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作機能訓練課程
壹、 基本理念
孩童的動作發展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成熟化、多樣化，而動作發展除需要身體
生長、神經肌肉骨骼系統的成熟外，還需要個體與環境充分的互動才能達成。學生
必須先具備基本的動作能力，才能進一步運用，更進一步形成應付日常生活的動作
技能。特殊教育學生因先天或後天的損傷，導致其動作發展遲緩或困難，嚴重影響
其基本的姿勢控制、行動、操作性活動與書寫等日常生活和學習活動，因而降低生
活品質。
本課程大綱依據特殊教育法（2009）的精神和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
式實施辦法（2010）的規定，並參照國內外兒童動作發展量表、學校功能量表等對
於動作能力的評估向度，以及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課程綱要等，另參照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於 2001 年提出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
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為
動作活動與參與困難的特殊教育學生，編定動作機能訓練課程大綱。本課程大綱主
要是以基本動作技能、學校功能性活動以及能適應環境為主，因此具此特殊需求的
學生，只需訓練達到具備基本動作技能，並有足夠參與學校動作活動的能力即可。
至於這些動作型態的精熟度與動作成果，例如：跳的高度與距離皆會隨著年齡增長
而逐漸增加，是可以在一般的體育課或日常生活等不同的情境中不斷地練習與精
熟，以因應多樣化的環境。但對肢體嚴重障礙且完全依賴他人照護的學生而言，因
長期處於異常肌肉張力、身體不對稱等姿勢下，以及身體活動量過少，使得身體機
能惡化的可能性提升，此時主要目的即為促進其健康，以及預防肌肉骨骼系統的併
發症（如關節攣縮、脊椎側彎、髖關節脫臼等）產生。
總之，本課程大綱希望不單只是傳統的著重學生的身體與結構、預防併發症，
還冀望更重視學生在學校的活動表現與情境參與，以期讓這些具有動作活動與參與
困難的特殊教育學生，也能有充份、平等、有尊嚴地參與各項學校活動的機會。
本動作機能訓練課程內容主要分為粗大動作、精細動作二個主軸。根據神經發
展理論，不論粗大或精細動作發展階段，都有其固定的先後發展順序，但是這些動
作活動與參與困難的學生因個別的功能差異性大，且動作功能發展潛能與限制亦不
同，並無法單純的依據發展階段而有明確的學習年齡階段之區分。然而參考 ICF 的
理論精神，除應維持和提升學生的身體結構和功能外，更應以增加學生在學校情境
的動作活動與參與的能力為主，因此在此將動作機能訓練的課程根據動作、活動與
參與的難易，整體分為初階與進階二個學習階段。此外，動作活動與參與困難的特
殊教育學生，若能適當地將輔助科技輔具融入學校情境中，更能促成學生有意義的
參與學校活動，以及達到預防與促進身體健康重要的功能。而教學者可連結特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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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領域中之輔具應用課程，將輔具應用課程習得的技能應用在學校日常生活中。

貳、適用對象與應用建議
本課程適用於學前至高中職階段經專業團隊評估後有動作活動與參與困難的
特殊教育學生，包括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身體病弱，以及其他兼具動作活動
與參與困難的特殊教育學生。
此動作機能訓練課程一週以 1～4 節為原則，但經專業團隊評估後，有需要增
加課程節數的包括有（1）認為其動作的活動與參與有增進的潛能者；（2）在現階
段，學生有因身體活動量過少，造成身體機能惡化之可能者，而主要目的為促進其
健康；（3）其有需要藉由動作機能訓練，以促進其參與學校活動者。
教學者應搭配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依據學生的身心特質、特殊需求及個別
差異，選擇合適的能力指標並加以調整成學年或學期目標，以及個別化教育計畫需
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以實施課程。實施課程時可採外加方式進
行，以動作機能課程大綱的能力指標做為擬訂適合學生之學年、學期目標之依據，
普通教育(七大學習領域)相關教材可列為教導本課程的教材之一；或將本課程融入
普通教育各相關領域課程(如健康與體育等)進行教學，使用上以該普通教育領域的
能力指標為主，動作機能課程能力指標則做為調整的重點。

參、課程目標與主軸
本動作機能訓練課程目標為：1.增進學生動作的活動與參與；2.促成學生有意
義的參與學校功能性活動；3.達到預防與促進身體健康重要的功能。
課程主軸包含粗大動作、精細動作二大部分：
一、粗大動作：透過維持或增進關節活動度與肌肉力量、心肺耐力、維持適當姿勢、
增進靜態或動態平衡，進而有利於從事各種身體活動、生活自理與學校活動的
參與。亦藉由改變身體姿勢或位置（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
，以有利於與外界環
境互動，以及未來獲得動作技能後，進而享受運動的樂趣、建立良好運動習慣，
以促進健康的生活。
二、精細動作：發展手部基本動作技能，以及在操作的過程中，藉由雙手協調、手
指靈巧、手眼協調等能力的協助，進而能將這些動作技能應用到生活自理，以
及學校功能性活動的參與，例如：美勞工具之使用（如：撕紙、摺紙、撕貼畫、
使用膠水、玩黏土……等）、教室器材之使用（如：開關電燈及電器用品）、
資訊課程中開關電腦以及插入光碟等動作。

肆、分段能力指標
一、能力指標編碼方式與說明
在【a-b-c-d】編號中，a 代表 2 個主軸序號（1-2），b 代表 2 個學習階
段序號（1-2），c 代表 2 個主軸的次項目，d 代表各流水號。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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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a
1.粗大動作

2.精細動作

學習階段
次項目
b
c
1.初階：各次項目下較
1.關節活動度
簡易、基本，或容易 2.維持身體姿勢
達到活動表現與參與 3.改變身體姿勢
的動作行為。
4.移位
2.進階：各次項目下較
5.平衡
困難、複雜的，或屬
6.校園功能性移行
應用層面較廣，與外
7.傳遞物品
界環境互動較多，較
不容易達到活動表現 8.心肺耐力
與參與，並屬認知層 1.手部基本動作
次較高的動作行為。 2.雙手協調
3.手指靈活
4.手眼協調
5.功能性操作
6.書寫前運筆技巧

編號
d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流水號

二、指標使用說明
教學者在選取本課程的能力指標時，應特別考量學生個別的功能限制、動作活
動與參與的增進潛能，並宜評量學生在前一階段的能力是否已完備，宜適齡、適階
的持續發展，未必完全依據能力指標順序而執行，也並非所有列出的指標均需使
用，如經專業團隊確定該能力指標並非經教導後可具備，則可捨棄該指標的選取，
以提供不同年齡與障礙程度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
以指標 1-2-6-4「能在短距離（10 公尺內）的移動範圍內跟上同儕的速度」為
例，此乃主軸一「粗大動作」進階適用的「校園功能性移行」第四項能力指標。此
指標適用於半身偏癱、具行走能力的國小階段的腦性麻痺學生，但卻未必適用於罹
患四肢癱瘓的高中職階段的腦性麻痺學生，因為高中職階段的學生不能完全以發展
階段為考量，課程重點應以功能性動作、學校活動與參與為主。因此針對高中職階
段的動作活動與參與困難學生設計課程時，若是學生連最基本的維持與改變身體姿
勢、移位能力仍受到嚴重限制時，建議應考慮透過擺位、行動、生活等相關輔具的
協助，來移除環境中可能遭遇的障礙，讓學生能盡可能地參與學校的日常生活活動。
另建議在應用本課程時，可參酌適應體育的精神，藉由教具器材與運動規則的
調整，並針對學生個別需求與所屬學習階段，調整教學方法與課程內容，使學生獲
得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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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段能力指標

粗大動作
1-b-1 關節活動度
1-1-1-1 能配合他人執行被動關節運動
1-1-1-2 能在他人協助下，主動做出手腳的肢體動作至其完全之角度
1-2-1-1 能完全主動做出手腳的肢體動作至其完全之角度

1-b-2 維持身體姿勢
俯臥時，能用前臂支撐上半身維持 2 分鐘或以上
俯臥時，能用雙手掌支撐上半身維持 2 分鐘或以上
能在地板上維持坐姿 10 分鐘
協助坐著或站著時，能主動維持頭部直立 30 分鐘，包括坐在特製輪椅
或站在站立架上
1-1-2-5 能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進行活動至少 30 分鐘不跌倒
1-1-2-6 能在地板上維持高跪姿 10 分鐘
1-2-2-1 能坐在無靠背的椅子上進行活動至少 30 分鐘不跌倒
1-2-2-2 能維持站立 45 分鐘（包括使用站立架）
1-2-2-3 能視需要維持蹲姿從事活動（如：蹲著撿東西或拼拼圖、使用蹲式廁
等）

1-1-2-1
1-1-2-2
1-1-2-3
1-1-2-4

1-b-3 改變身體姿勢
1-1-3-1
1-1-3-2
1-1-3-3
1-2-3-1
1-2-3-2
1-2-3-3

可以在床上或地板上翻身（如：側臥、仰臥、俯臥間之姿勢轉換等）
能從地板上自己坐起來
坐在地板上能自己起身站立
能自己由站立平穩的坐在座椅或地板上
獨站時能彎腰撿東西不跌倒
能從蹲著而自己站起來

1-b-4 移位
1-1-4-1
1-1-4-2
1-1-4-3
1-1-4-4
1-2-4-1
1-2-4-2
1-2-4-3
1-2-4-4

能以連續翻身的方式在地板上移位 5 公尺
能肚子貼地向前匍匐前進 10 公尺遠
能肚子離地，用手和膝蓋交替往前爬 10 公尺遠
能扶著東西（如：欄杆、教室櫃子、走廊扶手、助行器等）從教室一
端步行到另一端
能自己平穩、不搖晃的往前步行至少約 3 間教室的距離
能雙手提抱需兩手提抱的大東西走 10 公尺遠不跌倒
能跨越過約膝蓋一半高度的障礙物而不跌倒
能跨越過約膝蓋高度的障礙物而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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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能自行向上或向下移動有高低落差的地方而不跌倒（如：上下台階或
樓梯等）
1-2-4-6 能順暢的跑步，並轉彎與避開障礙物
1-2-4-7 藉由彎曲和伸直雙腳而離地移動（如：不同方向的跳躍）

1-b-5 平衡
1-1-5-1 坐在地板上失去平衡時，能立即伸出手撐地
1-1-5-2 能減少坐在地板上失去平衡的頻率
1-1-5-3 站姿下失去平衡時，能使用適當跌倒的方式來預防造成嚴重的傷害
（如：扭傷、骨折等）
1-1-5-4 站姿下失去平衡時，能使用各種策略（如：跨步）去維持平衡不跌倒
1-1-5-5 能減少站姿下跌倒的頻率
1-2-5-1 能張眼、兩手插腰，單腳站 5 秒以上
1-2-5-2 能注意在不平衡狀況下行動，小心不跌倒
1-2-5-3 能在單腳站的姿勢下自行穿脫褲子
1-2-5-4 能兩手插腰或拿物沿著直線（如：在地板上用膠帶貼成的直線、腳ㄚ
圖樣、停車格、磁磚間的接縫等）往前走約 3 公尺
1-2-5-5 能雙腳前後站在狹窄且有高度的物體（如：平衡木、花圃等）5 秒以上
1-2-5-6 能雙手插腰或拿物在狹窄且有高度的物體（如：平衡木、花圃等）上，
交替跨步走約 3 公尺

1-b-6 校園功能性移行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1-2-6-6
1-2-6-7
1-2-6-8
1-2-6-9

在教室內能自由走動而不會撞倒障礙物或其他人
能在不平坦的地面（如：草地上、碎石路等）上走動不跌倒
在校園內能避開路面上的坑洞或其他固定障礙物自由地走動
能在短距離（10 公尺內）的移動範圍內跟上同儕的速度
能跨越校園中不同類型的障礙物（如：水溝、門檻、分隔磚等）不跌
倒
能避開移動中的物品、人或載運工具步行（如：在擁擠的走廊上或操
場上等場所走動等）
能在擁擠或狹窄的校園空間中走動，被人碰撞後以適當方式跌倒，避
免嚴重的傷害（如：扭傷、骨折等）
在擁擠或狹窄的校園空間中走動時，被人碰撞後都能不跌倒
符合學校作息時間表，能用任何方式自行安全的在校園中由一個地方
移動至一個地方

1-b-7 傳遞物品
1-1-7-1
1-1-7-2
1-1-7-3
1-1-7-4

坐在地板上，能雙手滾大球三公尺給對方
坐在地板上，能雙手接住滾來的球（球的大小適合學生抓拿）
坐在地板或座椅上，能單手丟網球大小的球給對方
坐在地板或座椅上，能用手臂接住對面丟過來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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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 站著時，能向前丟球至少 2 公尺遠
1-2-7-2 站著時，能用手臂接住 2 公尺遠處丟來的球
1-2-7-3 站著時，能用手掌接住 2 公尺遠處丟來的球

1-b-8 心肺耐力
1-1-8-1 能在中間有適當的休息下完成半天的學校靜態課程（大部分時間是坐
在椅子上），不會有明顯喘氣的情形
1-1-8-2 能在適當的休息下完成一天的學校靜態課程（大部分時間是坐在椅子
上）
1-1-8-3 能持續站在走廊上完成約 10 分鐘的升旗活動，不會有明顯喘氣的情形
1-1-8-4 能在同一樓層步行約三間教室的距離，不會有明顯喘氣的情形
1-2-8-1 能在半小時內慢走 1600 公尺遠的距離
1-2-8-2 能在半小時內健走 2400 公尺遠的距離
1-2-8-3 能連續爬二層樓梯（約 48 階），不會有嚴重喘氣的情形
1-2-8-4 能自我偵測身體活動量，以走路時會感覺稍微有點流汗或費力，但尚
能和別人或自我交談為原則
1-2-8-5 能達到一週運動 3 天，一天至少 1 小時（或一週 5 次 30 分鐘）之中度
身體活動量，每次心跳率可達每分鐘 130 下

精細動作
2-b-1 手部基本動作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2-1-1
2-2-1-2
2-2-1-3

能伸手碰觸眼前的物品
兩手能分別主動伸出去抓握東西
能用手指耙起小東西
能自主地放開手裏握住的東西
能用拇指對指抓握（不一定要用指腹）約手掌大的東西（如：積木）
能用拇指及食指側抓起小東西（如：葡萄乾）
能用前 3 指指腹抓握約手掌大的東西（如：積木）
能用拇指及食指尖抓起小東西（如：葡萄乾）

2-b-2 雙手協調
2-1-2-1
2-1-2-2
2-1-2-3
2-2-2-1
2-2-2-2

能用雙手拿大東西
能把東西從一手換拿到另一手
能拍手或敲擊兩手上的東西
能用雙手拔開和接合兩物
能一手扶東西，另一手做動作（如：旋開美勞用具的瓶蓋、撕紙、切
東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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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3 手指靈巧
2-1-3-1
2-1-3-2
2-2-3-1
2-2-3-2
2-2-3-3

能一頁頁地翻書
食指能按壓某物（如：電腦、電燈開關等）
能連續單手撿小物並移到同一手的掌心
能連續把手掌內東西移到手指處放掉
能抓握物品並同時進行按壓的動作，如：操作滑鼠等

2-b-4 手眼協調
2-1-4-1 能把東西放入容器或孔洞裏（如：插入光碟片、插入鑰匙、投錢到撲
滿等）
2-2-4-1 能堆疊東西（如：積木等）5～6 個以上
2-2-4-2 能剝或拆開東西（如：糖果紙、包裝紙等）
2-2-4-3 能把一個大珠子串入繩子內
2-2-4-4 能堆疊東西（如：積木等）7 個以上
2-2-4-5 能把一個小珠子串入繩子內

2-b-5 功能性操作
2-1-5-1
2-1-5-2
2-1-5-3
2-1-5-4
2-2-5-1
2-2-5-2

能旋轉開關不同大小的瓶罐
能開合剪刀
能雙手扭擠東西（如：抹布、毛巾、海棉等）
能開關門把
能用剪刀沿著直線剪
能用剪刀沿著不同圖形剪

2-b-6 書寫前運筆技巧
2-1-6-1
2-1-6-2
2-1-6-3
2-2-6-1
2-2-6-2
2-2-6-3

能握筆塗鴉
能用前三指正確握筆
能自行調整握筆位置
能描畫直線線段 10 公分
能在兩條 10 公分長的線段（寬度間隔 1 公分）內畫線不超出
能描畫不同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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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動作機能訓練課程應用範例
以下即以國小階段因動作活動與參與困難的特殊教育學生為例，說明如何透過
團隊評估後，應用動作機能訓練領域課程能力指標來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中的學年
及學期目標，並據此來執行教學，達到學生有意義的參與學校活動。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個案說明
林○○（以下簡稱林生）出生時與雙胞胎弟弟因早產缺氧導致罹患腦性麻痺，
造成下肢肌肉張力過高，進而影響雙腳的動作控制，目前雖已進入學校接受教育，
但家長仍積極的帶林生到醫院接受復健治療。個案目前為國小一年級的新生，因魏
氏智力測驗結果顯示整體智力程度（全量表 89）是屬於中下程度，其中語文量表為
111，作業量表為 71，雖其在作業量表表現較差，但推測有可能是因為林生動作緩
慢，導致作業量表分測驗的得分較低，影響整體智力，所以經鑑輔會安置會議確定
就讀一般學校的普通班。在開學後的兩週內根據教師平日觀察，林生的認知能力與
同齡孩子差異不大，無論是在記憶、理解、注意力和邏輯推理方面均有不錯的學習
表現，唯有體力不佳時，會影響學習的持續度。但是在生活自理與行動方面的表現，
則會因為肢體障礙而導致參與學校部分活動受限，導致學習內容需視情況調整，或
偶爾仍需大人或同儕的少量協助。
學期初安排物理、職能治療師到校評估林生的動作能力，評估結果顯示林生手
功能尚可，但寫字速度較慢，可以坐在教室內有靠背的椅子上進行活動 30 分鐘且
不跌倒，但坐和站姿間的轉換均需扶持桌面才能完成，而下肢動作控制、平衡能力
不足，站立時遇到外來過大推力即會失去平衡而跌倒，故移行時仍需扶持助行器，
但行進過程中會突然無法控制速度，往前衝，且行進速度無法跟得上同儕，因此仍
需要有人在旁陪同，無法獨立行動。目前扶持助行器可以連續移行一間教室而不休
息，也可以兩手側扶樓梯扶手上下樓梯一樓層，但均需斷斷續續才能完成，因而影
響教室間與樓層間的轉換，目前長距離或上下樓梯仍需要大人少量協助或使用輕便
型輪椅輔助。
個案管理教師統整學生的各項能力與需求評估結果後，先草擬林生的個別化教
育計畫，並邀請班級導師、任課教師、相關行政人員與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師共同
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經由團隊討論後，確認林生的個別化教育計劃，並經校
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計畫詳參附件，會議中決議如下：
1.普通教育課程方面：主要考量學生的認知功能中等與具有主動學習的動
機，因此鼓勵林生儘量參與普通班的課程，並與同儕有更多互動的機會。惟因考量
林生肢體的限制，參與國小一年級安排的室外體育課較為困難，因此免除上室外體
育課，改以動作機能訓練領域課程替代。
2.特殊需求課程方面：根據優弱勢與需求評估結果，考量林生目前仍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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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活動與參與困難，因此室外體育課改以特殊需求課程的「動作機能訓練」替代，
另外再各調整一節體育課和彈性課程的時間，每週外加「動作機能訓練」領域的特
殊需求課程二節。目的為提升林生在校園安全、獨立、且有效率行動的能力，因此
擬定林生學年目標時參考與獨立、安全行動和行動有效率相關的次項目與能力指
標，選取主軸「粗大動作」的次項目「平衡」的能力指標「1-1-5-5 能減少站姿下
跌倒的頻率」形成學年目標「在安全地墊上和不給予任何協助下，他人給予推力時
能不跌倒」
，次項目「校園功能性移行」的能力指標「1-2-6-9 符合學校作息時間表，
能用任何方式自行安全的在校園中由一個地方移動至一個地方」形成學年目標「在
規定的時間內，能自行使用助行器由班級教室經過擁擠的走廊移行至電腦教室。」，
以及次項目「心肺耐力」的能力指標「1-2-8-3 能連續爬二層樓梯（約 48 階），且
不會有嚴重喘氣的情形」形成學年目標「能兩手側扶著扶手連續爬一層樓梯(約 24
階)，且不會有嚴重喘氣的情形」。
3.相關支持服務方面：因考量林生肢體的限制，所以調整評量時間，目前先以
延長考試時間為主，之後再視學生狀況調整，使其能獲得公平的評量；普通班導師
指派班上的兩位同學，在課堂上或教室轉換時給予適時的協助，例如：協助中午用
餐時的打菜；或因林生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進行教室間與不同樓層間的轉換，因
此需有人協助或安排提前前往下一個上課的地點；經物理治療師進行輔具需求評估
後，特教組協助向特教資源中心申請助行器與輕便型輪椅，並請物理治療師協助評
估輔具使用上的訓練建議，確保學生透過輔具的協助仍可參與學校活動；提供環境
的調整，包括儘量安排距離門口較近的座位、課桌椅的調整、廁所的改良等；請家
長仍繼續醫院的復健治療；學校的巡迴物理治療師和職能治療師則提供開學的新生
評估、環境調整的建議，以及提供特殊需求課程與訓平日訓練融入教學的建議；透
過老師製作的活動檢核表於家中進行每日的復健活動；林生因為無法自行上下學，
特教組協助家長申請交通費。

21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個別化教育計畫

一、基本資料
（一）個人資料
學生姓名

林○○

班級

一年○班

起迄時間

性別

女

出生日期

○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住址
住址變更

X○○○○○

台北市○○區○○路○段○○巷○○號○樓
同上

家長或監護人

(o)：
林○○

關係 父女

電 (H)：
話 行動：

台北市鑑輔會鑑定類別：肢體障礙
身心障礙手冊：□無

■有（續填）

手冊記載類別：

障礙程度：中度

（二）身心狀況
1.
2.

健康狀況：
□健康，很少生病
相關障礙：無

■偶生病

□體弱多病（常缺席）

□其他：

（三）家庭狀況及背景環境

家庭生活簡述

家庭成員有祖父母、父親、母親、姐姐、雙胞胎弟弟(同是罹患腦性麻痺)
以及個案。父母都非常關心個案，給予悉心教導並且積極地尋求各項資源
以幫助個案。目前家庭只有父親有工作，為單薪家庭，但是經濟狀況還算
可以。父母對個案的期望是個案只要能在班上的成績表現維持中等便可，
並不會對個案有過高的要求。

（四）教育史及發展史
過去教育

學齡前在○○國小附設幼稚園就讀，並接受特教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務。

安置情形
專業診斷
治療情形
其他

從出生確定診斷為腦性麻痺後，即開始接受早期療育，包括：○○和○○
醫院的物理、職能治療。
早產，出生時不滿 1500 克。

（出生特殊狀況）

二、評量記錄
評量方式或工具

日期

魏氏兒童智力
99/04/25
測驗（第三版）

評量者

結果摘要

○○醫
院/○○

語文量表分數＝111，作業量表分數＝71，全量
表分數＝89。其中在作業量表表現較差，推測

○臨床

可能因為林生動作影響作業量表分測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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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

訪談

99/09/01

班級導
師/○○
○

班級導
課堂觀察

99/09/05

師/○○
○

據媽媽描述日前仍有定期到醫院接受物理與
職能治療（一週各一堂），主要以行走平衡為
重點。且擔心林生體力不足，所以目前上下
學皆由媽媽推輪椅往返學校與家裡。平時在
家中遇到學習上需要協助的地方，或其它問
題時，都會主動表達或找媽媽商量。
1.記憶、理解、注意力和邏輯推理方面均有
不錯的學習表現，唯有體力不佳時，會影
響學習的持續度。
2.語言的理解與表達能力與班上同學差異不
大，但說話的速度較慢且聲音小。
3.個性溫和，與同學的互動良好。平時情緒
穩定，且責任感重，非常遵守學校及老師
的規定，遇到學習上的問題會主動提出或
找任課老師商量。

隨堂考
（教師自編）

99/09/10

班級導
師/○○
○

隨堂考成績的數學＝89、國語＝85，學科學習
大致上能跟得上班上的教學進度。但是在體育
等藝能科會因肢體障礙而受限，學習內容需視
情況調整。
1.可以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進行活動 30 分

物理治療評估

99/09/14

物理治
療師/○
○○

鐘且不跌倒，所以並不需要特製的桌椅。
2.從坐在椅子上到站起來需扶著桌面才能完
成。
3.下肢動作控制、平衡能力不足，站立時遇
到外來過大推力即會失去平衡而跌倒，行
動時仍需扶持助行器，但行進過程中會突
然無法控制速度，往前衝，且行進速度無
法跟得上同儕，故仍需要有人在旁陪同，
無法獨立行動。
4.目前扶持助行器可以連續移行一間教室，
也可以兩手側扶樓梯扶手上下樓梯一樓
層，但因心肺耐力不佳，需斷斷續續才能
完成，因而影響教室間與樓層間的轉換，
因此目前長距離或上下樓梯仍需要大人少
量協助或使用輕便型輪椅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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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
職能治療評估

99/09/15

療師/○
○○

1. 手功能並無嚴重的限制，惟寫字速度較慢。
2. 聽知覺、觸、嗅覺正常，但有散光與斜視。
3. 生活自理部分：動作雖較慢，但林生獨立性
尚可，可以自行如廁、用餐，但偶爾仍需大
人或同儕的少量協助。

三、能力現況描述
項目

能力現況描述
1.標準化測驗：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結果顯示整體智力為
中等(全量表為 89)，其中語文量表為 111，作業量表

認知能力

為 71，在作業量表表現較差，推測可能因為林生動作
太慢，導致作業量表分測驗的得分較低，影響整體智
力。
2.根據教師平日觀察，林生認知能力與同齡孩子差異不
大，無論是在記憶、理解、注意力和邏輯推理方面均
有不錯的學習表現，唯有體力不佳時，會影響學習的
持續度。
1.根據教師平日觀察，語言的理解與表達能力與同齡孩

溝通能力

子差異不大，但說話的速度較慢且聲音小。
2.能向家長及老師主動表達學習上的需求。

學業能力

1.學科學習大致上能跟得上班上的教學進度。
2.在體育等藝能科會因肢體障礙而受限，學習內容需視
情況調整。

生活自理能力

林生雖然動作較慢，但獨立性尚可，可以自行如廁、用
餐，但偶爾仍需大人或同儕的少量協助。

動作/行動能力

1.手功能尚可，但書寫速度較同儕慢。
2.可以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進行活動 30 分鐘且不跌倒。
3.坐和站的姿勢間的轉換均需扶持才能完成。
4.下肢動作控制、平衡能力不足，站立時遇到外來過大
推力即會失去平衡而跌倒，行動時仍需扶持助行器，
但行進過程中會突然快速前進，且行進速度無法跟得
上同儕，故仍需要有人在旁陪同，無法獨立行動。
5.目前扶持助行器可以連續移行一間教室，也可以兩手
側扶樓梯扶手上下樓梯一樓層，但均需斷斷續續才能
完成，因而影響教室間與樓層間的轉換，因此目前長
距離或上下樓梯仍需要大人少量協助或使用輕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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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輪椅輔助。
6.上下學皆由媽媽推輪椅往返學校與家裡。
感官功能
社會化及情緒
行為

聽知覺、觸、嗅覺正常，但有散光、斜視。
根據教師平日觀察，林生個性溫和，與同學的互動良
好。平時情緒穩定，且責任感重，非常遵守學校及老師
的規定，遇到問題會找媽媽及任課老師商量。

四、學習特性及需求綜合摘要
優勢

弱勢

1. 智力中等，學習動機高。
2.能主動表達學習上的需求。
3.個性溫和、善解人意，人際關係佳。
4.責任感重，自律能力高。

1.動作控制、平衡能力不足，容易失去平衡
而跌倒，要依賴助行器行動，且行進速度
無法跟得上同儕，故仍需有人在旁陪同，
無法獨立行動。

5.學科大致上能跟得上普通班進度學習。

2.心肺耐力與下肢肌耐力不足，雖能使用助
行器在學校行動，但長距離或上下樓梯則
需要大人少量協助或使用輕便型輪椅輔
助。
3.書寫速度較同儕慢。

需求評估
學習需求
1. 透過動作機能領域特殊需求課程，來增進校園獨立、安全和有效率行動的能力。
2. 透過老師製作的活動檢核表於家中進行每日的復健活動。
相關支援與服務
1.
2.
3.
4.

物理治療師提供每學期定期的評估、諮詢與訓練建議。
職能治療師提供每學期定期的評估、諮詢與訓練建議。
在校考試時可以延長作答時間。
平時班上有小幫手可提供適當、適時的協助。
障礙狀況在普通班上課及生活之影響

1. 由於行動時需依賴助行器或輕便型輪椅，故影響其期參與普通班與活動相關的課程，
以及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進行教室間與不同樓層間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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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安置與服務方式
（一）安置環境
□特殊教育班

■資源班資源教學

□資源班支援服務

□其他_________

（二）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科目(領域)

地點

節課/週

起迄時間

負責教師

備註(抽離/外加)

動作機能

知動教室

2 節/1 週

98.9~99.6

○○○

外加/利用一節體育課
與一節彈性課程

99 學年度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彈性課程

數學

數學

語文

數學

2

語文

彈性課程

語文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健康

彈性課程
3

生活課程

語文

生活課程

語文

（動作機能
訓練）
訓練）

4

綜合活動

生活課程

生活課程
午

5

生活課程

6

生活課程

休

時

生活課程

綜合活動

間

健康與體育
體育

7

（動作機能
訓練）
訓練）

（三）相關專業服務
服務內容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服務方式
巡迴輔導/
評估、間接諮詢
巡迴輔導/
評估、間接諮詢

頻率

起迄日期

2 次/學期
2 次/學期

99.9~100.6
99.9~100.6

負責人
○○○
○○○

（四）支援與服務
項目

方式

負責單位（人）

福利服務

請領交通補助費

總務處、特教組

科技輔具

向特教資源中心借用助行器與輕便型輪

特教組、資源班老師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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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調整

儘量安排距離門口較近的座位、課桌椅
的調整、廁所的改良等

普通班導師、特教組

小義工

指派班上的兩位同學，在課堂上與教室
轉換時給予適時的協助。

普通班導師、資源班老師

延長考試作答時間

特教組、資 源 班 教 師

透過老師製作的活動檢核表於家中進行
每日的復健活動，養成主動規律活動的
習慣

資源班老師

評量調整
協助製作居
家復健活動
檢核表

六、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
領域

動 作 機 能 訓 練

上課時數

學年目標

每週 2 節
修正或補充

1.在不提供任何協助下，能在他人給予推力時在安全地墊上不跌倒。
2.在規定的時間內，能自行使用助行器由班級教室經過擁擠的走廊
移行至電腦教室。
3.能以兩手側扶扶手的方式，連續爬一層樓梯(約 24 階)而不會有嚴
重喘氣的情形。
學期目標

評量結果及修改

上學期
1-1 在 99 年 10 月 15 日前，能在安全地墊上用跌坐的方式來預防造
成嚴重的傷害，每堂課老師給予 5 個站立時推她讓她失去平衡
的測試，每週利用檢核表評量一次，連續三週成功率達 100%。
1-2 在 99 年 11 月 31 日前，能在安全地墊上在老師少許肢體協助下，
能使用跨步策略來維持平衡而不跌倒，每堂課老師給予 5 個站
立時推她讓她失去平衡的測試，每週利用檢核表評量一次，連
續三週不跌倒的成功率達 100%。
1-3 在 100 年 12 月 31 日前，能在老師口頭提醒下在安全地墊上不
跌倒，每堂課老師給予 5 個站立時推她讓她失去平衡的測試，
每週利用檢核表評量一次，連續三週不跌倒的成功率達 100%。
1-4 2-1 在 99 年 11 月 31 日前，能使用助行器避開路面上的固定障
礙物，每週給予一次在校園內自由活動的機會，連續三週每次
成功率 100%。
2-2 在 99 年 11 月 31 日前，每週給予一次與同儕一起行進短距離
（10 公尺內）的機會，連續三次均能跟上同儕的速度。
3-1 在 99 年 10 月 30 日前，每週給予 3 次扶著助行器站在走廊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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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均能完成約 10 分鐘的升旗活動，且不會有明顯喘氣的
情形，連續三週平均成功率達 80%。
3-2 在 100 年 01 月 15 日前，每週給予 5 次扶著助行器在同樓層移
行約 3 間教室距離的機會，能成功移行且不會有明顯喘氣的情
形，連續三週平均成功率達 80%。
下學期
2-3 在 100 年 03 月 31 日前，每週給予一次在擁擠的走廊使用助行
器移行的機會，在同學陪同下，能連續三週避開人群，自行使
用助行器從班級教室到電腦教室。
2-4 在 100 年 6 月 30 日前，連續三週在規定時間內，能自行使用助
行器由班級教室移行至電腦教室。
3-3 在 100 年 04 月 31 日前，每週給予一次兩手側扶著樓梯扶手爬
樓梯的機會，在老師少許肢體協助下，能連續爬一層樓梯(約 24
階)，且不會有嚴重喘氣的情形，每週利用檢核表評量一次，連
續三週平均成功率達 80%。
3-4 在 100 年 6 月 30 日前，連續三週能連續爬一層樓梯（約 24 階）
，
且不會有嚴重氣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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