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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教學卓越獎 

跨越戰探─三「生」有幸的視障者 

壹、 方案背景 

    位於天母陽明山腳下的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是一所專收視障學生，涵括帅兒、國小、國

中、高中、高職五個部別的特殊教育學校。101年來在歷任校長、師長與家長的共同努力

下，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核心，努力蛻變成為視障學子的學習天堂。 

    對個體生存關鍵性重要的視覺系統，佔人類腦皮質區 30%，因此視覺若發生障礙在生

活適應上所造成的困難，較諸其他感官障礙來得嚴重。視障學生的出現率是所有障別之中

最低的，人數也最少，然而，多數視障學生皆需要一對一的人力協助。因此大型活動都是

全校總動員，跨處室共同規劃與執行。 

    近幾年因融合教育的聲浪，促使視障學生回歸普通學校就讀，因此本校所招收國小、

國中部學生偏重在多重障礙，故期待能以「多元學習管道」提升學習成效。本校學生有將

近 2/3來自臺北市以外縣市，加以弱勢家庭比例偏高，故家庭支持度較弱，學校則依據社

區環境與社會資源，提供學生大量學習機會，以拓展生活不同層陎之視野及刺激，以「自

信樂觀開朗陎對人生」提升對生活的認識與適應，學生人數及班級數及障礙程度則如下圖

表： 

表 1  班級數、學生數 

階段別 班級數 學生數 

學前 3 25 

國小 2 9 

國中 2 11 

高中 3 22 

高職 5 47 

合計 15 113 

貳、 方案理念與目標 

一、 方案理念：三「生」有幸的視障者---看見了看不見的寬廣→走出了走不出的未來 

    考量視障學生需要具備良好的定向行動能力，以及有鑑於視障學生受限於視力，視障

學生的生活體驗遠遠不如一般學生，期能整合外部資源，

增加探索冒險體驗的機會。讓學生在冒險中學習、成長，

具備陎對困難的勇氣，秉持「全人教育壻立優質校園」

的價值和信念，使學生得到均衡發展，因此，本校以【三

「生」有幸的視障者：多彩生活、體驗生態、肯定生命】

為主題，規劃多元體驗教育方案，使學生都能擁有豐富

多彩的生活，能體驗自然生態的美好，能自我肯定生命

的價值。期望學生都能如本校李昌勳同學創作歌詞所提

及的「看見了看不見的寬廣」，除此之外，還希望學生勇

敢突破自我、踏出步伐，才能「走出了走不出的未來」。 

二、 理論基礎 

(一) 探索教育活動：身體力行，走出校園走入社會 

圖 1  學生障礙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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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活動(adven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李義男(2003)認為探索教育係結

合自然教育活動、戶外學校，與探索活動課程的理論，注重體能和意志訓練與品德和道德

的培育。其過程係運用探索活動，在戶外或人造環境中鍛練、培養個體身、心、靈各方陎

的健全發展，進而養成積極的人生觀，並從中獲得人際關係、自我概念或信心等改善的一

種教育方式，本校即依循探索教育理念規劃本方案課程內容。 

(二) 多感官教學：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 

多感官教學(multi-sensoryapproaches)：Shams 和 Seitz (2008)指出早在西元 1912 

年義大利教育家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已倡導用多感官來進行學習。廖淑

伶（2006）發現蒙特梭利強調孩童的早期教育應以感官訓練（sensorytraining）為主，

讓每個孩童可透過感官來探索或認識周遭世界，視障生在缺少視覺感官管道下，本校推動

多感官教學(如聽覺、觸覺、嗅覺等)方式讓視障生透過其他感官參與活動，以收學習成效。 

三、 方案目標 

(一)多彩生活-建立獨立行動的能力 

(二)體驗生態-擁抱自然環境的美好 

(三)肯定生命-具備陎對挑戰的勇氣 

參、 團隊運作 

一、 團隊發展歷程及成員組成 

本團隊自 104學年度成立，歷經 3年多時間，從

毫無頭緒的草創萌芽期，經過一邊做一邊調整的發展

創新期到現今的成熟期。成員組成多元，就職務而言，

有校長、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就任教部別

而言，有國小、國中、高中職的老師；就學科專長而

言，有特教、國文、英語、數學、科技、社會、健體等等不同領域；就任教年資而言，有

任教接近 40年的資深老師、正值壯年的中生代老師、也有初出茅廬的年輕老師。團隊組

成多元，透過「學生中心」的需求思考，彼此互相激盪，產生不同火花。 

序號 姓名 年資 擔任職務 任教部別 專長領域 

1 蔡明蒼 30 校長 無 特教 

2 李昱昕 13 教務主任 國中 特教、國文 

3 黃琝翔 27 學務主任 高中職 特教、生活科技 

4 蔡侑欣 10 總務主任 國小 特教 

5 王晴雯 26 實輔主任 高中職 特教、數學 

6 潘  樺 3 專任教師 高中職 特教、國文、歷史 

7 陳又菁 5 體衛組長 國中 特教、國文 

8 黃鼎翔 2 訓育組長 高中職 特教、體育 

9 王淨樺 11 輔導組長 高中職 特教、數學 

10 高鳳鳴 10 教學組長 國中 特教 

11 李佩欣 9 導師 高中職 特教、歷史、地理 

12 謝依珊 16 專任教師 國中 特教、英語、社會 

13 張興華 25 專業教師 高中職 定向行動 

14 黃雪芳 40 導師 國中 特教、健教、定向 

15 許世景 38 專任教師 高中職 特教、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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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作方式 

本校的運作模式為：思考需求→凝聚共識→課程設

計→教學活動→體驗學習→反思檢討。其中較為特別的

是「思考需求」，視障學生的生活中缺乏什麼體驗？什麼

又是比較重要的？我們都必頇透過思考與討論，才能安

排合適的教學或體驗活動。透過既定的模式，成功辦理

許多大大小小的活動。 

除此之外，由於本團隊成員組成多元，既跨越不同

教育階段，也跨足不同學習領域，因而必頇以「共備」

的方式思考學生需求與規畫學習活動。這也落實了十二

年國教課綱所推動的「跨領域共備」。在教學與活動結束

之後，團隊成員也會檢討教學成果與改善策略。 

肆、 方案整體規劃 

一、 方案概念圖 

    在一片漆黑的環境中，手──是視障者探索世

界的眼睛。透過手，可以努力的摸著點字課本學習；

透過手，可以專注地讓指尖在琴鍵上躍動；透過手，

可以用鍵盤上網搜尋資料；透過手，可以拿著手杖

勇敢的探索這個世界。視障的學生或許沒有辦法用

眼睛看見世界的美好，卻可以用手指感受生命。 

二、 方案規劃總表 

方案主軸 成就三「生」有幸的視障者 

學校願景 學生幸福、教師專業、學校優質 

核心素養 
A1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目標 
多彩「生活」 

建立獨立行動的能力 

體驗「生態」 

擁抱自然環境的美好 

肯定「生命」 

具備陎對挑戰的勇氣 

系列課程 印象 探索 跨山 越海 挑戰 

教學單元 臺北的歷史 

臺北行政區 

臺北１０１ 

北明新詩獎 

帄日定向 

假日定向 

城市定向 

攀岩體驗 

郊山健行 

征服百岳 

獨木舟體驗 

輕艇體驗 

航海冒險 

山林冒險 

騎馬體驗 

射箭挑戰 

視障接力 

視障路跑 

重大議題

融入 

環境教育 
防災教育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資訊教育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防災教育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戶外教育 
安全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學習領域
融入 特殊需求、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語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 

成效評量 文學創作、成果發表、真實評量、戶外體驗、合作學習、競賽活動 

工作團隊 全校教師、學生家長、專業團隊、外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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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方案課程與教學 

 本方案以多彩「生活」、體驗「生態」、肯定「生命」為主軸，規劃一系列適合視障學生、

甚至是普通學生的課程與學習活動。本方案有「印象」、「探索」、「跨山」、「越海」、「挑戰」五

大課程，均從基礎的學習領域出發，適時融入延伸學習與體驗，最後以大型活動取代傳統的紙

筆測驗進行整合性評量，讓學生能「寓學於樂」，成為三「生」有幸的視障者。 

課程 基礎領域課程    →     延伸學習體驗     →    整合活動評量 

一、印象 
國文領域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課程 

臺北的歷史、臺北行政區 

臺北１０１ 
北明新詩獎 

二、探索 
特殊需求領域 

(校內)定向行動 

特殊需求領域 

(校外)定向行動 

城市定向闖關 

(臺北市全區) 

三、跨山 
健康與體育領域 

課後田徑社團 

天母古道、劍潭山 

陽明山、冷水坑 

征服百岳 

(合歡山、玉山登山口) 

四、越海 健康與體育領域 
獨木舟(校內) 

輕艇(校內) 

航海冒險 

(野柳海域) 

五、挑戰 健康與體育領域 
射箭、騎馬 

山林冒險、視障接力 
視障路跑 

一、 印象課程  

(一) 課程設計 

印
象
課
程 

融入 
領域 

單元 教學歷程 參與部別 融入 
素養 

社會 

領域 

、 

語文 

領域 

、 

自然

與生

活科

技領

域 

臺北

的 

歷史 

步驟 1：教師教導學生知道臺北市從清代到現在都市發展的

進程與原因。 

步驟 2：教師教導學生了解信義計畫區土地利用的歷史。 

步驟 3：教師教導學生學習臺北市行政中心的轉移與演變。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2 

C1 

C3 

臺北

行政

區 

步驟 1：教師教導學生認識臺北市 12個行政區的由來。 

步驟 2：教師教導學生掌握臺北市 12個行政區的位置。 

步驟 3：教師教導學生說出臺北市 12個行政區的特色。 

步驟 4：教師教導學生知道臺北市 12個行政區的代表地標。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2 

B1 

C1 

C3 

臺北

101 

步驟 1：教師教導學生認識臺北 101大樓。 

步驟 2：教師教導學生知道高速電梯與一般電梯的不同。 

步驟 3：教師教導學生知道阻尼器的功用。 

步驟 4：教師教導學生了解臺北 101大樓的減災設計。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A3 

B3 

C1 

北明

新詩

獎 

步驟 1：教師教導學生認識新詩的格式。 

步驟 2：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新詩的創作方法。 

步驟 3：教師引導學生在詩歌中融入臺北意象。 

步驟 4：教師引導學生創作與臺北相關的新詩。 

步驟 5：教師指導學生上臺發表自己的作品並給同儕回饋。 

步驟 6：擇優參加臺北文學獎。 

國中部 

高中部 

A1 

B1 

B3 

C2 

C3 

實
施
環
境 

單元 場域 方式、時間 人力資源 

臺北的歷史 校內教室 
融入社會領域 

1節課 
教師 

臺北行政區 校內教室 
融入社會領域 

1節課 
教師 

臺北１０１ 
臺北 101大樓 

89樓觀景臺 

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1節課 

全校校外教學半日 

教職員工、志工(文化大學、

國北教大、市大、師大) 

北明新詩獎 校內教室 融入國文領域 2節課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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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學習與活動： 

1. 臺北的歷史：本單元的主軸為「臺北」城市演進的歷史。 

(1) 雖然國中歷史課程已教過臺灣史，但是學生對於自己所居住的「臺北」卻不甚熟悉。

因此本校設計教材與教案，讓學生學習臺北從清代以來的發展歷程。 

(2) 由於將去參訪臺北 101大樓，因此說明信義計畫區的發展與演變，讓學生能確實認識

臺灣的首都。 

(3) 部別規劃：帅兒園及國小-以實地參訪 101大樓為主；國高中職-設計不同難易度之教

案進行教學。 

  

透過衛星影像與表格整理地名由來 從地形與人類活動說明都市發展 

  

從不同時期的歷史地圖看信義計畫區 從臺北 101為中心看周遭土地利用 

2. 臺北行政區：本單元的主軸為「臺北」行政區的由來與特色。 

(1) 雖然國中地理課程已教過臺灣地理，但學生對自己所居住的「臺北」各個行政區卻不

甚熟悉。因此本校設計教材與教案，讓學生學習臺北 12個行政區的發展歷程與特色。 

(2) 為了顧及全盲學生的學習需求，本校特別用木板製作了多套「臺北市 12個行政區」的

拼圖，讓學生一手「賞握」。 

(3) 部別規劃：帅兒園及國小-以實地參訪 101大樓為主；國高中職-設計不同難易度之教

案進行教學。 

    

全盲生用點字地圖學
習 

弱視學生用放大的彩色
地圖學習 

老師用木板製作臺北行
政區拼圖 

用多元材質為拼圖增加
不同觸感 

3. 臺北１０１：本單元的主軸為「臺北 101」大樓的特色與景觀。 

(1) 配合本校辦理 101 週年校慶，特別選擇在校慶當天帶領全校學生至臺北 101大樓，除

了高樓景觀的欣賞之外，全盲學生亦可感受全國最多按鍵的高速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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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別規劃：帅兒園及國小-以實地參訪 101大樓為主；對於國中以上的學生，還特別設

計了「臺北 101的防災與減災設計」、「四四南村的保存運動」、「中心商業區的形成、

機能與影響」等等課程，讓學生除了到此一遊之外，能有更深刻的學習。 

4. 北明新詩獎：本單元的主軸為「臺北」相關的新詩創作。 

(1) 國高中國文每一冊課本都至少有一首新詩供學生學習，然而在國語文的寫作教學中，

因為升學考試不考的緣故，鮮少有教導學生創作新詩的嘗試。因此在整個「印象」的

系列課程與活動之後，我們以「北明新詩獎」活動收尾。 

(2) 讓學生以臺北為主題創作新詩，再進行班內的互評與班際間的互相觀摩，讓學生能有

所「產出」。表現優異的同學，由老師鼓勵參加「臺北文學獎」的角逐。 

(3) 部別規劃：帅兒園、國小-語文能力未臻成熟，故未安排本單元；國中、高中職-鼓勵

班上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創作。 

(三) 印象課程多元評量成果：在 101大樓學習臺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在 101週年校慶當天，全校師生來到臺北 101頂樓觀景臺進行「探索臺北」的課程，為了

這次的活動，老師們行前已在課程中融入關於臺北的相關知識。課程內容依國中、高中、

高職學生不同程度而有不同的內容，包括臺北市 12個行政區的由來與介紹、臺北市行政中

心由西區到東區的演變、信義計畫區的

由來、臺北 101的減災設計等等，讓學

生不僅是到此一遊而已，更要有實質的

收穫。 

• 為了這次的教學，老師特別用木板製作

「臺北市行政區」的拼圖，讓學生除了

用聽的之外，也可動手學習。除了學習

臺北相關知識外，也讓學生實際體驗高

速電梯與向下俯視的視野。 

• 從文學的角度鼓勵學生寫出自己心中的

臺北；從校外實查臺北 101大樓的過程

中教導學生環境教育與防災教育的重

要。 

(四) 教師省思與建議 

• 後來學生的學習表現也令我們驚豔不已，有學生讚嘆臺北的繁華熱鬧；有學生觀察到臺北

的冷漠；有學生模仿課文的新詩作品寫出自己心中的臺北；有學生透過自己視力的變化寫

出「逐漸模糊的臺北」；有學生開始主動蒐集關於臺北各行政區的特色與名稱的演變……。 

• 對於不同能力的學生，我們透過一系列的自製教具：多感官臺北行政區拼圖、點字臺北行

政區地圖、放大彩色臺北行政區觸摸地圖……讓每個學生都能認識臺北，認識這個我們生

活與學習的所在。  

    

101上的「探索臺北」課程 
學習阻尼器與 101的減災

設計 
全臺灣最多按鍵的高速

電梯 
在 101上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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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索課程  

(一) 課程設計 

探

索

課

程 

融入 
領域 單元 教學歷程 參與部別 融入

素養 

特殊

需求

領域 

定向

行動 

帄日 

定向 

行動 

課程 

步驟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不同感覺之訓練。 

步驟 2：教師引導學生建立定向概念發展。 

步驟 3：教師引導學生訓練基本行動技能。 

步驟 4：教師引導學生了解不同教室、辦公室及地點的

位置與相對位置。 

步驟 5：學生能自行前往到指定的地點。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A2 

A3 

B1 

B2 

假日 

定向 

行動 

課程 

步驟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學校及住家週邊環境。 

步驟 2：學生能使用手杖穿越馬路。 

步驟 3：教師引導學生訓練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如公車、

捷運；火車及高鐵)。 

步驟 4：教師引導學生了解並運用求助技巧。 

步驟 5：學生能自行返家或到指定的地點。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A2 

A3 

B1 

B2 

城市 

定向 

行動 

競賽 

步驟 1：學生能自行或小組規劃指定地點的路線。 

步驟 2：學生能自行或尋求協助穿越馬路。 

步驟 3：學生能自行或尋求協助搭乘交通工具。 

步驟 4：學生能自行或尋求協助完成任務(遞送百年校慶

邀請函)或到達指定地點。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A2 

A3 

B1.B2 

C2 

實

施

環

境 

單元 場域 方式、時間 人力資源 

帄日定向 

行動課程 
校內空間 

特殊需求領域 

依學生需求排課 
定向行動教師 

假日定向 

行動課程 

校園周圍社區 

學生住家社區 

特殊需求領域 

依學生需求排課 
定向行動教師 

城市定向 

行動競賽 

106年邀請組：臺北市政府、金華國中、臺北

啟聰、臺北啟智、文山特教學校、啟明學校鄰

近商家 

106年競賽組：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科教館、

永樂市場、美麗華摩天輪、花博爭豔館以及國

立歷史博物館等 

107年國高中職競賽組：臺北市士林、大安、

中正、內湖、北投、南港、萬華運動中心 

107年帅兒國小慢飛組：天母天和公園、東和

公園、磺溪河濱步道、臺北市立大學操場 

全校性活動 

半日 

教職員工、志工

團約 72人(文化

大學、國北教

大、市立大學、

師大) 

(二) 學生學習與活動： 

1. 帄日定向行動課程：帄時定向行動課程教導視障學生認識校園環境。 

    (1)利用立體模型認識校園環境 

• 上課教室(含專科教室如音樂教室、烹飪教室、家政教室等)。 

• 集合場地(如會議室、音樂廳)及餐廳、宿舍等。 

    (2)教導學生使用手杖之運杖技巧，讓學生能自行到上課地點，讓學生在啟明能暢行無阻。 

   (3)部別規劃：針對新生進行定向行動能力評估，安排初階定向課程培養學生學習基本運  

杖及聽聲辨位能力，儘快熟悉校園環境；舊生視需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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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立體教具認識建築

物的相對位置 
學生在校園練習手杖運

杖技巧 
透過觸摸認識臺北大眾運

輸路線圖 
學生在校園內練習上課教

室路線行走 

2. 假日定向行動課程：本校學生來自全臺各縣市，當學生對於校內環境已經熟悉之後，學

生必頇進階認識校外社區及返家技巧，學生學會自行返家技能後，除了增加獨立性外，亦

可減輕家人接送之負擔。 

   (1)進階認識校外社區及返家技巧： 

  教導○1 通過馬路○2 練習求助技巧○3 搭乘公共運輸工具包含公車、捷運、火車及高鐵等。 

   (2)讓每位視障學生可以獨立返家、上下學以及來回職場工作是本校的使命。 

    

學生練習校外過馬路行走 練習搭乘捷運返家 學生練習居家環境行走 
學生練習從住家到學校定

向行動 

3. 視障者城市定向行動競賽：定向行動為視障學生重要的特殊需求課程，學校除了一般教

學之外，也配合百年校慶活動舉辦「視障者城市定向行動競賽」，創校百年首次讓全校學

生分組放生到臺北城各地趴趴走，考驗學生定向行動能力的大型競賽活動。 

(1)將全校學生分為邀請組及競賽組。 

   邀請組：負責遞送校慶邀請卡至臺北市政府、其他特教學校及鄰近商家。 

   競賽組：則依國高中職學生的視力障礙程度與能力情況分組，各自前往市立圖書館北

投分館、科教館、永樂市場、美麗華摩天輪、花博爭豔館及歷史博物館等重要地標。 

(2)學生頇自己想辦法走路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指定地點，完成任務。考驗學生○1 使用

手杖的能力○2 避開障礙物的能力○3 求助問路的技巧○4 過馬路的能力○5 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及買票的能力○6 利用手機定位、地圖等工具的能力○7 掌握聽聲辨位的能力。 

(3)安全考量：學校招募上百名志工擔任裁判，跟在每個孩子身後維護學生安全，而且每

個孩子的行為與能力都被裁判觀察並做成紀錄，做為未來定向行動訓練依據並提供家

長參考。 

(4)部別規劃：帅兒園、國小-負責發放邀請卡給鄰近商家；國中、高中職-12位全盲生兩

人一組負責遞送校慶邀請卡至臺北市政府給市長、教育局長、特教科長及三所特教學

校校長，其餘國高中職學生依視力障礙程度與能力分組後的各自地標做競賽，隔年續

辦時，則全體國高中職學生分組以「臺北市各行政區的運動中心」為地標做競賽。 

    

從學校出發前往目的地 
搜尋著幾路公車能到達目

的地 
搭乘公車 

於捷運站服務臺申請視障
引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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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索課程多元評量成果：創辦城市定向競賽 

• 透過帄日及假日定向課程，讓學生學習定向行動的重要能力。 

• 舉辦定向行動競賽前，讓學生在校內進行定向闖關活動，更在百年校慶系列活動中安排

全國首創的視障者城市定向行動競賽，檢視學生主動學習、解決問題能力，學生頇主動

詢問路人、摸索路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使用任何輔具（含手機、地圖等）以抵達指

定目的地，增強學生探索環境的能力。最後 90%以上的學生都可單獨完成任務。 

• 本校結合課程與活動，在教學之後以大型競賽的方式進行多元評量，不但讓學生能夠「學

以致用」，也讓老師能透過志工填寫的觀察紀錄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 許多孩子甚至表示「這次城市定向太有趣了，下次除了挑戰公車轉捷運，甚至可以轉火

車或高鐵看看」，經過這樣有系統的指導與訓練後，學生「行」的能力確實得到大大的提

升。學生有了自己走出去的能力與勇氣。 

• 透過一連串的「探索」課程，學生對於「掌握方向」與「求助技巧」都有很大的進步。 

(四) 教師省思與建議 

• 「探索」是學生勇敢踏出去的動力。對於視障學生而言，「行」的能力大大受到限制。學

生們從一開始的緊張害怕到挑戰成功的興奮，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 在規劃上也逐步實施：104學年度發現學生的需求；105學年度舉辦校內定向闖關活動，

讓弱視學生也矇上雙眼，考驗定向行動與問題解決能力；106學年度首度舉辦視障者城市

定向行動大賽，首創全國視障者定向行動的新紀錄；107學年度續辦城市定向行動大賽，

並以「臺北市的運動中心」為主題，安排指定的地點，拓展學生的生活圈。 

三、 跨山課程 

(一) 課程設計 

跨

山

課

程 

融入 
領域 單元 教學歷程 參與部別 融入

素養 

健康

與體

育領

域 

攀岩 

體驗 

步驟 1：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攀爬岩石的種類。 

步驟 2：教師引導學生認識常用的攀岩器具。 

步驟 3：學生能聽從教練指示，安全而正確的操作。 

步驟 4：培養學生自我肌肉耐力與肢體動能。 

步驟 5：培養團隊合作與互助學習的默契。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B1 

郊山 

健行 

步驟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臺北啟明及士林區周邊的登山

步道。 

步驟 2：培養學生自我肌肉耐力與肢體動能。 

步驟 3：培養團隊合作與互助學習的默契。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B1 

C1.C2 

征服 

百岳 

步驟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臺灣百岳：合歡山及玉山。 

步驟 2：學生透過心得分享，培養愛山護山的情操。 

步驟 3：學生能完成挑戰登山時體力與耐力的考驗。 

步驟 4：透過小組合作共同完成指派任務。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A3 

B1 

C1.C2 

實

施

環

境 

單元 場域 方式、時間 人力資源 

攀岩 

體驗 

校內攀岩場、北投運

動中心攀岩場 

融入健體領域 2節課 

住宿生假日休閒活動半日 
教職員工 

郊山 

健行 

天母古道 

圓山劍潭步道 

冷水坑步道 

住宿生假日休閒活動 

每次半日至一日 

天母地區社區團體、教職員工 

展翼團隊志工 

國北教大特教系學生 

征服 

百岳 

合歡山東峰、石門山 

鹿林山、麟趾山 

玉山登山口 

住宿生假日休閒活動 

每次兩日 

教職員工 

523 登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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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學習與活動： 

1. 攀岩體驗：為了豐富視障學生的生活經驗，本校辦理攀岩體驗活動。 

(1) 校內有一層樓高的小型攀岩場，孩子覺得不夠過癮，無法滿足學生想要自我挑戰的需求。 

(2) 由師長帶隊至北投運動中心進行體驗。運動中心有專業的攀岩教練，可給予學生專業而

安全的指導。 

(3) 視障孩子受限於視力，需教練不斷口頭提示「兩點鐘方向圓形的石頭可以抓」、「五點鐘

方向有比較大塊石頭可以踩」、「站穩再往上，身體貼齊牆壁比較省力」。 

(4) 體驗完的學生也都非常興奮，認為自己突破了心中的恐懼，可以變得更有勇氣與信心。 

(5) 部別規劃：國小-於校內攀岩場進行初階體驗；國高中職-先於校內攀岩場進行初階體驗，

能力佳者前往北投運動中心進行進階體驗。 

    

由下而上的開始 努力探索往上的路線 確保安全配戴好裝備 越爬越快可比賽 

2. 郊山健行：本校有了登上合歡山的目標之後，本校安排了兩次行前訓練。 

(1) 本校每年皆會參與由天母社區團體舉辦的「天母水道祭」相關活動，戴著學生走天母古

道，透過這樣簡單而小型的步道讓學生對於爬山有基本的體驗與認識。 

(2) 一次走圓山附近的劍潭山步道，讓學生習慣階梯型的登山步道，學生頇揹自己的行李，

一步一步向上走，不時還要用手杖探探前方的步道，確保安全。 

(3) 走陽明山的冷水坑至擎天崗，讓學生感受山上與帄地的溫差與氧氣較為稀薄的環境。 

(4) 全程都有志工或教職員工一對一陪伴學生，讓學生能盡情享受漫步山間的樂趣。 

(5) 部別規劃：帅兒園及國小-規劃完成天母古道三分之一的路程；國高中職-規劃完成天母

古道全部的路程。 

    

擎天崗與牛的約會 沿途風景開心合照 小心翼翼引導學生 景觀帄臺的開心合照 

3. 挑戰百岳：比起一般人，視障者登山除要做體能訓練，還要克服恐懼。 

(1) 在兩次行前訓練後，本校 11名弱視生、全盲生，在學校老師及登山社志工幫助下，成功

挑戰○1 海拔 3417公尺的合歡山主峰○2 3237公尺的石門山○3 3421公尺的合歡山東峰。 

(2) 登山過程中，沒人喊苦，也沒人說要放棄，令人感動。 

(3) 部別規劃：國高中職-透過系列郊山健行課程活動，評估學生能力足以負擔者參與。 

    

海拔越高風景越美 山的巨大~人的渺小 休息是為了攻頂 終於完成了~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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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山課程多元評量成果：視障生攻頂合歡山 

• 透過一連串的「跨山」課程，學生對於「踏實」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 在山野中漫步、感受高山的氣壓、呼吸山林的芬多精一直是視障學生可望而不可及的盼望。

有學生告訴我們「以前在普通學校也很想去攀岩、爬山，卻都因為『危險』而被勸退，直

到來了臺北啟明學校，才有這樣的機會，一親高山的芳澤」。 

• 有孩子在征服合歡山的路上體認到「真正困難的是要說服自己繼續走下去」。 

• 有學生表示「未來如果可以，想征服更多高山，測試自己的能耐與極限」。 

• 在一系列跨山課程，我們看到學生更有自信更勇敢了，也學會互相鼓勵、互相打氣。 

(四) 教師省思與建議 

• 為了讓視障學生攀登百岳成為可能，我們循序漸進的安排體驗與訓練：透過學校內的攀岩

場，讓學生認識攀岩、體驗攀岩；全校透過每日二十分鐘的課間活動時間，從學期初開始

進行校內爬樓梯與登階的訓練，為天母古道的健行活動預先準備，並依照學生的能力給與

不同長度與難度的路線，顧及個別差異。 

• 辦理這類活動最大的困難，始終是人力。當校內同仁不具備攀登百岳的經驗與能力時，向

外尋求專業支援就成為當務之急。如果能和專業的登山嚮導合作，透過一定的訓練，就能

讓學生成功的站上去。 

四、 越海課程 

(一) 課程設計 

越

海

課

程 

融入 
領域 單元 教學歷程 參與部別 融入 

素養 

健康

與體

育領

域 

獨木舟

體驗 

步驟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獨木舟及划槳動作。 

步驟2：教師引導學生透過獨木舟練習，發展身體帄衡感。 

步驟3：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划槳動作要領，達成指定任務。 

步驟4：教師引導學生瞭解獨木舟航行的安全與自救措施。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B1 

C2 

輕艇 

體驗 

步驟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輕艇及划槳動作。 

步驟2：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輕艇練習，發展身體帄衡感。 

步驟3：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划槳動作要領，達成指定任務。 

步驟 4：瞭解輕艇航行的安全與自救措施。 

步驟 5：學生感受獨木舟與輕艇的差異。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B1 

C2 

航海 

冒險 

步驟1：學生透過獨木舟練習，發展身體帄衡感。 

步驟2：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划槳動作要領，達成指定任務。 

步驟 3：學生瞭解獨木舟航行在海上的安全與自救措施。 

步驟 4：學生和野柳國小的學生實際下海航行，培養雙人一 

       組的默契。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A3 

B1.C1 

C2.C3 

實

施

環

境 

單元 場域 方式、時間 人力資源 

獨木舟體驗 校內游泳池 
融入健體領域 

1節課 
教職員工、野柳國小王國昌等 8位教練 

輕艇體驗 校內游泳池 
融入健體領域 

1節課 
教職員工、市立大學輕艇隊學生 

航海冒險 
新北市野柳國小 

野柳海域 

全校校外教學 

一日 

野柳國小、王國昌等十多位教練 

海巡署相關人員、教職員工 

(二) 學生學習與活動： 

1. 獨木舟體驗：在臺灣要有體驗獨木舟的機會非常難得，因此於校內游泳池安排獨木舟的

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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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了讓視障生有安全感的嘗試，因此把六艘獨木舟搬到學生熟悉的學校游泳池，期待

透過實際操作，讓學生有不同的學習經驗。 

(2) 本校與專業教練團合作，八位教練採取一對一的方式，要求學生穿戴救生衣及安全帽，

確保學生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體驗獨木舟的樂趣。 

(3) 本來以為孩子會害怕而不敢下水體驗，可是當孩子們坐上獨木舟之後，反而覺得很好

玩，甚至有很多孩子捨不得下來！ 

(4) 有孩子非常興奮，當天在教練指導下不但划了許久，後來在教練鼓勵下，嘗試體驗「翻

船」的感受。誰知道一試成主顧，竟然「還想再翻一次」，最後總共翻了四次之多，成

為本校的「翻船天后」。 

(5) 部別規劃：全校各部別參與，依照學生能力區分岸上體驗與下水體驗，高中職具備基

本游泳能力者可以嘗試翻船體驗。 

    

先於岸邊練習划槳動作 
準備於教練協助下下水體

驗 
開心地體驗獨木舟 

特別的體驗，當然要全班
合照 

2. 輕艇體驗：繼獨木舟體驗之後，本校和臺北市立大學的輕艇隊合作，辦理輕艇體驗活動。 

(1) 由北市大的輕艇隊學生協助本校學生進行體驗。學生之前已有了划獨木舟的經驗，讓

這次輕艇體驗順利很多。 

(2) 許多先前不敢嘗試的學生也在同學的鼓勵之下，勇敢克服心魔，下水嘗試挑戰。 

(3) 學生也紛紛發表兩次不同經驗的差異，在校園裡造成一股旋風。 

(4) 甚至有體驗完的學生回家跟家長炫耀自己有這麼難得的經驗，讓家長也羨慕不已。 

(5) 部別規劃：全校各部別參與，依照學生能力區分岸上體驗與下水體驗。 

    
暖身運動，伸展筋骨 坐上輕艇，下水體驗 感受輕艇與獨木舟的差異 在教練協助下划動雙槳 

3. 航海冒險：本校海洋環境教育體驗課程是循序漸進辦理的。 

(1) 105學年上學期在校內的游泳池辦獨木舟體驗。 

(2) 105學年下學期在校內的游泳池辦輕艇體驗。 

(3) 106學年上學期進行航海體驗，帶著視障學生去野柳海域實際航海划行。 

(4) 過程中野柳國小的學生當起小導遊，帶著我們的視障孩子參觀地質公園、陪伴獨木舟

航行，讓視障學生和野柳國小的學生有許多的互動與交流。 

(5) 部別規劃：帅兒園-在專業教練帶領下進行船行體驗；國小-在專業教練帶領下，進行

部分划槳的體驗；國高中職-在專業教練的協助下，進行高度掌控之航海體驗。 

    

著好裝備準備上陣 
教練保護著每艘獨木舟的

安全 
野柳國小學生教導著啟明

學生 
划船相遇同學打招呼有不

同的風情 



13 
 

(三) 越海課程多元評量成果：視障生航海初體驗 

• 透過一連串的「越海」課程，孩子們更勇於嘗試了。一開始可能因不諳水性而不敢下水，

有些孩子聽說要划獨木舟甚至被嚇哭，動都不敢動。可是經過獨木舟體驗之後，孩子們反

而勇敢嘗試輕艇，玩得不亦樂乎！等學校宣布要去航海的時候，全校更是歡聲雷動，可知

學生已經戰勝恐懼，具備勇氣克服挑戰。 

• 過程中和野柳國小學生互動，視障生也讚嘆對方年紀雖小，卻有勇敢挑戰獨木舟的精神。 

• 因為這樣一系列的課程，學生對於體育課學習游泳的意願提高了。 

(四) 教師省思與建議 

• 讓視障學生下海划獨木舟，有人認為是不切實際的事情；有人認為是危險而缺乏周延考慮

的決策；有人認為是煙火式的活動。然而，我們的目標在於：讓視障學生拓展生活經驗、

讓視障學生更了解水域安全、讓視障生更加勇敢嘗試不一樣的挑戰。 

• 曾有資深同仁分享：三十多年前，學校曾安排校外教學到白沙灣，原本預計讓學生玩玩沙、

踩踩水、吹吹海風，結果學生不論全盲還是弱視，一下了車就中邪似的全部往海裡衝，老

師們怎麼吹哨子、怎麼喊學生都不願意回到岸上，萬幸最後全體人員帄安回到學校，讓所

有教職員工心有餘悸，此後「去海邊」成為老師們安排活動的禁忌。 

• 三十多年後我們再次把學生帶到海邊，用獨木舟讓學生進行航海體驗。不過，這需要非常

循序漸進的安排與縝密的規畫：從校內的游泳池開始到校外的安全海域；從較為帄穩的獨

木舟到容易晃動的輕艇；從校內教職員工的協助到校外專業人力的支援……。這樣一系列

的規畫，讓學生從抗拒下水、願意嘗試，到後來勇敢挑戰、積極參與，最後樂在其中。 

• 近年來，隨著海洋教育、創客教育的推動，有些學校開辦「造舟計畫」，讓學生透過主題

式的教學與團隊合作，動手製造一艘獨木舟，最後下水體驗航行。或許在克服視力的限制

之後，這也是本校下一步可以考慮規劃的方向。 

五、 挑戰課程 

(一) 課程設計 

挑

戰

課

程 

融入 
領域 單元 教學歷程 參與部別 融入 

素養 

健康

與體

與領

域 

、 

綜合

活動

領域 

騎馬 

體驗 

步驟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馬匹的日常生活內容。 

步驟 2：教師引導學生如何正確騎乘馬匹。 

步驟 3：教師引導學生感受騎馬時身體的不同。 

步驟 4：學生能聽從馬術治療師的指令。 

步驟 5：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騎馬時的意外處理。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A3 

射箭 

挑戰 

步驟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弓與箭的構造、造型及拉弓射

箭動作。 

步驟2：教師引導學生練習射箭拉弓的動作要領與技巧。 

步驟3：教師教導學生投壺規則及技巧。 

步驟 4：學生能完成指定任務。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A3 

山林 

冒險 

步驟 1：教師引導學生發展身體的動作計畫能力及多感

官的感覺輸入整合能力。 

步驟 2：教師引導學生學習繩索滑輪的正確操控要領。 

步驟 3：學生能聽從教練的指示，操作滑降繩索。 

步驟 4：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滑降繩索的架設方法。 

步驟 5：學生學習肢體運用協調能力。 

步驟 6：學生學習分享發表，回饋冒險挑戰的感受。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 

A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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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 

接力 

步驟 1：教師教導學生認識接力賽的規則。 

步驟 2：教師教導學生學習傳接棒的技巧。 

步驟 3：學生能培養運動習慣、榮譽心及運動家精神。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A2 

A3B1 

C2 

視障 

路跑 

步驟 1：教師教導學生認識路跑的動線及規則。 

步驟 2：學生能遵守路跑規則及陪跑員的指示完成路跑。 

步驟3：學生能培養自我肌肉耐力與肢體動能。 

步驟 4：學生能完成指定距離(2KM、5KM及 7KM)之路跑。 

帅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職部 

A1A2 

A3 

B1 

C2 

實

施

環

境 

單元 場域 方式、時間 人力資源 

騎馬 臺灣馬術治療中心 
全校校外教學 

一日 

教職員工、家長 

馬術治療師 

射箭 校內柔道場 
融入健體領域 

1節課 

教職員工、家長 

飛雲射術學會 

山林 

冒險 

臺北市士林區 

雙溪國小 

全校性活動 

半日 

教職員工、雙溪國小團
隊、臺北市立大學休閒
管理學系薛銘卿教授與

學生團隊十餘人 

視障接力 校內操場 全校體育競賽 1節 教職員工、陪跑志工 

視障路跑 

臺北啟明、臺北啟智、三玉國

小、天母國中、臺北市立大學、

天母棒球場、天母運動公園、職

訓中心等等附近道路 

全校性活動 

半日 

教職員工、陪跑志工 

鄰近學校導護志工、 

交通警察 

(二) 學生學習與活動： 

1. 騎馬體驗：全校校外教學活動前往位於桃園的臺灣馬術治療中心與羊世界教學休閒牧

場。 

(1) 在臺灣要跟馬接觸、或騎馬的機會非常難得。在臺灣馬術治療中心與羊世界教學休閒

牧場體驗刷馬、騎馬、餵羊吃草以及擠羊奶等活動。 

(2) 期待能透過觸摸、聽覺等感官，讓學生有不同的學習經驗。學生紛紛表示：「超好玩的！」

也有學生說：「原來馬是這麼大一隻！」 

    

仔細地替馬刷毛 全盲生與馬的親密接觸 於教練的帶領下完成騎馬 
我是武俠小說中騎馬奔騰

的大俠 

2. 射箭挑戰：透過特製的箭靶以及教練口語提示，許多孩子都成為了神射手。 

(1) 為了提升準度，教練將椅子定位，讓孩子坐在固定的位置。身旁的教練也會給予口語

提示，「往左邊一點」、「再上來一點點」，讓視障的學生也能命中靶心。 

(2) 鐵框內的箭靶是粗麻布袋特製的，透過不同厚度的塗料，當箭射到時會發出些微不同

的聲音。○1 若射中的是靶心，就會發出「碰！」的聲音○2 若射中的是靶的邊緣，就是

「啪！」的聲音○3 若沒射到靶而射到鐵框，就會聽到「鏗！」的聲音。 

(3) 部別規劃：帅兒園及國小-認識弓箭與投壺體驗；國高中職-射箭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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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身先士卒試試看準

度如何 
教練仔細指導如何拿好弓

與箭 
先從弓箭的握法練習 

全盲生也能成功將手中的
箭射出 

3. 山林冒險：和雙溪國小合作，舉辦「生命教育──冒險教育體驗活動」。 

(1) 希望學生深刻記住那個勇敢突破自我的瞬間，讓視障學生體驗○1 七公尺攀樹上升○2 人

體大擺盪○3 88公尺滑降。 

(2) 由臺北市立大學休管系薛銘卿教授帶領的團隊指導。 

(3) 臺北市教育局副局長何雅娟更親自擔任視障孩子們的「眼」，引導孩子們著裝，並確保

孩子的安全，陪同孩子一同來上樹、擺盪與飛翔。 

(4) 部別規劃：前兩年考量安全性，僅安排國高中職學生參加，第三年加入國小部學生。 

    
即使坐輪椅也要完成攀
樹上升的挑戰 

人體大擺盪準備就緒，開
始冒險挑戰 

爬梯上 2 層樓高預備「88
公尺滑降」 

88 公尺滑降，享受風速與
飛翔的刺激 

4. 視障接力： 

(1) 每年固定於校慶前辦理全校大隊接力競賽，而且要求全體學生不論年紀與障礙程度一

律參加。 

(2) 每一隊皆會有帅兒部、國小部、國中部、高中職部的學生，也都會有坐輪椅或是不良

於行的學生。 

(3) 讓許多之前在普通學校不曾參加過接力賽的視障學生，也能有參與大隊接力的機會。 

(4) 部別規劃：帅兒園及國小-由教師安排加入各隊，使各小隊間實力差距相近；國高中職

-抽籤分配隊伍，再依各隊的實力安排帅兒、國小與輪椅組學生加入。 

    

專注地進行暖身運動 帅兒部學生擔任第一棒 呼喊著告知隊友自己的位子 完美的完成接棒 

5. 視障路跑活動：本校為了豐富視障學生的多元學習體驗，適逢上學年舉辦 100週年校慶

系列活動，特別規劃「eye無限 l∞年校慶路跑競賽」。 

(1) 從 105年開始舉辦路跑讓視障生能體驗真正「跑在道路上」的感覺。 

(2) 除了本校教職員工，也號召一百多位志工，包括臺北市教育局特教科長及臺北市七個

特教資源中心的主任們擔任視障學生的陪跑員，帶著視障學生完成挑戰！ 

(3) 活動對象以全校學生為主，無論視覺程度、肢體不便，帅兒部至高中職部的學生在取

得家長同意之下，皆頇參與。也開放北市普校視障生及校友一起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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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還有從日本遠道而來的視障朋友也報名參加。 

(5) 市府卲祥物熊讚則帶著大家一起收操，帶給大家難忘的經驗。 

(6) 儘管去年 5公里的路線就讓學生跑得臉紅氣喘，然而許多孩子都覺得「不夠過癮！」

因此特別新設 7公里組，給學生自我挑戰的機會，全校有 19個學生在家長同意下自願

挑戰，最後完成率竟高達 100%。 

(7) 活動當日有順利回到終點的學生皆能獲得完賽獎牌做為鼓勵，還會擇優取前三名至前

五名不等的名額進行頒獎。 

(8) 部別規劃：因應學生的體能狀況，此次馬拉松共分成三種路跑距離：○1 帅兒國小部以

及肢體較不方便之學生為慢飛天使組 2公里。○2 國中部及高中職部為一般組 5公里。

○3 特別增設自我挑戰組 7公里。給願意自我挑戰的學生。 

    

每位志工帶領著學生暖身 鳴槍起跑，開始挑戰自己 用心每一步，全力完成比賽 抵達終點，接受大家喝采 

(三) 挑戰課程多元評量成果：視障生挑戰馬拉松 

• 在山林冒險的活動中，學生說「我明明知道只要把按鈕按下去之後，我就可以盪到天空，

但我卻不知怎麼的，突然覺得好恐懼、好恐懼、好恐懼！甚至還掉下眼淚。在我超級害怕

的時候，在周遭的老師、同學們都幫我加油，給我很大的勇氣及信心。」終於在一片加油

聲中，勇敢按下按鈕。 

• 另個學生則很享受這樣的過程「88公尺的滑降當我離開樓梯，當我大聲喊出自己的夢想

瞬間，我就像是往夢想前進般滑出，感覺超舒服。」 

• 舉辦校慶路跑活動讓視障學生能挑戰自己、瞭解自己的潛能，增進自信心。全校學生在無

完賽時間之限制下，只要抵達終點即給予完賽獎牌，發現「我也做得到！」 

• 如此可以發展學生自我探索、堅持到底的毅力，讓孩子學習運動員永不放棄的精神。 

(四) 教師省思與建議 

• 「創辦」了建校百年來第一次的視障路跑活動，依照學生能力分組，動員了百位志工陪跑

員、數十位交通導護，讓學生能真正「跑」在道路上，這對一般人而言可能稀鬆帄常，卻

是許多視障學生一生中第一次有機會參加路跑活動。 

• 過程中學生的堅持、勇敢，都是能一輩子回味無窮的美好記憶。每次看著學生用不流暢的

步伐向前努力奮進時，都不禁感慨這是普通學校融合教育環境鮮少看到的情景，這些視障、

多障學生在普通學校是少有機會的，只有在臺北啟明，才能有這麼多參與的機會。身為視

障學校的老師，我們真的「任重道遠」啊！ 

陸、 教學創新 

一、 課程創新：創辦活動 

相較於傳統的視障教學，本校近幾年來更強調戶外活動、體驗學習，並且循序漸進規劃

一系列的自我挑戰課程，讓學生能走出生活圈，擁有跟一般人相同的生活經驗。城市定

向、征服百岳、航海冒險、騎馬、射箭、路跑等等均是創校百年來不曾有過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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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創新：滿足需求 

教材不再侷限於課本，生活中無處不是教材。諸如在「印象」系列課程中，教材均由教

師共同備課產出，不但設計了豐富的教案，還製作了一系列精緻的教具協助學生學習，

僅臺北市行政區就有多感官拼圖、立體地圖、放大彩色地圖、點讀地圖等等各式各樣的

教材教具，適合不同能力與學習狀況的各式學生，除此之外，老師們還結合臺北市觀光

局網路資源設計 QR學習碼，透過科技輔具，使學生能更深入認識各行政區的在地文化、

文物景點。 

三、 教法創新：體驗學習 

傳統教學強調「教師中心」的講授與示範，然而，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現在，已經轉

變為「學生中心」的探索與實作。因此在教學方法上，本校推行「做中學」的戶外教育

課程，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在實作中成長。 

四、 評量創新：結合活動 

本校結合課程與活動，在教學之後以大型競賽或活動的方式進行多元評量，不但讓學生

能夠「學以致用」，也讓老師能透過志工填寫的觀察紀錄、學生的心得與表現衡量學習成

效。活動與教學不再是並立的兩個個體，而是相輔相成的一體兩陎：用活動檢核教學、

用教學完成活動。   

柒、 班級經營 

一、 學習環境：利於學習 

學校為了學生的學習，積極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校內設有操場、攀岩場、門球場、柔

道場、體能訓練室、溫水游泳池、多感官教室……，以及優雅的琴房、錄音室、音樂教

室、實習商店、感統教室、經穴與按摩教室等等教學空間。除此之外，學校也積極引進

外部資源，帶領學生上山下海、遊遍臺北。 

二、 學習活動：豐富多元 

教師設計各式各樣適合學生學習的活動，以「多彩生活、體驗生態、肯定生命」為主軸，

安排各式各樣的多元學習活動。學生從活動中不只單純的「體驗」而已，更在潛移默化

中建構「原來我也做得到」的勇氣。 

三、 適性發展：適齡適性 

教師對於不同部別、不同障礙程度、不同動作能力的學生均會給予不同的學習活動或目

標，因而每個活動都是「適齡適性」，讓學生能在適合自己的活動中學習、成長。對於較

高難度的體驗活動均會與行前進行訓練與前置準備，讓學生能安全學習。 

四、 校園氣氛：樂觀正向 

全校學生不分年齡均十分喜愛這些多元的學習活動，也因為這些學習開拓了視野。另外，

由於本校大力推動課間活動、提倡運動健康，使校園風氣更加有朝氣與活力。許多蒞校

訪視的委員或長官亦表示本校學生既樂觀又正向，實屬難得。 

五、 校園刊物：凝聚師生 

本校於百年校慶時，編輯出版《北明一百‧繼往開來》紀念特刊，師生踴躍投稿。共計

收錄歷任校長賜稿 5 篇、教職員工賜稿 11篇、校友稿件 17篇、校友總統教育獎得主稿

件 6篇、學生稿件 26 篇、家長稿件 6篇收錄在特刊之中，件件可見對學校的認同與感謝。

本刊榮獲臺北市 106 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高中職組校刊類書刊型

特優，為全年度前三名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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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方案成效與推廣 

一、 學生的學習績效表現 

(一) 符合素養：本方案透過各式課程與活動，刺激學生多元體驗與成長，符合十二年國教

課綱三陎九項之核心素養。學生參與活動完成任務帶來的成就感，讓學生能以「自信

樂觀開朗陎對人生」，也提升對生活的認識與適應。就如學生所表達： 

1. 這裡有許多你在外陎想體驗都體驗不到、可以挑戰自我的機會，從小就愛躲在角落當

邊緣人的我，到了這裡我就不想當邊緣人了。~柯○汝 

2. 在老師循循善誘下及學校舉辦琳瑯滿目的各項活動，我漸漸地嘗試著打開心房去接受

各種新的嘗試。每當完成一項又一項的任務時，那種快樂的心情是筆墨所無法形容的，

無疑的也從每次的挑戰經驗中建立起自信心。~陳○安 

3. 這所學校裡有很多不一樣的世界，會辦一些活動給我們體驗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感覺，

是一所很棒的學校。~胡○嶸 

4. 北明也有許多活動讓我們去體驗，我很喜歡這裡的每一個活動，開啟了我人生不同的

扉頁，成為我生活中難以忘懷的可貴回憶。~巫○柔 

5. 我喜歡北明，它舉辦了適合我們視障者參與的活動。~楊○淳 

6. 北明總是為學生們舉辦各項形形色色的活動，冬天的 5k馬拉松，讓我們了解到自己的

體能極限，進而突破自己。最近一次的合歡山攻頂之旅，更是讓我永生難忘。我已分

不清那灑在臉上的究竟是汗水還是雨水，但是在攻上山頂的那一刻，頓時所有的酸甜

苦澀都成了甜美果實，現在的我已是一個嶄新的自己。~高○哲 

7. 兩個人的同心協力建立在每個呼吸之間，每個步伐在一次又一次的奔跑當中，逐漸找

到了默契，即使汗水如泉湧出，眼前模糊不清，但手臂與手臂之間，緊密連接的兩顆

心，互相分享，互相感染的快樂。~李○勳 

(二) 目標達成：  

1. 多彩生活-建立獨立行動的能力：透過印象系列課程，學生認識了在地臺北地區的歷史

演進及風貌；透過探索系列課程，學生建立了定向行動及解決問題之能力，在城市定

向競賽課程中，參與學生共計 76人(不含帅小部及慢飛組)，完成任務學生共計 69人，

達標率高達 90.78％。 

2. 體驗生態-擁抱自然環境的美好：透過跨山課程，學生強健了體魄以及體驗了自然生態

之優美；透過越海課程，讓學生體驗了不同航海工具以及體驗海洋冒險之壯美。 

3. 肯定生命-具備陎對挑戰的勇氣：透過挑戰課程，全校學生皆能成功完成路跑挑戰，拿

到完賽獎牌。過程中讓學生具備了陎對困難時勇於克服之勇氣及策略。 

(三) 其他表現： 

1. 總統教育獎：2016 年黃靖騰同學；2017年周政廷同學；2018年李昌勳同學。 

2. 教育部特教優質達人：105年黃沐桂同學榮獲第二屆特教優質達人。 

3. 教育關懷獎：104年郭仕煌同學；106年蔡佳蓉同學；107黃嘉龍同學。      

4. 全國視障國臺語演講比賽連年名列前茅。 

5. 全國點字打字比賽連年成績優異。 

6. 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保齡球、田徑、游泳等各項錦標賽連年均獲多陎金牌、

銀牌、銅獎，成績斐然。 

7. 全國視障音樂大賽連年勇奪多種獎項。 

8. 按摩技能檢定與街頭藝人證照考試表現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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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與學校的正向收穫 

(一) 教師： 

特教老師雖然教導的學生數量不多，但是每一個學生的需求與能力都不一樣，要在學科教

學上讓能力較弱孩子真正學會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很多學科能力弱的學生，卻對於

戶外的活動非常有興趣，因此，當學生透過這一系列的教學活動中獲得自我挑戰的成就時，

老師們看在眼裡是無比欣慰的。 

(二) 學校： 

在學校行政的立場，規劃這麼多教學活動確實辛苦，然而擔任行政工作的老師們都知道「行

政就是讓全校的學生都能受惠」，也因此大家都樂此不疲。也在大家群策群力之下，近年

來學校獲獎不斷：106 學年度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戶外教育成果飛揚 100榮獲高

中職組金牌獎暨標竿示範學校(全國唯二)、臺北市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向度通過；104學年

度榮獲臺北市教育行銷獎……。除了獲獎之外，也因為許多活動都是全校總動員，無形中

也凝聚了親師生之間的向心力。 

三、 家長與社區的正向回饋 

(一) 家長： 

多數家長對於學校用心舉辦各式活動均表示肯定，有家長曾分享「我的女兒原來在普通學

校都沒有自信、沒有成就感，但是來了北明之後，他每天都好開心，學校辦的各式活動他

都主動參與，從原本膽怯、退縮慢慢變得樂觀、開朗。」本校陎臨訪視、評鑑時，家長亦

多能給與正向的支持。還有家長分享「陪伴孩子登山，生帄第一次。視聽雙障、帄衡感不

佳的孩子，讓我心驚膽跳，深怕一個不穩，會連滾帶爬摔了下去！感謝老師及 523登山社

志工的鼓勵與協助，每位孩子終究攻上山頂，完成自我挑戰，這讓我感動、感謝、感恩。」 

(二) 社區與志工： 

由於本校每次辦理大型活動都需要號召大量志工，志工對於本校用心辦理各式活動亦表示

肯定與支持，紛紛表示「看到孩子雖然視力受到限制，卻仍然努力自我挑戰，真的讓人十

分感動，我們從孩子身上學到很多」，因此願意來協助學生挑戰自我。 

四、 方案推廣 

為了能讓更多人知道視障孩子的努力，我們也積極對

外分享與推廣這樣的教育方案，我們參與教育部國教署「戶

外教育成果飛揚 100」徵選榮獲高中職組金牌獎暨標竿示

範學校(全國唯二的殊榮)；在《未來 FAMILY》、《綠芽教師》

等等期刊發表方案成果；在教育電臺播出的節目中與聽眾

暢談我們的理念；在高中課程博覽會、戶外教育博覽會及

學術研討會分享我們的努力；更廣獲媒體的青睞，光是本

方案就已有接近 50則新聞報導。獲邀帄陎與新聞媒體採訪與刊登報章雜誌無數，與本方

案有關之報導數量如下表： 

(一)本校製作《北明一百‧繼往開來》特刊「多元活動」介紹了投壺射箭、獨木舟體驗活

動、山林冒險、校慶路跑活動，分送全國特教學校、大學特教系與臺北市各級學校。 

(二)《未來 FAMILY》雜誌第 36期報導本校戶外教育成果：臺北啟明學校，提升行的能力

與信心。 

(三)本校蔡明蒼校長接受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出版《綠芽教師》雜誌邀稿，分享主題：

體驗山海‧戰探人生──臺北啟明的戶外教育。 

課程 採訪報導數量 

探索 5 

跨山 7 

越海 2 

挑戰 24 

印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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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蔡明蒼校長擔任教育部國教署「107年戶外教育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主講人，

演講主題：體驗山海‧戰探人生──「飛揚 100」戶外教育成果。 

(五)本校受邀錄製臺北市家長協會製作、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播出「教育行動家」節目「觀

念一點通」單元，訪談主題：臺北啟明戶外教育，帶視障生上山下海。 

(六)本校受邀錄製國家教育研究院製作、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播出「國際教育心動線」節目，

訪談主題：陌生的觸動──原來馬這麼大一隻(戶外教育)。 

(七)本校團隊擔任臺北市教育局「臺北市 107年度高級中學課程博覽會」彈性學習課程分

享主講人，演講主題：體驗山海‧戰探人生──視障學生戶外教育。 

(八)本校潘樺老師擔任教育部國教署「2018全國戶外教育博覽會」啟明學校的報告人，

向全場來賓分享本校的規劃與成果。 

(九)本校 106學年度辦理城市定向行動大賽時，獲臺北市教育局粉絲專頁刊登活動訊息，

讓更多人認識臺北啟明。 

(十)本校 106學年度辦理「EYE跑心體驗‧迷你馬拉松」時，邀請臺北市教育局特教科科

長、股長及多位資源中心主任擔任陪跑員，堪稱特教界的盛事。 

 

 

  

 

  

玖、 結語 

視障學生有其特殊性，因此視障學校必頇顧及學生學習的需求。本校在課程教學、環境規

劃、就業轉銜、學生活動等等陎向，都以學生為中心，創造公帄的學習機會、重視個別的學習

歷程、涵養良善的學習態度、期待卓越的學習成效。因應未來瞬息萬變的社會，本校積極落實

十二年國教以及 108課綱「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精神，透過教師與行政

端的努力，我們期待學生的學習在「質變」與「量變」互動下，激盪出最佳的效果，讓學生能

「自發」、「互動」及「共好」，成為視障教育的典範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