運站、警察局、消防隊、
圖書館、活動中心、遊戲場、衛生所、醫院、文化中心、宗教場
所等
＊ 社區特色包含當地著名的景觀、建築、產物、藝文活動等
＊ 教師可引導學生透過口語、圖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姿
勢等方式表達對社區特色的瞭解與感受，例如最喜歡社區中的哪
些機構？為什麼？假日會使用到哪些社區資源？或是教師先行
設計情境問題，如東西掉了怎麼辦？讓學生從圖卡、字卡或照片
中指認可以提供協助的社區機構
＊ 使用時機包含生活中發生何種狀況時需要尋求何種資源的協
助，老師可以利用相關繪本、短片、或是自編短劇，讓學生透過
欣賞、角色扮演、偵錯等方式了解不同狀況的應變方式，尤其需
要強調不可因為好玩或是無聊而濫用資源

2-2-1 實踐個人
生活所需的技
能，提升生活
樂趣
2-2-1-1 覺察個 2-2-1-1 能表現
人的飲食、衣
個人飲食、衣
著、儀態及生
著、如廁等生
活禮儀等日常
活行為
行為。
2-2-1-2 能表現

＊ 可透過觀察、實作練習及自我行為檢核，讓學生模仿練習進而熟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練生活中食、衣、住、行、育、樂、儀態及禮儀等技能
（2011.02.15）：
＊ 個人儀態或生活禮儀包含打招呼、禮貌性的語彙（請、謝謝、對
http://www1.kmsmr.kh.edu.tw/
不起等）、站坐姿、電話禮儀、輪流等待、維持個人衛生整潔等
BOOKS.HTM
＊ 飲食、穿著都是學生生活中最基本的技能，依個別能力給予訓
練，以獨立完成及最少協助為教學原則，行為的改變或技能的增
進，先以容易達成者為目標，經由工作分析進行小步驟教學，一
次以一個目標為宜，再循序漸進加深能力的訓練
＊ 需透過活動或結構性的時間與地點安排，建立學生儀態或生活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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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調整
指標
2-2-1-2 具備個
個人儀態與生
人生活技能，
活禮儀等日常
並能於日常生
生活行為
活中應用。
2-2-1-3 能運用
2-2-1-3 體會日
生活技能於日
常生活中
常保健的重要
並確實執行。 2-2-1-4 能在活
動中瞭解身體
保健的重要性
2-2-1-5 能在日
常生活中表現
身體保健的行
為
2-2-2 覺察不同
性別者在生活
事務的異同，
並欣賞其差異
2-2-2-1 覺察不 2-2-2-1 能指出
同性別者於生
自己與他人的
活事務中可能
性 別 2-2-2-2
展現的異同。
能 分辨不同
2-2-2-2 探討不
性別者在生活
同性別者於生
事務展現上的
活事務展現之
異同
差異可能的成 2-2-2-3 能接受
因及影響。
不同性別者在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儀等行為，並且融入於生活情境中

＊ 此指標的教學重點在於透過生理及社會文化的面向，讓學生了解
不同性別者於生活事物上展現的差異，可藉由老師引導下的團體
討論，讓學生發現「性別差異」與「個別差異」的不同，進而培
養尊重他人的觀念
＊ 可透過討論班上同學間的差異，讓學生觀察男生一定比較高、有
力氣、大聲嗎？女生一定比較愛乾淨、弱小嗎？讓學生表達對男
女兩性不同處的看法
＊ 教師可藉由圖卡、照片、影片或繪本，甚至是實際師長或同儕等，
引導學生觀察或探索身邊的人事物，以瞭解不同性別者其差異與
影響
＊ 不同性別在生活事務上包含服裝、禮節、身體外表、如廁地點或
圖示、遊戲或活動的愛好等不同，但在教學時需要特別注意傳達
兩性平等的概念，並避免有性別刻板化印象的傳遞(例如男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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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廁所圖示標誌
◎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手冊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2011.02.12）：
http://fangwife.myweb.hinet.
net/?MywebPageId=20081312186
34442656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2011.02.12）：
http://www.gender.edu.tw/ind
ex.asp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2-2-2-3 尊重、欣
賞不同性別者
於生活事務中
展現的差異。

2-2-3 參與家庭
事務，分享與
家人休閒互動
的經驗和感受
2-2-3-1 分享參
與家庭事務與
家人休閒互動
的經驗及感
受。
2-2-3-2 覺察個
人與他人之間
參與家庭事
務、休閒生活
的差異性。
2-2-3-3 主動參
與家庭事務和
休閒生活，增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醫生、女生當護士等)
生活事務中展
http://children.cca.gov.tw/g
＊
進行身體外表或特徵教學時，需特別強調尊重自己與他人，注意
現的差異
arden
哪些部位或範圍是不能被異性碰觸，也不能去碰觸異性
◎教具：小王子學習系列-來認識我
＊ 接受不同性別的差異包含學生願意依照自己的性別穿著服裝、生
(理特尚)
活自理、保持禮節及參與活動，亦可透過角色扮演不同性別者的 ◎參考繪本：兒童閱讀列車-成長&
穿著(正式場合、節慶、婚禮等特殊服裝)來強化概念
發現 (信誼)、有甚麼毛病、薩琪
到底有沒有小雞雞、威廉的洋娃
娃、奧立佛是個娘娘腔、愛花的
牛
＊ 家庭事務包含參與家事分工、家族聚會、家庭共同活動等。例如：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協助擺碗筷、收垃圾、掃地拖地、擦桌子、澆花、拿報紙、幫家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人搥背..等都是可以讓學生練習參與的活動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 家庭休閒互動包含和親友旅遊、購物、運動、用餐、欣賞藝文活
殊教育中心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動、戶外踏青、閱讀歌唱、室內娛樂…等
2-2-3-1 能表達
（2011.02.12）：
參與家庭事務 ＊ 教學時應依學生能力、興趣及家庭生態環境等進行教學並安排適
http://163.19.219.1:8080/ele
宜的休閒活動或家庭事務
的經驗與感受
arning/index.asp
2-2-3-2 能表達 ＊ 教師可引導學生透過口語、圖片、照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
表情姿勢等方式表達其自身的經驗與感受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與家人休閒互
（2011.02.15）：
動的經驗與感 ＊ 可透過圖片、照片、影片、繪本等媒材讓學生發現自己與他人從
事的家庭事務和休閒活動的多樣性與差異
http://www1.kmsmr.kh.edu.tw/
受
BOOKS.HTM
2-2-3-3 能發現 ＊ 為增進學生主動參與的意願，宜從學生有興趣或能力可負荷的活
動著手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個人與他人參
（2011.02.12）：
與家庭事務的
http://children.cca.gov.tw/g
差異
arden
2-2-3-4 能發現
◎參考繪本：兒童閱讀列車-親情&
個人與他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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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進家庭和諧。

2-2-4 樂於嘗試
使用社區機構
與資源
2-2-4-1 舉例說
明自己運用社
區機構或資源
的經驗，並分
享感受。
2-2-4-2 瞭解並
演練社區機構
與資源使用的
方法。
2-2-4-3 樂於運
用周遭環境的
機構與資源，
增進個人的生
活或學習。
2-3-規劃個人運
用時間、金
錢，所需的策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友伴(信誼)、朱家故事、安娜想
養一隻狗

閒生活的差異
2-2-3-5 願意參
與家庭事務
2-2-3-6 願意和
家人進行休閒
活動

2-2-4-1 能表達
使用社區機構
或資源的經驗
2-2-4-2 能表達
使用社區機構
或資源的感受
2-2-4-3 能遵守
社區機構與資
源的使用方法
2-2-4-4 願意使
用社區機構與
資源

教學資源

＊ 本指標重點在於透過活動的學習，讓學生知道如何正確使用社區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資源，並進一步樂於在生活中使用相關資源
（2011.02.15）：
＊ 社區機構或資源包含便利商店、郵局、大賣場、早餐店、公園、
http://www1.kmsmr.kh.edu.tw/
遊樂場、游泳池、速食店或火車站、捷運站、警察局、圖書館、
BOOKS.HTM
活動中心、遊戲場等等
◎各鄉、鎮、市公所及公共機關的
＊ 透過家庭生態調查，以學生最常使用的社區機構進行教學
網站
＊ 教師可透過問答、影片或照片的呈現，詢問學生是否使用過社區
機構或資源、誰帶去？做什麼？好不好玩等，透過學生經驗分
享，教師可以適時修正學生不恰當行為，或增強好的行為
＊ 教導學生以正確的態度與行為參與社區機構與資源，強調他們是
社會的一分子，也要遵守共同的規範
＊ 教師可以透過活動設計一連串的實地參觀教學，並從活動中增加
學生使用社區機構或資源的機會，例如利用郵局寄聖誕卡片、到
文化中心參觀表演、到社區公園野餐、到圖書館借書等

＊ 時間的運用包含學校或家庭日常生活作息的安排，透過影片、照 ◎教具：小王子學習系列-時間順序
片、圖卡等媒材，讓學生知道自己在作息中所從事的活動項目，
(理特尚)
並了解每日的活動安排重要性
◎錢幣模型、放大錢幣圖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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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略與行動
2-3-1-1 覺察規
劃時間與金錢
使用的意義與
重要性。
2-3-1-2 分享個
人之時間與金
錢運用方式。
2-3-1-3 規劃並
實踐個人的時
間與金錢使用
計畫。

指標調整
2-3-1-1 發現自
己在不同時間
所從事的活動
2-3-1-2 能瞭解
金錢的重要性
2-3-1-3 能表達
個人的時間安
排內容
2-3-1-4 能表達
個人的金錢運
用方式
2-3-1-5 能安排
並按照時間計
畫進行活動
2-3-1-6 能運用
定額金錢購買
喜歡的物品

教學重點
＊ 透過購物活動、每日生活所需費用的介紹，讓學生觀察金錢可換
取生活必需品或想要的東西，教師可以透過結構化的時間安排，
協助學生利用圖卡、照片或字卡安排自己每段時間的活動並實際
執行，可先從練習排出每日在學校的課表開始，再進一步規劃在
家裡的作息，可以將作息表貼在牆上、或做成隨身小冊卡片提
示，並可透過檢核表(文字或圖片)執行，讓學生學習自我管理
＊ 培養學生運用金錢的概念，教師可透過代幣、爬格子或是完成活
動或任務可積點的方式，讓學生練習透過努力或完成本分的工作
獲取代幣或積點，並練習利用代幣或積點來兌換獎勵，特別強調
付出才有收穫。亦可請家長配合教導學生利用定額的金錢購買喜
歡的物品(結合增強物的等待及累積)

教學資源
時鐘、班級功課表

2-3-2 分享自己
＊ 本指標重點在於讓學生透過分享來面對新環境的適應，教師可透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適應新環境的
過口頭發表、溝通輔具之輔助以及繪畫、肢體動作等方式，讓學
（2011.02.12）：
策略
生表達面對新情境的感受
http://children.cca.gov.tw/g
2-3-2-1 分享自 2-3-2-1 能表達 ＊ 新環境可包含班級轉換、上課地點更動、課堂活動改變、接受新
arden
己面對新環境
自己面對新環
同學或教導者（或協助者）、教室空間的改變、學習內容或是家 ◎參考繪本：新生鮮事多、一年級
的感受與經
境的感受
庭事件如搬家、轉學等。
鮮事多
驗。
2-3-2-2 能從活 ＊ 引導學生透過口語、圖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姿勢等方
2-3-2-2 從各種
動中發現自己
式表達其自身的經驗與感受
活動中覺察自
面對新環境的 ＊ 可透過拍照、錄影等方式將學生在新環境的行為紀錄下來，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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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己面對新環境
的適應策略與
想法。
2-3-2-3 評估面
對新環境的適
應策略並執
行。
2-3-3 覺察家人
的生活方式，
分享改善與家
人相處的經驗
2-3-3-1 覺察家
人生活方式及
其與家人工作
的關係。
2-3-3-2 分享與
家人溝通的技
巧及其經驗。
2-3-3-3 分享改
善與家人相處
的經驗與方
法。

2-3-4 熟悉各種
社會資源與支
援系統，並分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表現
生事後觀察自己的行為表現
2-3-2-3 願意表 ＊ 教師可以藉由增強制度、事先預告或環境調整等策略，讓學生接
現符合新環境
受環境的改變，並可預先設定學生面對新環境時須達到的行為目
的行為
標，鼓勵學生達到此行為目標

2-3-3-1 能瞭解
家人的生活作
息與工作內容
2-3-3-2 能發現
家人生活作息
與工作間的關
係
2-3-3-3 能表達
和家人互動的
行為和感受

＊ 教師可請家長協助學生蒐集家人工作及作息(看電視、打球、做
家事等)、或全家人共同進行活動的照片，或觀察、記錄家人的
生活作息，以了解家人工作的性質。讓學生在課堂中指認或表達
家人照片中的情境，再請學生與同學分享家人的工作，可透過口
語、肢體動作、指認圖片或照片、錄影、溝通輔具等方式表達
＊ 教師也可以透過圖片、影帶、繪本、實地參觀等方式讓學生瞭解
生活作息會受到工作影響，可以先從學生平日要上課、假日可以
睡晚一點的作息變動開始介紹，進而介紹家人不同工作(不同職
業、不同工時)對作息的影響，進而讓學生了解家人為家庭的付
出與辛勞
＊ 讓學生將相關照片分門別類貼在剪貼簿上，作一學習經驗的統整
練習。若學生能力較佳，也可以請他寫在筆記本上
＊ 生活作息可依時間分為白天與夜晚的作息、平日與假日作息等面
向
＊ 和家人互動的行為可指與家人共同進行活動或口語的互動如讚
美、責罵或肢體的互動，例如捶背、擁抱等。教師可以引導學生
思考和家人一起做什麼活動時很快樂，何種行為會得到稱讚，何
種行為會使家人生氣，使其能表達感受進而表現正向的互動行為
＊ 教師可利用校外教學帶學生參觀各種社會資源，如博物館、縣市
文化中心、當地廟宇或教堂、公園、醫院、衛生所、運動場、鄉
鎮公所、里民活動中心等，在參觀中拍攝照片或活動影片，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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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2011.02.12）：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參考繪本：朱家故事、媽媽爸爸
不住一起了

◎緊急電話圖示卡(緊急狀況圖示+
大字電話號碼)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享如何運用資
源幫助自己與
他人
2-3-4-1 說明並
演練獲得各種
社會資源及支
援系統的資訊
與方法。
2-3-4-2 省思運
用各種社會資
源及支援系統
方式的適切
性。
2-3-4-3 分享善
用各種社會資
源及支援系統
幫助自己及他
人的經驗。

指標調整

2-3-4-1 能說出
可運用的社會
資源
2-3-4-2 能演練
獲得社會資源
的方法
2-3-4-3 能瞭解
在適切情境下
運用社會資源
2-3-4-4 能分享
自己使用社會
資源的經驗或
感受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堂中藉由照片及影片的回顧與討論，讓學生認識當地的重要社區
（2011.02.12）：
資源。並可事先設計一些問題情境，例如張大明生病了，要到哪
http://163.19.219.1:8080/ele
裡去看病？古爺爺早上要做運動，他可以到什麼地方運動？讓學
arning/index.asp
生練習以口語或指認方式來表達可資運用的社會資源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 教師可藉由請家長協助學生蒐集當地社會資源的簡介、地方宣傳
（2011.02.12）：
摺頁、觀光導覽資料、或於網站上下載當地特色活動的資料以進
http://fangwife.myweb.hinet.
行教學與討論，也可讓學生在教學後透過活動與場地的配對來加
net/?MywebPageId=20081312186
深印象(如運動 VS 運動場、借書 VS 圖書館、拜拜 VS 廟宇等)
34442656
＊ 先在教室中模擬演練獲得與使用社會資源之方法。再安排機會實 ◎教育部六大學習網
際到自然情境練習。例如在教室中練習迷路了應該向哪些機構求
（2011.02.12）：
助？如何求助？再帶到大賣場實際練習求助技巧
http://learning.edu.tw/sixne
＊ 可透過口語、圖片、照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姿勢等方
t/index.php
式表達自己使用社區資源經驗與感受
◎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繪本花園
＊ 社會資源和支援系統如家人、老師、同儕、學校、警察局、衛生
（2011.02.12）：
所、圖書館、119、110
http://children.cca.gov.tw/g
arden
◎內政部消防署住宅防火宣導
（2011.02.12）：
http://124.199.65.72/elearni
ng/class/15/LRNView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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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領域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3 社會參與
3-1-1 分享自己
在團體中與他
人相處的經驗
3-1-1-1 分享自
己在團體活動
中與人相處的
經驗與感覺。
3-1-1-2 探究人
際互動應有禮
儀，並能合宜
的展現。
3-1-1-3 在參與
團體活動時喜
歡和他人相
處、互動。
3-1-2 體會團隊
合作的意義，
並能關懷團隊
的成員
3-1-2-1 從活動
進行的歷程中
瞭解團隊為何
需要合作。
3-1-2-2 體會團

1-6

年級
指標調整

3-1-1-1 能表達
與人相處的經
驗
3-1-1-2 能分享
與人相處的感
覺
3-1-1-3 在團體
中能以友善、
禮貌態度與人
相處

3-1-2-1 能說出
或指出團隊合
作的重要性
3-1-2-2 能參與
團體活動合作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 本指標之教學重點在於引導學生表達在團體中能發現與人相處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時自己的經驗與感覺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 透過班級活動照片或學生所參與的家庭或社區活動照片引導學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生分享與人相處的感受及經驗
殊教育中心
＊ 可透過口語、圖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姿勢等方式表達 ◎表情圖卡或拼圖、市售表情先生
自己與人相處的經驗，或是由老師引導回答，喜歡和誰相處？不
(小姐)掛圖
喜歡和誰相處？為什麼？和他相處時自己的感受為何？
◎參考繪本：兒童閱讀列車-親情&
＊ 設計情境讓學生練習在團體中能主動和老師、同學、家人或他人
友伴(信誼)、手套、怪叔叔、我
打招呼，並保持微笑、友善態度，會依情境表達＂請.謝謝.對不
們和好吧、用愛心說實話
起＂等禮貌用語

＊ 本指標重點在於透過活動讓學生了解團體合作的意義與重要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性，進而能表現合作，並關懷團體成員之行為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 教師可利用團體分組遊戲(如支援前線)、小組學習(以團體總分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進行比賽)、闖關活動、體能活動(如接力賽、同心協力、兩人三
殊教育中心
腳)，透過團體合作完成活動，或是以團體各成員的成績加總為 ◎表情圖卡或拼圖、市售表情先生
團體成績進行比賽，幫助學生體會團隊合作之意義與重要性
(小姐)掛圖
＊ 設計情境讓生練習利用口語或圖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姿勢等方式表達對團體成員的關心。例如班上同學受傷了（比賽
（2011.02.12）：
輸了或生病了）我該如何表達關心？教師可藉由示範、提示等策
http://163.19.219.1:8080/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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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隊合作可達成
共同的目的。
3-1-2-3 在與團
隊成員合作時
能互相幫忙，
彼此關懷。
3-1-3 分享參與
班級服務的經
驗，主動幫助
他人
3-1-3-1 列舉班
級工作的範圍
及責任，並說
明個人參與班
級事務的重要
性。
3-1-3-2 從受他
人服務及幫助
中，學習並分
享各種幫助他
人的方法與經
驗。
3-1-3-3 體驗主
動在班级助人
的感受，並分
享經驗與心

指標調整
完成工作
3-1-2-3 能關心
團隊的成員
3-1-2-4 願意幫
忙團隊成員

3-1-3-1 能說出
或指出班級值
日生及幹部每
日例行工作項
目
3-1-3-2 能說出
或指出班級值
日生及幹部工
作的重要性
3-1-3-3 能以擔
任班級值日生
及幹部為榮
3-1-3-4 能觀察
並表達他人擔
任班級值日生
及幹部的表現

教學重點
略幫助學生練習表達關心的方式（如陪伴、鼓勵、輕拍肩膀）等

教學資源
arning/index.asp

＊ 此指標的重點在於透過了解值日生及班級幹部的重要性，進而引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導學生培養樂意參與各項班級服務性活動的態度
（2011.02.15）：
＊ 教師可依學生能力規定班級值日生例行工作，如擦黑板、收發聯
http://www1.kmsmr.kh.edu.tw/
絡簿、開關電燈、開關窗戶、垃圾處理等。透過工作分析，在結
BOOKS.HTM
構化的提示或情境安排下，逐漸退除提示，養成主動完成工作的
好習慣，若學生能力無法或有困難(如肢體不便)主動完成工作，
也可安排能力較好的同學帶著做或協助其完成
＊ 班級幹部包括班長、副班長、學藝股長、衛生股長、體育股長等，
每位幹部需有固定的工作內容，如特別去某個處室送資料，若學
生程度無法擔任幹部可由老師協助，或簡化班級幹部工作內容，
以老師的小幫手取代
＊ 可透過工作檢核表，讓學生自我管理檢核是否完成，當學生完成
後，給予獎勵，以培養自我管理之能力
＊ 提供機會讓學生觀察及記錄他人擔任值日生及幹部之表現並做
為獎勵之參考。以培養關心上事務之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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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得。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3-1-3-5 能依自
己的能力分擔
班級事務
3-1-3-6 能分享
在班級中助人
的經驗

＊ 重點在讓學生了解世界上有各種各樣和自己不同的人，不論他的 ◎參考繪本：社會遊戲 2、我的妹妹
3-1-4 欣賞身邊
性別、膚色或是種族都不影響他的個性好壞，也不能因為他和我
聽不見、他是我姊姊、小熊貝魯
不同文化背景
們不同而批評或取笑、欺負他，進而培養友善與尊重的行為
和小蟲達達、箭靶小牛、誰是蘿
的人
雷特、珊珊、慢半拍的小鵝、小
3-1-4-1 發現生 3-1-4-1 能發現 ＊ 可透過蒐集不同文化、族群有關食、衣、住、行、育、樂的照片、
圖片、影片、實物、繪畫、音樂等，讓學生了解文化與族群涵括
魯的池塘、愛花的牛、好好愛阿
活中文化背景
生活中文化背
的廣大範圍，在教學後也可讓孩子分類蒐集到的資料，貼在剪貼
迪
與自己不相同
景與自己不相
簿上，再以畫畫、文字補充自己的想法，統整此指標的學習經驗
的人。
同的人
3-1-4-2 觀察與 3-1-4-2 能欣賞 ＊ 教師可透過學校中常進行的慶祝活動，如萬聖節、耶誕節、新年
等，提供學生機會接觸不同文化機會瞭解節日的意義、慶祝方
自己不相同文
各種文化的特
式、飲食、服飾、特殊禮節等
化背景的人的
色
＊
教師可透過邀請不同文化背景的人來班上介紹自己、分享特色飲
特色。
3-1-4-3 能分享
食與服裝，若班上有特殊文化者亦可邀請家長與學生共同和大家
3-1-4-3 分享自
自己喜歡的文
分享
己欣賞的文化
化特色
＊ 亦可透過影片欣賞、食物品嘗、食物製作、繪畫、音樂等多元方
特色。
式欣賞不同文化的特色
＊ 鼓勵學生透過口語或圖片、溝通輔具、肢體動作、表情姿勢、繪
畫、歌唱等方式表達對不同文化的欣賞
＊ 本指標重點在於能在團體活動中表達自己的看法，並尊重別人不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3-2-1 參加團體
同的意見，培養學生良好溝通的能力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活動，並能適
＊ 班級中有很多可以讓學生練習表達自己意見的機會，例如班級校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切表達自我、
外教學地點、影片欣賞種類、休閒活動、歡唱歌曲、遊戲種類..
殊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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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與人溝通
3-2-1-1 在團體
活動中能適切
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感受。
3-2-1-2 在團體
中能傾聽小組
成員說話，尊
重他人的想法
與感受。
3-2-1-3 能和諧
處理團體中不
同的意見並達
成團體的共
識。
3-2-2 參與各類
自治活動，並
養成自律、遵
守紀律與負責
的態度
3-2-2-1 分享參
加自治活動時
民主運作的感
受。
3-2-2-2 能尊重
每個人都有發

指標調整
3-2-1-1 在團體
活動中，能透
過口語、肢體
動作或圖片表
達自己的感受
或意見
3-2-1-2 在團體
中能傾聽他人
說話
3-2-1-3 能接受
與自己不同的
感受與意見
3-2-1-4 能接受
團體做的決定

3-2-2-1 能分享
參與自治活動
的感受
3-2-2-2 在自治
活動中能尊重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等的選擇，可以視學生能力以口語或點頭、搖頭、肢體動作、圖 ◎參考繪本：毛毛蟲過河、南瓜湯、
片等方式表示意見
用愛心說實話
＊ 透過情境設計讓學生練習在團體活動中表達自己的想法，例如自
己有不同的看法等，如何表達自己的意見？讓學生知道不能用生
氣、哭鬧、離開來處理，可以用舉手發言或告訴活動主持人的方
式，表達自己的想法
＊ 當學生無法針對主題發表自己意見時，老師或照顧者可以代為提
示，由學生表達是否認同即可，再慢慢引導學生除了「對、是、
好」之外，能仿說提示的內容
＊ 若學生的意見和團體決定不同時，應讓學生練習適當的表達情
緒，例如表達不滿、遺憾、失望、生氣、難受等想法，抒發情緒
後願意配合大家的選擇

＊ 自治活動包括班會、學年性活動、班級幹部選拔、班級模範生選 ◎參考繪本：我不想當班長
拔、全校性活動等
＊ 部分活動同 3-2-1 大項之建議
＊ 完成份內工作是自治活動的重要訓練，要針對每個孩子能力範圍
彈性地安排適合他的工作，如肢體不便但有口語的學生可以請他
提醒同學；喜歡事物有固定位置的自閉症學生可安排他整理資料
等
＊ 教師可以將該學期欲進行的活動，藉由班會，讓學生參與表達自
己意見的機會。並將學生們的意見融入即將進行的活動或工作
中。例如校外教學的地點、時間以到達目的欲進行的活動安排
等，都可以讓學生表達意見、參與決定及執行工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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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表意見的權
利。
3-2-2-3 能強化
自律與遵守紀
律的態度。
3-2-2-4 能遵守
自治活動的各
項分工，負責
完成分內工
作。
3-2-3 參與學校
或社區服務活
動，並分享服
務心得
3-2-3-1 參與校
內服務活動，
並分享感想與
心得。
3-2-3-2 參與社
區服務活動，
並分享見聞與
心得。
3-2-4 參與社區
各種文化活
動，體會文化
與生活的關係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他人發表意見 ＊ 教師須考量學生的基本能力，引導學生以口語或身體動作、圖卡
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意見，例如「對、是、好」等表達意見
的權利
3-2-2-3 能遵守
自治活動的決
議
3-2-2-4 能完成
自治活動中分
配的工作

＊ 本指標重點在於透過實際參與服務活動，分享與他人接觸及互動 ◎教具：小王子學習系列-生活環保
經驗的想法，老師可引導學生透過口語、點頭、搖頭、肢體動作、
(理特尚)
圖片、繪畫、書寫等方式表達意見
＊ 學校服務活動包括學校環境的整潔維持、協助老師傳送物品、協
助其他同學、協助學校資源回收分類等
3-2-3-1 能參與
校內服務活動 ＊ 社區服務活動包括參與社區資源回收分類活動、整理社區環境等
3-2-3-2 能參與
社區服務活動
3-2-3-3 能分享
參與校內服務
活動的心得
＊ 社區文化活動包括大樓聯歡會；社區各項文藝、團康、聯誼活動；
鄉鎮公所舉辦的比賽、展覽、表演、活動。學生的參與在於走出
家庭與外界接觸，能配合相關活動的參與規定，或能安靜聆聽、
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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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3-2-4-1 關心社
區裡的文化活
動，並能和家
人共同參與。
3-2-4-2 發現社
區中的文化活
動和自己的關
係。
3-2-4-3 參與社
區文化活動，
體會文化與生
活的關係。
3-3-1 以合宜的
態度與人相
處，並能有效
的處理人際互
動的問題
3-3-1-1 與人相
處時能發現自
己與別人有不
同的特質，並
尊重其差異。
3-3-1-2 與人相
處不睦時，能
察覺問題產生
的原因，提出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3-2-4-1 能在家 ＊ 學生能觀察活動進行，並發現有些活動在學校中無法進行(如廟
會慶祝)，了解文化活動與自己的關係，並透過口語、點頭、搖
人陪同下參與
頭、肢體動作、圖片、繪畫、拍照、攝影、書寫等方式表達自己
社區文化活動
的想法
3-2-4-2 能觀察
社區各項文化 ＊ 鼓勵學生參與社區文化活動，並請家長為學生預備一本資料夾將
每次參與社區文化活動之照片及相關資料整理在資料夾，提供學
活動與自己的
生機會展示並與他人分享其經驗
關係
3-2-4-3 能分享
社區文化活動
與生活的關係

3-3-1-1 能以合
宜的態度與人
相處
3-3-1-2 能尊重
他人與自己不
同的地方
3-3-1-3 能在協
助下解決與他
人相處不和睦

＊ 合宜的態度可強調與人說話要注視對方、要以溫和的口氣與人說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話、不堅持自己的看法、不強迫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不隨意碰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觸他人、講話時保持適當的距離等當與他人有所衝突時，能在老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師指導、提示或是協助下排解糾紛，能向對方表達歉意，或化衝
殊教育中心
◎參考繪本：南瓜湯、愛花的牛、
突為友好的態度
＊ 教師可透過生活實例或繪本教學，讓學生練習表達和他人相處時
是誰嗯嗯在我頭上、用愛心說實
話
的經驗、或發生的爭執，並應用直接教學法透過正、反例示範，
讓學生學習解決人際互動問題的方法
＊ 教師可將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常出現的小事件編製成圖故事、影片
等，或者將學生最常發生問題的時段攝錄下來，作為討論的媒
材。並藉由問題討論、角色扮演等方式，協助學生瞭解其中的問
題與必須學習與注意的行為態度。再安排適合的情境，讓學生透
過實際演練，運用所習得的行為態度面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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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指標調整
指標
解決的策略。
的問題
3-3-1-3 處理人
際問題時，能
考量多方意
見，並客觀分
析。
3-3-1-4 能以合
宜的態度待人
並處理人際問
題。
＊ 部分活動同 3-3-1 大項之建議，但特別強調性別間的差異及尊重 ◎王欣宜編（2006）
：國小輕度智能
3-3-2 覺察不同
＊ 舉生活實例引導學生討論如何以合宜的態度與異性相處，並應用
障礙學生社交技巧教學活動課程
性別者的互動
設計。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特
直接教學法示範，演練適當的態度及行為。能以適當的態度或行
方式，展現合
為表達對異性的友善或喜愛，例如：握手、拍肩膀、保持適宜的
殊教育中心
宜的行為
◎參考繪本：怪叔叔、薩琪到底有
說話距離…等
3-3-2-1 與不同 3-3-2-1 能以合
沒有小雞雞、威廉的洋娃娃、奧
性別者相處
宜的態度與異 ＊ 不同性別的互動方式不同，例如：說話方式、與同學玩遊戲的類
立佛是個娘娘腔
別與方式、喜愛討論的主題等。教師可藉由偶劇、繪本故事、討
時，能發現自
性相處
論等方式引導學生學習尊重不同性別之差異處
己與其特質的 3-3-2-2 能尊重
異同，並尊重
不同性別者差 ＊ 教師可將異性相處、互動方式的不同、需注意的小事件編製成圖
文故事、影片等，作為討論的媒材。並藉由討論、角色扮演等方
其差異。
異處
式，讓學生瞭解其中的問題與必須學習與注意的行為態度。再安
3-3-2-2 省思不 3-3-2-3 能解決
排共同合作的活動，讓學生實際感受、互動、練習並運用所習得
同性別者的互
與異性相處不
的行為與人相處
動方式，提出
和睦的情形
改善的策略。
3-3-2-3 能以合
宜的態度、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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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為對待不同性
別者。
3-3-3 尊重與關
懷不同的族群
3-3-3-1 以尊重
的態度瞭解不
同族群的生活
方式與特色。
3-3-3-2 表達與
分享對不同族
群的感受與想
法。
3-3-3-3 關懷與
接納不同族群
的意見與想
法。

指標調整

3-3-3-1 能以尊
重的態度與不
同族群相處
3-3-3-2 能體驗
不同族群的生
活方式與特色
3-3-3-3 能表達
對不同族群的
感受
3-3-3-4 能接納
不同族群的想
法

3-3-4 體會參與
社會服務的意
義
3-3-4-1 從參與 3-3-4-1 能能參
社會服務活動
與社會服務活
中，省思與分
動
享服務的意義 3-3-4-2 能享受
與價值。
服務他人的成
3-3-4-2 持續參
就感
與社會服務，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 本指標之教學重點主要在建立學生尊重學關懷不同族群的態
◎教育部六大學習網
度。不因他人與我們不同而有差別待遇、或是有歧視、欺負的行
（2011.02.12）：
為。其族群包含在班級中的認知弱勢(能力差者)、行動弱勢(肢
http://learning.edu.tw/sixne
體動作困難)、文化弱勢(新住民、原住民或其他族群)的同學
t/index.php
＊ 協助學生體驗和我們不同族群的生活方式，班上若有坐輪椅的學 ◎參考繪本：我的妹妹聽不見、她
生，可以讓每位學生每個人練習坐輪椅，讓他們實際體會坐輪椅
是我姊姊、好好愛阿迪、珊珊、
同學的不方便
我從西藏高原來、小熊貝魯和小
蟲達達、箭靶小牛、誰是蘿雷特、
＊ 班上若有新住民、原住民或其他族群可請家長或同學分享該族群
慢半拍的小鵝、小魯的池塘、愛
的服裝、食物、生活方式、特殊節日慶典或是特色產品
＊ 教師可從日常生活常見的服裝、食物、慶典等引導學生了解，不
花的牛
同族群的衣著、飲食和慶典之不同特色，並讓學生練習表達感
受。例如：喜愛哪一族群的食物、衣著、慶典？願意嘗試哪一族
群的生活方式或特色？是否願意將自己喜愛的食物、衣著介紹或
與人分享？是否願意邀請他人參加活動或慶典等？
＊ 教師讓學生各自表達後，需鼓勵讚美學生勇於表達想法之行為，
並多鼓勵學生透過不同方式嘗試不同文化活動
＊ 本指標重點在於透過實際參與服務性活動，了解服務的意義和價 ◎教育部六大學習網
值，並能主動去關懷周遭的人、事、物。教師可依據學生的能力
（2011.02.12）：
安排參與不同性質的服務活動，並在參與後給予獎勵，讓其了解
http://learning.edu.tw/sixne
自己的貢獻，並給予學生機會發表社會服務的意義和參與的心得
t/index.php
＊ 學生可參加的社會服務活動包括參與表演活動、協助維護社區環
境清潔、協助資源回收工作、協助各類弱勢團體蒐集發票、捐贈
零用錢或是二手衣物等
＊ 教師可帶領學生蒐集發票、二手衣物等，並將物品親自交至相關
單位，透過實際捐贈的行動，提供學生被他人肯定、回饋的機會，
或是透過參觀受贈單位、接受感謝狀或他人的回饋等方式獲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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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主動關懷需要
幫助的人或團
體。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強其服務社會之意願，感受服務他人的成就感
＊ 透過教學公開表揚活動讓學生知道自己也有能力幫助別人，協助
學生發展以服務他人為榮的態度

3-3-5 尊重與關
＊ 教師可透過影片介紹或實地參訪之活動，學生欣賞不同族群文化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懷不同的文
的優點，如服裝、飲食、特殊的慶典、或是特殊風俗民情等
（2011.02.15）：
化，並分享在
＊ 請學生利用口語或肢體動作、圖片指認、繪畫、書寫等方式表達
http://www1.kmsmr.kh.edu.tw/
多元文化中彼
對不同文化的感受與意見。若學生無法自行表達，教師可提供選
BOOKS.HTM
此相處的方式
項讓其選擇，並讓其練習仿說
◎參考繪本：社會遊戲 2、我從西藏
3-3-5-1 發現不 3-3-5-1 能欣賞 ＊ 舉生活實例或報章雜誌中之事例，讓學生討論並分析何者為尊重
高原來
同文化的族群
不同文化的優
不同文化者的行為
所具有的優
勢
勢。
3-3-5-2 能透過
3-3-5-2 覺察並
活動感受不同
文化的經驗
關懷不同文化
族群面臨的困 3-3-5-3 與不同
境。
文化者相處時
3-3-5-3 想像自
能互相尊重
己生活在不同
文化中可能的
感受和經驗。
3-3-5-4 反思與
不同文化的人
相處應具有的
態度和禮儀。
3-3-5-5 探討在
多元文化中彼
此相處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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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領域

1-6

年級

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指標調整
指標
4 保護自我與環
境
＊ 本指標之教學重點為辨證遊戲或活動中之危險情境及行為並能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4-1-1 辨識遊戲
預防之
（2011.02.15）：
或活動中隱藏
＊ 危險情境包含樓梯間或在馬路上嬉戲、校園死角
http://www1.kmsmr.kh.edu.tw/
的危機，並能
＊ 危險行為包含不當使用遊戲器材、團體活動時脫離隊伍、未能按
BOOKS.HTM
適切預防
場合行走跑跳、獨自徘徊校園角落
4-1-1-1 覺察遊 4-1-1-1 能分辨
戲環境或活動
遊戲或活動時 ＊ 教師可利用學生的實際生活經驗進行教學，尤其是學生即將到該
場地進行活動，或是曾因不小心受過傷，都是機會教育的好時機
中可能產生的
安全的情境
危險。
4-1-1-2 能分辨 ＊ 教師可透過現成影片、自拍情境影片、照片、圖卡、多媒體動畫、
繪本等方式進行教學
遊戲或活動時
4-1-1-2 能提出
＊ 提供不同情境讓學生分辨安全與危險的情境與行為
適切的方法，
危險的情境
以預防活動中 4-1-1-3 能分辨 ＊ 藉由示範，演練及回饋與錯誤糾正等教學策略充分練習如何安全
的進行遊戲或活動
遊戲或活動時
危險的情況發
生。
安全的行為
4-1-1-4 能分辨
遊戲或活動時
與危險的行為
4-1-1-5 能說出
或指出遊戲或
活動時預防危
險的方法
＊ 本指標的重點在於發現危險情境並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4-1-2 發現各種
＊ 教師可透過現成影片、自拍情境影片、照片、圖卡、多媒體動畫、
（2011.02.12）：
危險情境，並
繪本、角色扮演等方式進行教學
http://fangwife.myweb.hinet.
探索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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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指標調整
指標
＊ 保護自己的行為包含不可以隨便接受陌生人的糖果、飲料、玩具
net/?MywebPageId=20081312186
的方法
或其他物品
34442656
4-1-2-1 透過觀 4-1-2-1 能透過
察或分享等活
觀察與模仿發 ＊ 避免危險行為包含不可以接近火、瓦斯爐、打火機、藥品、在教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室打球、搭車時伸出頭或手、馬路上嬉戲等等
（2011.02.12）：
動，發現各種
現危險的情境
http://163.19.219.1:8080/ele
危險情境。
4-1-2-2 能避免
arning/index.asp
4-1-2-2 探索在
從事危險的行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為
危險情境中保
（2011.02.15）：
護 自 己 的 方 4-1-2-3 能保護
http://www1.kmsmr.kh.edu.tw/
法。
自己並遠離危
BOOKS.HTM
險的情境
4-1-2-3 探索在
◎內政部消防署住宅防火宣導
各種情境下保
（2011.02.12）：
護自己和抗拒
http://124.199.65.72/elearni
誘惑的方法。
ng/class/15/LRNViewer.htm
◎行政院防災教育網
（2011.02.12）：
http://124.199.65.72/elearni
ng/class/23/index.htm
◎教具：小王子學習系列-平平安安
(理特尚)
◎參考繪本：兒童閱讀列車-品格&
情緒 (信誼)、社會遊戲 2、怪叔
叔
＊ 教師在進行戶外教學前，先透過討論課程，讓學生發表進行戶外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4-1-3 樂於參加
教學時要準備的東西，若學生無法自行回答，老師可以口語、圖
（2011.02.15）：
班級、家庭的
卡或實物進行提示
http://www1.kmsmr.kh.edu.tw/
戶外活動
BOOKS.HTM
4-1-3-1 依照規 4-1-3-1 能參與 ＊ 教師事前製作物品檢核表，讓學生能在協助或提示下準備戶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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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定完成學校各
種戶外教學活
動
4-1-3-2 樂於參
加家庭的各種
戶外活動。
4-1-3-3 運用各
種感官，探察
自然界中各種
現象，並建立
情感。
4-1-4 體會環境
保護與自己的
關係，並主動
實踐
4-1-4-1 透過各
種活動，體認
環境保護的重
要及對自己的
影響。
4-1-4-2 在生活
中願意主動參
與環境保護的
工作。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動所需物品，如合宜的服裝、食物、飲用水、雨具、毛巾、衛生
學校各種戶外
紙、帽子等
教學活動
4-1-3-2 能表現 ＊ 鼓勵家長帶學生到戶外進行各項家庭活動，並將活動照片及相關
資料建立檔案，讓學生帶到學校與班上同學分享
參與家庭各種
戶外活動的意 ＊ 引導學生利用優勢感官探索自然界(聽、聞、看、問、觸摸)，例
如聞花香、聽蟲鳴鳥叫、觀察昆蟲、觸摸樹幹…等方式
願
4-1-3-3 在引導
下能運用多元
感官探索自然
界各種現象
＊本指標的重點在體會環境保護之重要性，並能在提示或協助下參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與環保工作
（2011.02.15）：
＊教師可利用紀錄片、動畫片、繪本等方式呈現環保相關議題，並
http://www1.kmsmr.kh.edu.tw/
引導學生發現環境的變化與自己的關係，進而能表達出環境保護
BOOKS.HTM
的重要性
◎兒童環保教育網（2011.02.12）：
4-1-4-1 瞭解環
http://www.epa.gov.tw/childr
境保護的重要 ＊教師可透過討論讓學生表達自己可以做得到的環境保護工作，若
學生回答不出來，可引導思考班上的資源回收工作就是一種環境
en/index.html
性
保護，不浪費各項資源也是可隨手做到的事
◎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委員會
4-1-4-2 能進行
（2011.02.12）：
資源回收工作 ＊可利用圖卡、實物照片配對的方式，在老師或家人提示或協助下
http://recycle.epa.gov.tw/Re
將用過的物品進行資源回收的工作
cycle/index2.aspx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http://isp.moe.edu.tw/
◎教具：小王子學習系列-生活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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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2-1 探討生活
＊ 本指標之教學重點在引導學生辨識家庭、學校及社區中潛藏之不
中潛藏的危
安全場並能避免危險
機，並提出減
＊ 學校或社區中不安全的地方，包括施工場所、地下室、停車場、
低或避免危險
樓頂、游泳池、陰暗角落、沒有人的地方、無保護設施的高處等
＊ 家庭中不安全的地方，包括廚房、開放式的陽台、密閉的櫥櫃等
的方法
4-2-1-1 透過各 4-2-1-1 能辨識 ＊ 能辨識最簡單的禁止進入的標誌
種活動，探討
學校中不安全 ＊ 教師可透過實地介紹、影片欣賞、繪本介紹等方式說明危險原
生活空間的潛
的地方
因，並讓學生瞭解如果不注意安全會發生的意外(如燒燙傷、被
藏危機。
4-2-1-2 能辨識
抓走、掉下來受傷…等)
4-2-1-2 提出並
家庭中不安全 ＊ 教導學生認識常見的危險標誌，設計情境讓學生練習看到危險標
演練減低或避
誌時做適當反應
的地方
免生活空間潛 4-2-1-3 能辨識 ＊ 提供機會讓學生演練避免生活空間潛藏危險的方法
藏危險的方
社區中不安全
法。
的地方
4-2-1-4 能能避
免前往不安全
的地方
4-2-1-5 能辨識
常見的危險標
誌

423

教學資源
(理特尚)
◎參考繪本：垃圾大戰
◎黃政榮老師的特殊教育教學網站
（2011.02.12）：
http://fangwife.myweb.hinet.
net/?MywebPageId
=2008131218634442656
◎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2011.02.12）：
http://163.19.219.1:8080/ele
arning/index.asp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http://isp.moe.edu.tw/
◎內政部消防署住宅防火宣導
（2011.02.12）：
http://124.199.65.72/elearni
ng/class/15/LRNViewer.htm
◎行政院防災教育網
（2011.02.12）：
http://124.199.65.72/elearni
ng/class/23/index.htm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4-2-2 運用簡易
的知能參與戶
外活動，體驗
自然
4-2-2-1 蒐集參
與戶外活動所
需要的相關資
訊。
4-2-2-2 參加戶
外活動確實遵
守規則並學習
活動中所需的
知識與技能。
4-2-2-3 在體驗
自然的過程中
展現好奇與友
善。

指標調整

4-2-2-1 能蒐集
戶外活動相關
資訊
4-2-2-2 能遵守
戶外活動的規
則
4-2-2-3 參加戶
外活動時能學
習所需的相關
技能
4-2-2-4 能以多
元方式表達自
己觀察到的自
然現象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 本指標的教學重點是指導學生蒐集戶外運動相關資訊及進行戶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外活動所需的技能及應遵守的規則
（2011.02.15）：
＊ 教師可教導學生利用報紙、雜誌、網路、詢問師長親友等方式收
http://www1.kmsmr.kh.edu.tw/
集資料，也可以實地帶學生到鄉鎮公所或是遊客中心索取當地導
BOOKS.HTM
覽地圖或相關資料，無法自行蒐集者，教師可提供畫好資料的報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章雜誌，請學生念讀、剪貼
＊ 從事戶外活動時特別需要強調遵守的規定，如安靜聆聽、觀看、
http://isp.moe.edu.tw/
不脫隊、注意安全等
＊ 可在課堂上先教導從事某項戶外活動之相關技能與態度，如賞鳥
需先學會使用望達鏡，並需保持安靜之態度；搭乘船艇需穿救生
衣、其他如不隨地丟垃圾，不任意帶走公共物品等都可事先進行
指導和練習
＊ 完成戶外活動後，引導學生以口語或書寫，繪畫、指認、拓印、
區辨、表演、模仿、角色扮演等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察結果

＊ 教師可藉由紀錄片、動畫、照片、繪本等多媒體讓學生了解環境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4-2-3 辨別各種
污然的嚴重性，進而帶領學生討論各種可行的環保行動，並從中
（2011.02.15）：
環境保護及改
發現自己可以做的活動
http://www1.kmsmr.kh.edu.tw/
善的活動方
＊ 環境保護的活動需依學生能力訓練，其活動內容包含參與資源回
BOOKS.HTM
式，選擇適合
收、垃圾減量、垃圾分類、節約能源、美化環境、綠色生活等、 ◎兒童環保教育網（2011.02.12）：
的項目落實於
節約用水、隨手關燈、回收物品再利用等活動
http://www.epa.gov.tw/childr
生活中
en/index.html
4-2-3-1 從探討 4-2-3-1 能參與
◎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委員會
環保行動中，
環境保護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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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辨別改善環境
的適當方式。
4-2-3-2 提出具
體可行的環境
保護活動與方
式，並落實於
生活中。
4-3-1 探討周遭
環境或人為的
潛藏危機，運
用各項資源或
策略化解危險
4-3-1-1 透過各
種觀察與體驗
活動，探索周
遭環境的潛藏
危機。
4-3-1-2 探討各
項可能資源，
並尋求可用的
資源來化解周
遭環境的潛藏
危機。
4-3-1-3 透過問
題與討論，擬
定可用的策略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2011.02.12）：
http://recycle.epa.gov.tw/Re
cycle/index2.aspx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http://isp.moe.edu.tw/
◎繪本：我們的樹、垃圾大戰

動
4-2-3-2 能表達
環境保護的方
法
4-2-3-3 能在生
活中表現環境
保護的行為

4-3-1-1 能辨識
環境中可能出
現的危機
4-3-1-2 能辨識
人為的危機
4-3-1-3 遇到危
險知道如何尋
求協助

教學資源

＊ 環境的危機包括用火安全、用電安全、用水安全、使用電器安全、
風災、地震、海嘯、火災等
＊ 人為的危機包括電話詐騙、網路交友、金錢或食物的誘惑、電玩、
上網成癮等
＊ 教導學生個人相關資料不可隨意告訴他人，在何種情況(如迷路)
向何人(如警察)才能告知哪些資料(姓名、父母姓名、家庭地址
及電話)
＊ 可能的求助方式包括急救專線(110、119、112)、社會相關機構(警
察局、衛生所、醫院、消防局等)及居家鄰近親友
＊ 教師透過影片、自拍情境片、動畫、繪本、掛圖、圖卡進行危機
教學，讓學生有初步的認識，再透過實地情境的演練、角色扮演，
讓學生實際辨識各項危險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如何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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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多媒體資料中心
（2011.02.12）：
http://163.19.219.1:8080/ele
arning/index.asp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兒童環保教育網（2011.02.12）：
http://www.epa.gov.tw/childr
en/index.html
◎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委員會
（2011.02.12）：
http://recycle.epa.gov.tw/Re
cycle/index2.aspx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http://isp.moe.edu.tw/
◎內政部消防署住宅防火宣導
（2011.02.12）：

九年一貫能力
指標
解決周遭環境
的危機。

指標調整

教學重點

4-3-2 參與計畫
＊ 戶外活動包含坐公車或捷運出遊、踏青或郊遊、參觀街市、傳統
並從事戶外活
市場、鄉鎮古蹟、紀念館、文化中心或到社區附近的公園進行活
動，從體驗中
動
尊重自然及人
＊ 教師可透過班級到學校鄰近的公園進行戶外教學開始讓學生練
文環境
習參與計畫，從日期的選擇、活動的規劃、用餐的安排、相關器
4-3-2-1 透過戶 4-3-2-1 能參與
材的準備(照相機、遮陽物品、雨具、衛生紙、席地坐的塑膠布、
外活動的體
戶外活動的計
垃圾袋等)，可訓練學生依能力分配學生負擔的責任，訓練其扮
驗，瞭解戶外
畫及準備工作
演好自己的角色。障礙程度輕重的可安排他人給予協助，使其亦
活動的意義與 4-3-2-2 能從戶
能負擔的部份工作
價值。
外活動中得到 ＊ 活動當日讓全班同學一起感謝各負責同學的辛苦，讓學生從為全
4-3-2-2 藉由分
參與的樂趣與
班服務中得到成就感，並樂於再次參加戶外活動
工與準備，扮
成就感
演好自己的角 4-3-2-3 透過觀
色，獲得參與
察與互動能表
活動的樂趣與
現出對大自然
成就感。
的尊重與珍惜
4-3-2-3 透過觀
人文景觀
察與互動的過
程，產生對大
426

教學資源
http://124.199.65.72/elearni
ng/class/15/LRNViewer.htm
◎行政院防災教育網
（2011.02.12）：
http://124.199.65.72/elearni
ng/class/23/index.htm
◎參考繪本：怪叔叔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兒童環保教育網（2011.02.12）：
http://www.epa.gov.tw/childr
en/index.html
◎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委員會
（2011.02.12）：
http://recycle.epa.gov.tw/Re
cycle/index2.aspx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http://isp.moe.edu.tw/
◎參考繪本：到海邊去吧!

九年一貫能力
教學重點
指標調整
指標
自然尊重與珍
惜，並探索人
文景觀的價值
與意義。
4-3-3 覺察環境
＊ 教師可透過紀錄片、電影、繪本、新聞報導使學生認識環境被破
的改變與破壞
壞的情形，及對人類及其他生物相關的影響，並請學生透過口語
可能帶來的危
或肢體動作、圖片指認、繪畫、書寫等方式表達環境被破壞的情
險，並珍惜生
形
態環境與資
＊ 透過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了解地球就像我們一樣，要好好照顧才
源。
不會生病，生病了就需要看醫生，需要好好休息和被照顧，如果
沒有妥善的照顧就會愈來愈嚴重
4-3-3-1 透過各 4-3-3-1 能覺察
種資訊，覺察
環境被人為破 ＊ 透過影片、新聞報導、繪本觀賞後的討論，引導學生分享保護環
境的方法，如垃圾減量、資源回收、節約能源、綠化環境、簡約
及探討環境的
壞的情形
改變可能帶來 4-3-3-2 能瞭解
生活等
的危險。
環境破壞的影 ＊ 指導學生以繪圖、貼照片或以簡單符號記錄在生活中珍惜資源,
4-3-3-2 覺察因
愛護環境之行為
響及危險
人為的破壞， 4-3-3-3 能分享
對環境所造成
環境保護的方
的影響。
法
4-3-3-3 分享環
境保護的方法
與行動，並珍
惜資源及生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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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高雄啟智學校電子教材資料庫
（2011.02.15）：
http://www1.kmsmr.kh.edu.tw/
BOOKS.HTM
◎兒童環保教育網（2011.02.12）：
http://www.epa.gov.tw/childr
en/index.html
◎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委員會
（2011.02.12）：
http://recycle.epa.gov.tw/Re
cycle/index2.aspx
◎教育部數位教學資源網
（2011.02.12）：
http://isp.moe.edu.tw/
◎行政院防災教育網
（2011.02.12）：
http://124.199.65.72/elearni
ng/class/23/index.htm
◎參考繪本：我們的樹、垃圾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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