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１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 視障巡迴  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2）節  本學期共（40）節 

課程目標 

定向行動 

1.開發感官知覺的能力，增進對事物及環境的認識及瞭解； 

2.培養獨立行動的各項技能（含獨自行走及使用公共資源等），進而融入社會群體生活。 

學習策略 

1.掌握支持性策略使用與調整能力； 

2.提升正向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3.統整運用各項學習策略，以提升各領域之專業科目學習成效。 

社會技巧課程 

1. 能辨識與處理自我的情緒；察覺自我壓力與習得各種抒解壓力方式；認識自我與接納自己的優弱勢能力，並進而

學習擬定或調整問題解決計畫的能力； 

2. 能表達或分享自己的意見、適當評論對他人意見的看法、具備結交朋友及建立長期友誼的能力；強調與他人（指

同性或異性之間）相處時能分辨並拒絕不適當的語言或動作 

3. 在教室情境能適當傾聽、表達需求或參與課堂討論， 

輔助科技應用領域 

視障輔具：透過視障輔具的使用，增進視障學生學習與訊息交流能力。 

 

相關領域 
1.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與行動 

2. 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課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3.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課程 

4. 特殊需求領域: 輔助科技應用策略課程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九貫版指標 

定向行動 
新課綱素養： 
特定A-A1善用感覺知覺及概念發展所建構的心理地圖。  

特定A-A2統整環境的訊息並解決定向行動問題順利安全完成目的。 

特定P-B1認識地圖及各種環境設施符號的意義。 

特定A-B1 運用地圖及各種環境設施符號安全抵達目的地。 

九年一貫指標： 
1-b-2 觸覺訓練 
1-1-2-6 能分辨物體的性質 
1-2-2-1 能認識物體的部分與全部關係 
1-b-3 視覺訓練 
1-1-3-1 能用眼睛注視有意義的物品 
1-1-3-2 能用眼睛追視公車移動，不會跑掉（如：眼球能平順的跟隨物體移動） 
1-1-3-3 能用眼睛掃瞄看地圖，從左上到右上檢視（如：以固定方向依序對物品進行移動） 
1-1-3-4 能用眼睛搜尋目標物（如：在一定空間內可以準確尋找物品所在的位置） 
1-1-3-5 能用眼睛看遠處站名後，抄寫時刻表（如：遠近調視力能看站牌、地圖或時刻表等） 
1-1-3-6 能用眼睛配合視動能力的訓練（如：依靠剩餘視覺拿杯子喝茶…等） 
1-1-3-7 能獨立使用視力辨識各種地標與線索 
2-b-1 身體形象 
2-1-1-1 能察覺自己身體各部位及彼此的關係 
2-2-1-2 能表達自己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及概念 
2-b-2 方位認識 
2-1-2-1 能辨認空間的位置 
2-1-2-2 能辨認時鐘的方位概念 
2-2-2-3 能有地理與圖形的方位與概念（如：比例尺、方向朝北等） 
5-b-1 交談禮儀 
5-1-1-1 能在與他人交談時臉正向對方，並有適當表情 
5-1-1-2 能在言談間表現應有禮貌 
 
社會技巧課程 
一、處己：包含處理情緒技巧、處理壓力技巧與自我效能。 
1-1-1-4 能嘗試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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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能分辨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強度 
1-2-1-6 能嘗試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1-3-1-1 能分辨自己的矛盾情緒（如：又生氣又羞愧） 
1-3-1-2 能表達自己的矛盾情緒 
二、處人：包含基本溝通技巧、人際互動技巧、處理衝突技巧、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1-1-3 能以身體動作適度表現出對他人談話的傾聽態度 
2-1-1-4 能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2-1-1-5 能依情境表達自己意見 
2-1-1-6 能等待、輪流說話及不隨便插話 
22-1-1-8 能主動引起話題開始與人進行談話 
2-2-1-1 能禮貌地表達自己意見 
2- b-2 人際互動技巧 
2-1-2-1 能在遇到認識的人時主動打招呼 
2-1-2-2 能適當回應他人的問候 
2-1-2-3 能對他人作簡單的自我介紹 
 
2-b-4 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2-1-4-1 與他人相處時，能遵守基本的禮儀 
2-1-4-2 能分辨他人適當或不適當的語言 
2-1-4-3 能大聲拒絕他人不當的觸摸或語言 
2-1-4-4 在面對他人不當的觸摸或語言時，能尋求協助 
2-1-4-5 能判斷與他人會有不同程度的親密感或身體接觸 
2-1-4-6 能在公開場所不碰觸自己的性器官 
2-2-4-1 能分辨與他人相處時的安全或危險的情境 
 
輔助科技應用領域 
特輔 A1使用輔具以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參與及規劃生活，肯定自我價值 ，持續自我精進。 
特輔 A2應用適當的技巧及策略使用輔具，有效處理及解決日常生活及學業問題。 
特輔 B2具備使用輔具從各類媒體汲取資料及有效參與各類通訊軟體的討論，提升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3-
1-1-1 能說出使用的低視力輔具名稱及功能 
3-1-1-2 能操作低視力輔具（如：讀書架、放大鏡、望遠鏡等） 
3-2-1-1 願意使用低視力輔具 
 
學習策略 
1-b-1 注意力策略 
1-1-1-4 能選擇專注一項學習的焦點（如：老師的示範動作） 
1-1-1-5 能維持一項學習活動的專注狀態（如：問答與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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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能運用提示系統集中注意力 
1-1-1-8 能依據指導者的提示，適當的轉移注意力（如：黑板轉移到課本） 
1-2-1-1 能表達出訊息中的核心項目（如：關鍵字句） 
1-b-2 記憶策略 
1-1-2-1 能反覆複誦重要的訊息（如：數字、單字、詞彙、句型等） 
1-1-2-2 能反覆抄寫，增加學習印象（如：單字、計算公式與流程等） 
1-1-2-3 能反覆練習相同動作，增加熟練度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如：聯想配對、關鍵字等） 
1-2-2-1 能運用不同的反覆處理策略複習學習過的內容 
1-2-2-2 能將資料聚集成串，以擴充記憶量（如：將較長的號碼分成數個小 
單位記憶）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E6 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通。 

資 E6 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訊教育：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到 
第五週 

定向行動 
1-b-2 觸覺訓練 
1-1-2-6 能分辨物體的性質 
1-2-2-1 能認識物體的部分與全部關係 
1-b-3 視覺訓練 
1-1-3-1 能用眼睛注視有意義的物品 
1-1-3-2 能用眼睛追視公車移動，不會跑掉
（如：眼球能平順的跟隨物體移動） 
1-1-3-3 能用眼睛掃瞄看地圖，從左上到右上
檢視（如：以固定方向依序對物品進行移動） 
1-1-3-4 能用眼睛搜尋目標物（如：在一定空

一、視覺辨識、搜尋、掃
瞄：類似辨識(1-5單元) 

二、視覺動作協調：動眼體
操（不同方位）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文
字定位搜尋與書寫 

四、視覺動作反應與技巧：
數字排排站、顏色疊卡(1-5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課程為自編課程 
 
融入議題能力指
標： 
 
性別平等教育: 
(九年一貫的社
會技巧) 
2-b-4 多元性別
互動技巧 
2-1-4-1 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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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可以準確尋找物品所在的位置） 
1-1-3-5 能用眼睛看遠處站名後，抄寫時刻表
（如：遠近調視力） 
1-1-3-6 能用眼睛配合視動能力的訓練 
1-1-3-7 能獨立使用視力辨識各種地標與線索 
2-b-1 身體形象 
2-1-1-1 能察覺自己身體各部位及彼此的關係 
2-2-1-2 能表達自己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及概念 
2-b-2 方位認識 
2-1-2-1 能辨認空間的位置 
2-1-2-2 能辨認時鐘的方位概念 
2-2-2-3 能有地理與圖形的方位與概念 
 
5-b-1 交談禮儀 
5-1-1-1 能在與他人交談時臉正向對方，並有
適當表情 
5-1-1-2 能在言談間表現應有禮貌 
 
社會技巧課程 
二、 處己：包含處理情緒技巧、處理壓力技巧

與自我效能。 
1-1-1-4 能嘗試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 
1-2-1-1 能分辨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
強度 
1-2-1-6 能嘗試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1-3-1-1 能分辨自己的矛盾情緒 
1-3-1-2 能表達自己的矛盾情緒 
二、處人：包含基本溝通技巧、人際互動技
巧、處理衝突技巧、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1-1-3 能以身體動作適度表現出對他人談話
的傾聽態度 
2-1-1-4 能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2-1-1-5 能依情境表達自己意見 
2-1-1-6 能等待、輪流說話及不隨便插話 
22-1-1-8 能主動引起話題開始與人進行談話 

單元)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我長大了 

(第五週課程評量/輔助科技
應用) 

相處時，能遵守
基本的禮儀 
2-1-4-2 能分辨
他人適當或不適
當的語言 
2-1-4-3 能大聲
拒絕他人不當的
觸摸或語言 
2-1-4-4 在面對
他人不當的觸摸
或語言時，能尋
求協助 
2-1-4-5 能判斷
與他人會有不同
程度的親密感或
身體接觸 
2-1-4-6 能在公
開場所不碰觸自
己的性器官 
2-2-4-1 能分辨
與他人相處時的
安全或危險的情
境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

與尊重他人的身體

自主權。 

性 E6 了解圖像、語

言與文字的性別意

第六週到 
第十週 

一、視覺辨識、搜尋、掃
瞄：類似辨識(6-10單元) 

二、視覺動作協調：動眼體
操（大自然音樂）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文
字定位搜尋與書寫，看地圖 

四、視覺動作技巧與應用:
畫畫與創意好點子(1-5單
元)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我和他人

的相處 

(第十週課程評量/輔助科技
應用)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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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到 
 

第十五週 

2-2-1-1 能禮貌地表達自己意見 
2- b-2 人際互動技巧 
2-1-2-1 能在遇到認識的人時主動打招呼 
2-1-2-2 能適當回應他人的問候 
2-1-2-3 能對他人作簡單的自我介紹 
 
輔助科技應用領域 
3-b-1 低視力輔具 
3-1-1-1 能說出使用的低視力輔具名稱及功能 
3-1-1-2 能操作低視力輔具（如：讀書架、放
大鏡、望遠鏡等） 
3-2-1-1 願意使用低視力輔具 
 
學習策略 
1-b-1 注意力策略 
1-1-1-4 能選擇專注一項學習的焦點 1-1-1-5 
能維持一項學習活動的專注狀態 1-1-1-6 能運
用提示系統集中注意力 
1-1-1-8 能依據指導者的提示，適當的轉移注
意力（如：黑板轉移到課本） 
1-2-1-1 能表達出訊息中的核心項目 1-b-2 記
憶策略 
1-1-2-1 能反覆複誦重要的訊息 1-1-2-2 能反
覆抄寫，增加學習印象 
1-1-2-3 能反覆練習相同動作，增加熟練度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
（如：聯想配對、關鍵字等） 
1-2-2-1 能運用不同的反覆處理策略複習學習
過的內容 
1-2-2-2 能將資料聚集成串，以擴充記憶量 

 

一、視覺辨識、搜尋、掃
瞄：類似辨識(11-15單元) 

二、視覺動作協調：動眼體
操（大自然音樂）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立
體物或圖形定位與搜尋，找
地圖 

四、多元視覺應用技巧：過
去的生活(1-5單元)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我和他人

的相處 

(第十五週課程評量/輔助科

技應用)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涵，使用性別平等

的語言與文字進行

溝通。 

資 E6 認識與使用資

訊科技以表達想

法。 

資訊教育：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

與他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

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第十六週到 
 

第二十週 

一、視覺辨識、搜尋、掃
瞄：類似辨識(16-20元) 

二、視覺動作協調：動眼體
操（大自然）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立
體物或圖形定位與搜尋 

四、多元視覺應用技巧：創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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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立體造型師(1-5單元)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我和他人

的相處 

(第二十週課程評量/輔助科

技應用)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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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四年級彈性學習 視障巡迴  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2）節  本學期共（40）節 

課程目標 

定向行動 

1.開發感官知覺的能力，增進對事物及環境的認識及瞭解； 

2.培養獨立行動的各項技能（含獨自行走及使用公共資源等），進而融入社會群體生活。 

學習策略 

1.掌握支持性策略使用與調整能力； 

2.提升正向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3.統整運用各項學習策略，以提升各領域之專業科目學習成效。 

社會技巧課程 

1. 能辨識與處理自我的情緒；察覺自我壓力與習得各種抒解壓力方式；認識自我與接納自己的優弱勢能力，並進而

學習擬定或調整問題解決計畫的能力； 

2. 能表達或分享自己的意見、適當評論對他人意見的看法、具備結交朋友及建立長期友誼的能力；強調與他人（指

同性或異性之間）相處時能分辨並拒絕不適當的語言或動作 

3. 在教室情境能適當傾聽、表達需求或參與課堂討論， 

輔助科技應用領域 

視障輔具：透過視障輔具的使用，增進視障學生學習與訊息交流能力。 

 

相關領域 1. 特殊需求領域:定向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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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課程 

3. 特殊需求領域:學習策略課程 

4. 特殊需求領域: 輔助科技應用策略課程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定向行動 
1-b-2 觸覺訓練 
1-1-2-6 能分辨物體的性質 
1-2-2-1 能認識物體的部分與全部關係 
1-b-3 視覺訓練 
1-1-3-1 能用眼睛注視有意義的物品 
1-1-3-2 能用眼睛追視公車移動，不會跑掉（如：眼球能平順的跟隨物體移動） 
1-1-3-3 能用眼睛掃瞄看地圖，從左上到右上檢視（如：以固定方向依序對物品進行移動） 
1-1-3-4 能用眼睛搜尋目標物（如：在一定空間內可以準確尋找物品所在的位置） 
1-1-3-5 能用眼睛看遠處站名後，抄寫時刻表（如：遠近調視力能看站牌、地圖或時刻表等） 
1-1-3-6 能用眼睛配合視動能力的訓練（如：依靠剩餘視覺拿杯子喝茶…等） 
1-1-3-7 能獨立使用視力辨識各種地標與線索 
2-b-1 身體形象 
2-1-1-1 能察覺自己身體各部位及彼此的關係 
2-2-1-2 能表達自己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及概念 
2-b-2 方位認識 
2-1-2-1 能辨認空間的位置 
2-1-2-2 能辨認時鐘的方位概念 
2-2-2-3 能有地理與圖形的方位與概念（如：比例尺、方向朝北等） 
5-b-1 交談禮儀 
5-1-1-1 能在與他人交談時臉正向對方，並有適當表情 
5-1-1-2 能在言談間表現應有禮貌 
 
社會技巧課程 
三、處己：包含處理情緒技巧、處理壓力技巧與自我效能。 
1-1-1-4 能嘗試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 
1-2-1-1 能分辨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強度 
1-2-1-6 能嘗試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1-3-1-1 能分辨自己的矛盾情緒（如：又生氣又羞愧） 
1-3-1-2 能表達自己的矛盾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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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人：包含基本溝通技巧、人際互動技巧、處理衝突技巧、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1-1-3 能以身體動作適度表現出對他人談話的傾聽態度 
2-1-1-4 能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2-1-1-5 能依情境表達自己意見 
2-1-1-6 能等待、輪流說話及不隨便插話 
22-1-1-8 能主動引起話題開始與人進行談話 
2-2-1-1 能禮貌地表達自己意見 
2- b-2 人際互動技巧 
2-1-2-1 能在遇到認識的人時主動打招呼 
2-1-2-2 能適當回應他人的問候 
2-1-2-3 能對他人作簡單的自我介紹 
 
2-b-4 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2-1-4-1 與他人相處時，能遵守基本的禮儀 
2-1-4-2 能分辨他人適當或不適當的語言 
2-1-4-3 能大聲拒絕他人不當的觸摸或語言 
2-1-4-4 在面對他人不當的觸摸或語言時，能尋求協助 
2-1-4-5 能判斷與他人會有不同程度的親密感或身體接觸 
2-1-4-6 能在公開場所不碰觸自己的性器官 
2-2-4-1 能分辨與他人相處時的安全或危險的情境 
 
輔助科技應用領域 
3-b-1 低視力輔具 
3-1-1-1 能說出使用的低視力輔具名稱及功能 
3-1-1-2 能操作低視力輔具（如：讀書架、放大鏡、望遠鏡等） 
3-2-1-1 願意使用低視力輔具 
 
學習策略 
1-b-1 注意力策略 
1-1-1-4 能選擇專注一項學習的焦點（如：老師的示範動作） 
1-1-1-5 能維持一項學習活動的專注狀態（如：問答與輪替） 
1-1-1-6 能運用提示系統集中注意力 
1-1-1-8 能依據指導者的提示，適當的轉移注意力（如：黑板轉移到課本） 
1-2-1-1 能表達出訊息中的核心項目（如：關鍵字句） 
1-b-2 記憶策略 
1-1-2-1 能反覆複誦重要的訊息（如：數字、單字、詞彙、句型等） 
1-1-2-2 能反覆抄寫，增加學習印象（如：單字、計算公式與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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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能反覆練習相同動作，增加熟練度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如：聯想配對、關鍵字等） 
1-2-2-1 能運用不同的反覆處理策略複習學習過的內容 
1-2-2-2 能將資料聚集成串，以擴充記憶量（如：將較長的號碼分成數個小 
單位記憶）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E6 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性別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通。 

資 E6 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訊教育：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到 
第五週 

定向行動 
1-b-2 觸覺訓練 
1-1-2-6 能分辨物體的性質 
1-2-2-1 能認識物體的部分與全部關係 
1-b-3 視覺訓練 
1-1-3-1 能用眼睛注視有意義的物品 
1-1-3-2 能用眼睛追視公車移動，不會跑掉
（如：眼球能平順的跟隨物體移動） 
1-1-3-3 能用眼睛掃瞄看地圖，從左上到右上
檢視（如：以固定方向依序對物品進行移動） 
1-1-3-4 能用眼睛搜尋目標物（如：在一定空
間內可以準確尋找物品所在的位置） 
1-1-3-5 能用眼睛看遠處站名後，抄寫時刻表
（如：遠近調視力） 
1-1-3-6 能用眼睛配合視動能力的訓練 1-1-3-
7 能獨立使用視力辨識各種地標與線索 

 

一、視覺掃瞄與快速讀：閱
讀與朗讀(1-5單元)/字體
大小,速度與理解評估 

二、視覺動作協調：（捉住
跳動的球）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推
理文字形狀與書寫 

四、多元視覺應用技巧：立
體迷宮找出路,立體長度測
量(1-5單元)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課程為自編課程 
融入議題能力指
標： 
 
性別平等教育: 
(九年一貫的社
會技巧) 
2-b-4 多元性別
互動技巧 
2-1-4-1 與他人
相處時，能遵守
基本的禮儀 
2-1-4-2 能分辨
他人適當或不適
當的語言 
2-1-4-3 能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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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1 身體形象 
2-1-1-1 能察覺自己身體各部位及彼此的關係 
2-2-1-2 能表達自己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及概念 
2-b-2 方位認識 
2-1-2-1 能辨認空間的位置 
2-1-2-2 能辨認時鐘的方位概念 
2-2-2-3 能有地理與圖形的方位與概念 
 
5-b-1 交談禮儀 
5-1-1-1 能在與他人交談時臉正向對方，並有
適當表情 
5-1-1-2 能在言談間表現應有禮貌 
 
社會技巧課程 
四、 處己：包含處理情緒技巧、處理壓力技巧

與自我效能。 
1-1-1-4 能嘗試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 
1-2-1-1 能分辨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
強度 
1-2-1-6 能嘗試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1-3-1-1 能分辨自己的矛盾情緒 
1-3-1-2 能表達自己的矛盾情緒 
二、處人：包含基本溝通技巧、人際互動技
巧、處理衝突技巧、多元性別互動技巧。 
2-b-1 基本溝通技巧 
2-1-1-3 能以身體動作適度表現出對他人談話
的傾聽態度 
2-1-1-4 能依情境適當回答問題 
2-1-1-5 能依情境表達自己意見 
2-1-1-6 能等待、輪流說話及不隨便插話 
22-1-1-8 能主動引起話題開始與人進行談話 
2-2-1-1 能禮貌地表達自己意見 
2- b-2 人際互動技巧 
2-1-2-1 能在遇到認識的人時主動打招呼 
2-1-2-2 能適當回應他人的問候 
2-1-2-3 能對他人作簡單的自我介紹 
 
輔助科技應用領域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說話的禮

貌 

(第五週課程評量/輔助科技
應用) 

拒絕他人不當的
觸摸或語言 
2-1-4-4 在面對
他人不當的觸摸
或語言時，能尋
求協助 
2-1-4-5 能判斷
與他人會有不同
程度的親密感或
身體接觸 
2-1-4-6 能在公
開場所不碰觸自
己的性器官 
2-2-4-1 能分辨
與他人相處時的
安全或危險的情
境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

與尊重他人的身體

自主權。 

性 E6 了解圖像、語

言與文字的性別意

涵，使用性別平等

的語言與文字進行

溝通。 

資 E6 認識與使用資

訊科技以表達想

法。 

資訊教育： 

第六週到 

第十週 

一、視覺掃瞄與快速讀：閱
讀與朗讀(6-10單元);認識
偉人繪本 

二、視覺動作協調：動眼體
操（大自然音樂;放鬆操）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推
理文字形狀與書寫 

四、視覺技巧與應用:大自
然的世界(1-5單元)/複雜
背景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自我保護 

(第十週課程評量/輔助科技
應用)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第十一週到 
 

第十五週 

一、視覺辨識、搜尋、掃
瞄：購物清單與數算/估價
與計畫 

二、視覺動作協調：動眼體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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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1 低視力輔具 
3-1-1-1 能說出使用的低視力輔具名稱及功能 
3-1-1-2 能操作低視力輔具（如：讀書架、放
大鏡、望遠鏡等） 
3-2-1-1 願意使用低視力輔具 
 
學習策略 
1-b-1 注意力策略 
1-1-1-4 能選擇專注一項學習的焦點 1-1-1-5 
能維持一項學習活動的專注狀態 1-1-1-6 能運
用提示系統集中注意力 
1-1-1-8 能依據指導者的提示，適當的轉移注
意力（如：黑板轉移到課本） 
1-2-1-1 能表達出訊息中的核心項目 1-b-2 記
憶策略 
1-1-2-1 能反覆複誦重要的訊息 1-1-2-2 能反
覆抄寫，增加學習印象 
1-1-2-3 能反覆練習相同動作，增加熟練度 
1-1-2-4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
（如：聯想配對、關鍵字等） 
1-2-2-1 能運用不同的反覆處理策略複習學習
過的內容 
1-2-2-2 能將資料聚集成串，以擴充記憶量 

操（大自然音樂;放鬆操）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推
理文字形狀與書寫 

四、多元視覺應用技巧：他
們有什麼不一樣;觀察力強
化(1-5單元)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男女生的

身體變化 

(第十五週課程評量/輔助科

技應用)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

與他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

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

分享學習資源與心

得。 

第十六週到 
 

第二十週 

一、視覺辨識、搜尋、掃
瞄：類似辨識(16-20元) 

二、視覺動作協調：動眼體
操（大自然音樂;放鬆操） 

三、輔具應用－望遠鏡:推
理文字形狀與書寫 

四、多元視覺應用技巧：立
體空間與推理桌遊(1-5單
元) 

五、學校課業學習解惑 

 

2 節*5周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技能鍛鍊與動態
操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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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適應與人際溝通:

學校生活開口說/我的五年

級 

(第二十週課程評量/輔助科

技應用)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