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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國中智能障礙學生之金融基礎教育
易讀版教材研發
李文琦
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國語文補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研發一套以國中智能障礙學生為對象之金融基礎教
育易讀版教材，期望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生金融素養，有助其未來生涯
發展。教材內容參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8 年所規劃的金
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分為金錢規劃、借貸與信用、保險與風險管理
及理財投資四大主題，將主要概念依據智能障礙學生教材編輯原則及
易讀文本編製原則重新編寫，並由國中智能障礙學生擔任品管員，依
據試用狀況進行修正。本技術報告規劃之研發成果為：（一）易讀版
學生手冊一本：包含四大主題的課文與學習活動。
（二）教師手冊一
本：搭配學生手冊說明教學重點與跨領域教學建議。

關鍵字：金融基礎教育、易讀、智能障礙、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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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n Easy Read Learning Kit
of Basic Financi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Wen-Chi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n easy read learning kit (EZ read Kit thereafter), of
basic financial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must-learn basic financial principles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he EZ read Kit
includes a pictured reader and a teaching manual. With the aids of the Kit, the
developer hopes to enhance stu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skills and prepare them well for
the future daily life and even career. Based on "the Financial Basic Education
Learning Framework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2018)" , the Kit was
divided into 4 categories: cash flow planning, loans and credits,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The main concepts of the student manual
adopted the textbook publishing guidelines and easy read principles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students.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served as quality patrols who assisted with the tryouts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Kit
Outcomes of thi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re:
1. The EZ read students’ manual which covers texts and exercises of the 4 listed
categories.
2. The Teachers’ Handbook which encompasses targeted goals and objectives as well
as collaboration of cross curricular activities.

Keywords：basic financial education, easy rea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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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研發適用國中智能障礙學生的金融基礎教育易讀版教材。金錢的
使用及管理與生活息息相關，也是提升心智障礙者自立的重要環節。國內目前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發展了從國小到高中職三個階段的教材（金
管會，2020）
，各家版本的教科書內都有規劃相關內容，坊間也有許多理財專書，
卻獨缺適合學齡階段智能障礙學生閱讀和學習的適齡教材。研究者本身是國中特
教教師，希望能以易讀的原則改編金管會的教材，設計一份以國中智能障礙學生
為對象，有完整架構的金融基礎教育教材，幫助智能障礙學生提升金融素養，也
便利國中特教教師教學參考使用。

第一節 發展金融基礎教育易讀版教材的重要性

生活中的各個層面皆涉及金錢的使用。能夠妥善管理金錢，就個人而言，能
提升生活品質和自我實現；就社會而言，能促進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就國家而言，
能提升國家金融安全、增進國家競爭力（陳錦村，2011；曾永清，2019）。但調
查發現，許多青少年和成人並未具備適應現在和未來生活所需的金融知識（陳錦
村，2009，2011；薛琦，2007；Lusardi et al., 200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20）
，而只有少數的家長和教師認為自己
有足夠的能力進行金融教育（林麗婷、黃美筠，2002；親子天下，2021 年 5 月 4
日）
。
調查發現，金融教育與金融知識之間有正相關（OECD, 2020; Price, 2018），
國內的實徵研究也支持金融教育能提升國中生的金融知識水準（曾永清、李麗香，
2012；黃美筠等，2013），而家庭是影響年輕一代金融知識的重要因素，為了不
讓金融知識水平代代複製的差異日漸擴大，學校的金融教育對社會中的弱勢者有
其重要性（蕭育仁，2016；Lusardi et al., 2009; OECD）。
有鑑於學習金融教育的最後機會可能就是學校，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已將
之視為公民的必備能力，規劃了從小學到中學的金融課程（曾永清，2019；黃美
筠，2009；OECD, 2020）；我國也從 2009 年起，由金管會與教育部合作推動校
園金融基礎教育推廣計畫，歷年來邀集了學者專家及資深教師規劃本土的學習架
構並發展教材、教具，期能從小培養國民用得到、帶得走的金融知識（朱清宏，
2009；金管會，2020）。
金錢管理不僅對一般人重要，也是許多心智障礙者成年後的重要課題（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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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等，2018b）
，而特殊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幫助身心障礙學生能夠順利地從學
校過渡到社區（林幸台，2020；林惠芳等；莊妙芬，2019）。根據研究者擔任特
教教師多年的觀察，雖然國內已有完整的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與現成的教材，
但因設計對象為一般學生，未能符應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不僅智能障礙學
生無法自行閱讀，即便授課教師花費很多心力解釋、示範，也未必能有很好的教
學效果。就金管會 2018 年重新編修發行的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學生手冊（金管
會，2018b）內容來看，研究者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時，會出現以下問題：
一、字、詞理解困難：使用許多諧音或艱澀的詞彙，如：支付工具百百款、
我的小「信」運、保險標的、牛刀小試等。
二、語句理解困難：許多語句偏長、概念密度高，為了排版整齊也常出現語
詞截斷的情況。如：第二單元裡有一段在說明借錢之前應先做好評估，4 個句子
書寫成 4 行、合計 154 個字，使用了「俗語說、有借有還，再借不難、首要責任、
履行契約、額外衍生的手續費、利息、縮減價值、借款人、附加借款條件、償還
本金｣等語詞，換算下來：平均一個句子超過 38 個字；每個句子裡平均有 2 至 3
個難詞，佔整段的三成；其中 2 行有完整語詞被截斷的情況（還／錢、手續／費），
佔了整段的二分之一。
三、缺乏輔助資源：較少出現能輔助文字理解的對應圖片。
四、排版不易閱讀：一個頁面會出現兩、三個小主題及活動，同一個主題會
橫跨不同頁面；專有名詞的解釋分散在內文與補充欄位，呈現方式不一。
五、設計的活動太難：活動說明通常只有文字敘述，且有許多開放式問答題，
需要學生進行比較、判斷或說明理由。
為了幫助認知能力與一般生差異甚大的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教材調整是一項
可行的作法（林淑莉，2020；莊妙芬，2019；鈕文英，2003）。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中也指出：特殊教育課程的基本理念之一為彈性調整
符合特殊學生需求之課程與教材（教育部，2019b）
。可惜的是，在教學現場中，
教師往往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調整或自編教材，卻無法確保其內容效度，以金
融基礎教育課程來說，所編選的教材多僅著重在金錢規劃（李俐瑩等，2013；何
素華，1995；侯禎塘、張競文，2007），在學習架構上並不完整，缺少了公益互
助、風險管理、認識金融機構等內容。
綜上所述，研究者期望能夠以金管會所發展的金融基礎教育教材為依據，在
學者專家規劃的完整學習架構下，考量智能障礙學生的需求，調整為適合國中智
能障礙學生使用的「易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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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展易讀文本的重要性

隨著科技和醫療的進步，許多障礙者的困難能夠受惠於輪椅、人工電子耳、
點字、有聲書、坡道和電梯等輔具及無障礙設施而得到改善，但對心智障礙者來
說，他們的困難往往卻不是上述這些服務能夠改善的（臺北市文化局，2019；
Com'access, 2015）。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心智障礙者受限於他們的智力和認知功能，需要他人代
為判斷和選擇。但隨著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抬頭，身心障礙者的適應困難從過去被
認為是個人損傷的問題，逐漸轉變為是一種人權和政治問題，強調國家、社會有
責任調整環境以促進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江俊漢、洪儷瑜，2012；周月清等，
2015）。2006 年聯合國簽訂的「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 CRPD）第 21 條中，就強調身心障礙者
有近用資訊及表達意見的自由，締結國應該提供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後的無障礙
資訊（United Nations [U.N.], 2006）
。獲得充分的資訊能夠增進社會參與，在得到
充分的支持後，即便是心智障礙者也能透過完整資訊的接收和理解，而自行做選
擇，享有平等的參與機會，易讀文本的需求應運而生（尤詒君等，2017；林惠芳
等，2018a，2018b；臺北市文化局，2019；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家署]，
2022；Barrow et al., 2011; CHANGE, 2016; Com'access, 2015;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Freyhoff et al., 1998; Inclusion Europe; 2009b; Nomura et al, 2010）。
誠如前一節所述，金錢的使用與每個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學校可能是學習金
融教育的最後機會，而金錢管理是許多心智障礙者成年後的重要課題，研究者期
望在充分了解及溝通智能障礙者現在與未來生活所需後，能夠編製金融基礎教育
易讀版教材供智能障礙者及其他需要易讀文本的讀者使用。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國中智能障礙學生
本技術報告所指國中智能障礙學生為安置於一般國中之集中式特教班（簡稱
特教班）中的智能障礙學生，障礙程度從輕度到重度不等。依據身心障礙者鑑定
作業辦法（2020），輕度智能障礙者的智商介於 69 到 55 之間，中度智能障礙者
的智商介於 54 到 40 之間，重度智能障礙者的智商介於 39 到 25 之間。林寶貴
（1989）指出輕度智能障礙者的閱讀理解及應用能力約能到國小五年級左右，中
度者約國小一年級的程度或以下，可以辨識自己的名字、功能性詞彙及社區常見
3

標示，重度者能認識一些簡單的字或符號。
二、金融基礎教育與教材
本研究所稱之金融基礎教育，主要是指金管會所規劃的金融基礎教育國中階
段學習架構內涵，包含金錢規劃、借貸與信用、保險與風險管理及理財投資四大
主題（金管會，2018a）。
為了將金融知識普及化並與課綱接軌，從 2008 年迄今，金管會共發展了
2008、2012、2018 共三個版本的金融基礎教育教材（金管會，2020）
。為配合現
行的十二年國教課綱並發展適用國中階段智能障礙學生之易讀版教材，本技術報
告採用金管會 2018 年發行的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學生手冊（金管會，2018b）。
三、易讀版教材
易讀（Easy read、Easy-to-read 或 Easy to read and understand）是無障礙資訊
的一種，係指透過簡單、清楚、容易理解的文字、圖像和排版，提供心智障礙者
及許多閱讀技巧低落者可以閱讀的資訊（社家署，2022；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Nomura et al, 2010）。
本技術報告欲發展之易讀版教材，是依據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及易讀的
編製原則，將金管會 2018 年發行的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學生手冊進行改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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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特質與教材編輯原則

智能障礙通常是一種長期的狀態，發生在十八歲之前，除了智力功能低下，
適應行為上也有明顯的限制（教育部，2013；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n.d.）
。受限於智力和適應行為，智能障礙者往往在
學習上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輕度、中度、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困難程度不同，但
是學習特質差異不大（林淑莉，2020）。以下先從注意力、記憶力、學習動機及
學習策略四個面向來說明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再探討教材編輯原則。
一、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特質
（一）注意力：
注意力是學習成效的關鍵，又可分為集中性注意力、持續性注意力、選擇性
注意力、分配性注意力和交替性注意力。智能障礙學生在注意力方面通常會出現
下列這些問題：1.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與維持，2.無法區分主要與次要訊息，3.無
法同時注意多樣訊息，4.無法適時調整注意力焦點（林淑莉，2020；鈕文英，
2003）。
（二）記憶力：
智能障礙學生通常會在短期記憶出現困難，長期記憶則與一般人相似（林淑
莉，2020）
。由於無法對訊息做適當的組織、保留與提取，也無法善用記憶策略，
導致智能障礙學生常常記不住、記得慢或容易記錯（林淑莉；鈕文英，2003）。
（三）學習動機：
一般認為，由於反覆失敗的經驗，智能障礙學生通常會有預期失敗、依賴和
動機低落的問題（林淑莉，2020；鈕文英，2003）。但近年來也有些學者發現，
缺乏練習獨立的機會也會造成智能障礙學生過度依賴、被動和自信心低落（林淑
莉）。
（四）學習策略：
智能障礙學生較不擅長組織學習內容，在使用學習策略方面會遇到許多困難：
1.學習新的學習策略較慢，2.無法自發地運用學習策略，3.無法將已經學會的策
略應用到新的事物，4.無法判斷、選擇適合的學習策略（林淑莉，2020；鈕文英，
2003）。
為了幫助智能障礙學生有效學習，在教材編輯上可以做一些調整，以下就智
5

能障礙學生教材編輯原則進行探討。
二、智能障礙學生教材編輯原則
（一）選擇主題：應適齡、適性且與學生生態結合，是學生目前和未來生活
中用得到的能力，能提升其獨立性、參與度及生活品質等（林淑莉，2020；莊妙
芬，2019；鈕文英，2003）。
（二）內容呈現（鈕文英，2003）：
1.形式：依據學生的閱讀能力決定圖文比例，無法閱讀文字的學生須多使用
圖片，如照片、插圖、圖表等。
2.文字：
（1）依據學生的閱讀能力決定字型、字型大小、用詞、句長。
（2）與學生的先備經驗和興趣結合。
（3）提供輔助： 重點或標題可放大、使用粗體或其他顏色， 提供記憶
策略， 提供解釋或舉例等協助。
3.圖片：
（1）焦點應清楚且能配合主題，可用文字適時加註說明。
（2）色彩鮮明較能吸引學生注意。
（3）應貼近生活真實情境。
4.排版：
（1）圖文配置、重點標示等應前後一致。
（2）字距、行距、段落間距應適於閱讀。
（3）編排時要注意內容的順序性、聯繫性與統整性。
5.練習題：
（1）依據學生能力設計反應類型，如：是非、選擇、連連看、填空、圈選、
著色、抄寫、檢核等紙筆型練習，朗讀、問答等口頭型練習，或指認、配對、剪
貼、製作等操作型練習。
（2）可提供協助，如：簡化、減量、明示步驟、提供線索或示例等。
（3）題目和答案最好呈現在同一頁。
（4）考量社會效度，使用真實情境的材料並做適當的變化。
承前所述，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有諸多困難，而其教材設計應在考量學生
的年齡與實用性後，依其學習特質做適當的改編。因此，研究者期望能將與生活
各層面皆密切相關的金融基礎教育課程，以「易讀｣的方式呈現，來提升智能障
礙學生自立、自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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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融基礎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
行政院從 2005 年起開始推動金融知識普及計畫，其中一項重點工作就是將
金融教育納入學校課程，金管會據此於 2006 年發展了國小到高中職的學習架構
及補充教材（朱清宏，2009；金管會，2020）。
我國雖然已有完整的學習架構及各階段的教材，但金融基礎教育在近十幾年
來修訂的課程綱要中並未獨立成一個領域或是一個議題，而是附屬在相關的領域
和議題之內（教育部，2008，2014）
。以金管會歷年所發展的國中教材來說，2008
年版對應了社會領域及生涯發展教育議題中的能力指標（金管會，2008）；2012
年版對應了社會領域、綜合領域、家政教育議題、環境教育議題以及生涯發展教
育議題（金管會，2012）
；2018 年版對應了社會領域與綜合領域（金管會，2018a）
。
國內曾就九年一貫國中階段課程綱要中金融基礎教育內涵進行分析、調查與
教學實驗。黃美筠（2009）認為社會、綜合及健康與體育領域中都包含一些可對
應的目標；綜合國中教師的意見，數學、社會、綜合、語文、健康與體育及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都有一個以上的單元可融入金融基礎教育（黃美筠等，2011）；
黃美筠等（2013）也曾將金融基礎教育融入國中數學、社會、綜合、自然與生活
科技、國文及藝術與人文領域，發現對於提升學生的金融素養有顯著成效，參與
教學實驗的教師和多數學生也對這樣的課程設計給予正向的評價。
金融素養是一種綜合能力的表現（曾永清、李麗香，2012）。分科是為了教
學的方便和學習的精進，但生活從來就不是分科的，各學習領域之間本來就有相
輔相成之關係。基於此出發點，研究者茲依金管會 2018 年修訂的金融基礎教育
國中階段學習架構，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中各領域、議題可融入的學習內容整
理於附錄 1 到附錄 4（教育部，2018a，2018b，2018c，2018d，2018e，2018f，
2018g，2018h，2018i，2019a；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
金融基礎教育其實就是生活教育，與生活情境結合，不但能激發學習動機，
也能提升學習效果（曾永清、李麗香，2012；黃美筠，2009）。以金錢規劃主題
中第一個學習目標來說，要培養「量入為出」的觀念和能力，可以搭配語文、數
學、自然科學、社會、綜合、特殊需求領域與議題，從真實的情境中學習（教育
部，2018a，2018b，2018e，2018f，2018g，2018h，2019a；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9），示意圖如圖 1。
從圖 1 及附錄 1 到 4 中可以發現，所有的學習領域或多或少都可融入金融基
礎教育；而特殊教育一路從發展性課程、功能性課程，走到生態課程，也是強調
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課程設計，應更著重生活上的應用與知識、技能的統整（莊妙
芬，2019；鈕文英，2003）。研究者認為，若能從與真實情境結合的角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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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領域的合作來進行金融基礎教育，相信這樣的課程對於智能障礙學生來說會
更有趣、有效、有用、有價值。
圖1
「量入為出｣概念融入生活情境於各領域、議題教學規劃示例

探討家庭需求
（社會、綜合、
特殊需求領域）

閱讀商品標示、
廣告、說明書（語
文領域）

家庭採購
價值思辨、自
律、負責（議
題：品格）

加法、減法、
比大小（數學
領域）

做金錢規劃
（綜合、特殊
需求領域）

量入
為出

節省奢侈型消費、
物品再利用（自然
科學、特殊需求領
■金融基礎教育學習目標
域）
■情境
■各領域、議題教學重點

第三節 易讀文本的重要性與編製原則

易讀文本的編製是一種專業的翻譯工作，將既有或欲傳遞的資訊轉化為心智
障礙者適齡且可以閱讀和理解的內容（林惠芳等，2018b）
。以下先就易讀文本的
發展與應用來探討其重要性，再分別從整體的編製流程與細部的設計原則來探討
易讀文本的編製原則。
一、易讀文本的重要性
「易讀」緣起於對資訊平權的追求，在二十世紀末的許多國際宣言或公約中
都可看到此一理念。1992 年國際出版人協會和國際圖書委員會共同發表的「讀
者憲章」中指出，閱讀是一項普遍的權力，應設法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No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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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0）。聯合國 1993 年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機會平等標準」中提及，應提
供身障者可及的資訊服務，身障者應能在公平的基礎上參與文化活動（U.N.,
1994）。1994 年通過的「公共圖書館宣言」認為圖書館的服務應提供給所有人，
對於那些無法使用常規服務的群體，圖書館應給予協助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4）。到了二
十一世紀初，聯合國簽訂的「CRPD」直接指出身心障礙者有近用資訊及表達意
見的自由，應該要提供適用不同身心障礙者的無障礙資訊且不另收費（U.N.,
2006）。
無障礙資訊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可以充分地理解訊息，對不同使用者來說，無
障礙資訊會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是點字、大字書或有聲書等，而對於識字或閱讀
理解有困難的心智障礙者來說，易讀文本就是他們需要的無障礙資訊之一
（CHANGE, 2016）。
但易讀文本並非只限於心智障礙者使用。國際研究發現，多數國家有超過
25%的成人，在接受過九年的正規教育後，識字和閱讀技巧仍然低落，而其中許
多國家，這樣的比例甚至高達約 40 到 50%（Nomura et al, 2010）
。除了心智障礙
者，新移民、兒童，以及閱讀技巧低落的一般人，都能從易讀文本中獲益（Barrow
et al., 2011; Com'access, 2015;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Freyhoff et al., 1998;
Inclusion Europe, 2009b; Nomura et al;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n.d.）。
易讀文本可應用在交通、醫療、職場、教育、消費、旅遊等與生活相關的各
領域，不論是公部門的政策和文件，或是新聞、銀行、保險公司、商家等提供各
樣服務與產品的私部門，人們都需要獲得能夠理解的訊息以增進自我決策能力
（尤詒君等，2017；林惠芳等，2018a，2018b；臺北市文化局，2019；Barrow et
al., 2011; CHANGE, 2016; Com'access, 2015;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Freyhoff
et al., 1998; Inclusion Europe, 2009b; Nomura et al, 2010）。
基於對心智障礙者權益的促進與社會的進步，許多國家都開始推動易讀。歐
盟編譯了 26 種語言版本的《無障礙信息指南》
，提供教育工作者編製無障礙學習
資源做參考（Turner-Cmuchal, 2015）；法國文化部、圖書館協會和反文盲機構合
作，在圖書館內設置易讀出版品專區（Jauneau, 2020, Dec 9）
；英國發布了無障礙
信息準則，要求所有公立醫療照護院所都要提供患者無障礙資訊（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d.）；澳大利亞要求其下所屬各部門的政府公告都應符合易讀原則，以
滿足識字差、身障或來自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人們的需求（Australian
Government, n.d.）；日本育成會為成年智能障礙者編製易讀版書籍，作為支持他
們獨立生活的資源（全国手をつなぐ育成会連合会，無日期）；英國境內的慈善
機構 United Response 從 2013 年開始為學習障礙者發行易讀新聞，以幫助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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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解國內外大事（United Response, 2020, Jun 26）。
在國內，易讀的推動在法律層面始於 2014 年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
法，使 CRPD 所保障的身障者人權也於國內適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2014）；2015 年修訂藥事法第 75 條，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藥物應提供
易讀輔助措施（藥事法，2018）。實務層面，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簡稱智
總）於 2011 年率先發行了專為心智障礙者編製的自立生活學習指南；國立台灣
歷史博物館 2015 年開始嘗試將展覽資訊易讀化（林惠芳等，2018b）；陽明教養
院從 2015 年開始在院內推行易讀專案（尤詒君等，2017）；臺北市政府於 2017
年成立 Easy Read Club，要求各局處在其所負責的館場和業務上逐步推行易讀的
實踐（臺北市政府，2020）；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2018 年和 2019 年配合公務人員
選舉及全民公投發行了易讀版投票指南手冊（中央選舉委員會，2018，2019）；
社家署（2022）也出版了「臺灣易讀參考指南－讓資訊易讀易懂｣，希望能夠協
助政府及民間單位製作易讀資訊，讓更多的心智障礙者能夠享有資訊近用的權
利。
當易讀運動逐漸推行到生活的各層面，為了能確實符應廣大心智障礙者的需
求，在編製易讀文本時應依循一些原則。以下先探討易讀文本的編製流程與心智
障礙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再進一步細究易讀文本的設計原則。
二、易讀文本編製流程與心智障礙者的角色
易讀被認為是心智障礙者「賦權」的一種象徵，除了讀者，心智障礙者也可
以擔任易讀文本的顧問、編輯群、品管員，甚至是作者或譯者（尤詒君等，2017；
林惠芳等，2018a，2018b；臺北市文化局，2019；Barrow et al., 2011; CHANGE, 2016;
Com'access, 2015;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Freyhoff et al., 1998; Inclusion
Europe, 2009a; Nomura et al, 2010）。為了幫助關心心智障礙者權益的個人或團體
編製易讀文本，國內、外一些公、私立單位發展了易讀文本的編製流程並說明心
智障礙者在其中的角色，研究者整理如下。
（一）ILSMH European Association 製作了一份為學習障礙者編製易讀文本
的指南，不論文本的來源是自編還是現有，都可以依循以下六個編製步驟
（Freyhoff et al., 1998）：
1.決定主題與撰寫方式。可讓學習障礙者參與，以了解他們的所看重的事和
興趣。依據預設讀者的識字能力決定文、圖比例。
2.決定內容。可讓學習障礙者參與，以確認內容符合他們的需求。
3.撰寫初稿。
4.測試。邀請學習障礙者提供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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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正初稿。
6.再測試。邀請學習障礙者確認是否需再修正。
（二）Inclusion Europe（2009a）發行了一份易讀版的說明，讓智能障礙者
了解他們可以如何參與易讀文本的編製，說明書中將編製流程依據文本來源分為
兩種，整理如表 1。
表1
Inclusion Europe 擬定的易讀文本編製流程
文本來源

編製流程
1.選擇主題。詢問智能障礙者的意見或將他們納入編輯群。
2.撰寫前準備（內容探究、決定呈現形式）。與智能障礙者共

1.親自撰寫

同進行。
3.撰寫初稿。可由智能障礙者或支持者單獨撰寫，也可以共同
撰寫。
4.校對。由智能障礙者執行。

2.現有文本

1.翻譯，此階段又可分為兩個方式：
（1）由智能障礙支持者單獨翻譯。
（2）由智能障礙者與支持者共同翻譯。
2.校對。由智能障礙者執行。

（三）Accessible Information Working Group 製作了一份易讀文本編製指南，
指出易讀文本能使智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只有基本閱讀技巧或使用非母語來
閱讀的讀者受益，在指南中將編製流程分成五個步驟（Barrow et al., 2011）：
1.決定呈現形式。
2.決定內容。
3.撰寫文本並挑選合適的圖片或符號。
4.測試。由預設讀者執行。
5.出版。
（四）智總是國內最早推行易讀的單位（林惠芳等，2018b），2017 年為了
回應 CRPD 的精神，邀請許多心智障礙者共同編製了 CRPD 的中文易讀版，其
編製流程為（林惠芳等，2018a）
：
1.籌組 CRPD 讀書會：支持者與心智障礙者共同探究公約內涵。
2.本土化調整：支持者與心智障礙者共同討論如何將已翻譯成中文的 CRPD
聯合國易讀版調整為適用臺灣情境的易讀版。
3.決定文本格式、文字稿確認。支持者與心智障礙者共同討論。
4.圖像編輯、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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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
（五）陽明教養院從 2015 年開始投入易讀文本的編製，易讀版的院內開會
通知單、標示警語、衛教教材等資訊的編製流程為（尤詒君等，2017）：
1.開案：參考照顧者的意見，決定主題。
2.編輯：先進行內容探究並決定呈現形式，接著進行文字及圖像編輯。
3.品管：分為兩個階段將完成的初稿進行檢視與修正，第一階段是由院內同
仁組成的易讀專案小組成員進行，第二階段是專案小組成員與心智障礙者擔任的
院生品管委員共同進行。經過多次的品管討論與修正，院生管理員對易讀資訊的
理解度達平均 80%以上後結案。
4.輸出：以當初決定的呈現形式輸出後給院生使用。
（六）臺北市文化局（2019）也順應平權的思潮發行了《文化館所易讀設計
指南 Guidebook》，鼓勵臺灣的文化館所編製易讀版的宣傳與導覽文件，指南中
將編製流程分為三個階段、五個步驟，整理如表 2。
表2
臺北市文化局擬定的易讀文本編製流程
階段

步驟

前期

1.設定學習對象與學習目標。
2.選擇載體（專刊、繪本、摺頁或傳單等）。

中期
後期

3.規劃大綱。
4.設計階段（文字撰寫與圖像選擇）。
5.品管流程。邀請符合社會人口比例的心智障礙者品管員參與測試後
修正，品管流程最少四次

（七）社家署是我國政府推行 CRPD 的重要執行單位，為使國內所編製的
易讀文本更能符合中文閱讀的特性，在參考了國外的易讀指南並諮詢國內此領域
的專家、實務工作者與心智障礙者後，製作了臺灣易讀參考指南，其中易讀資訊
的編製流程分為六個步驟（社家署，2022）：
1.決定主題。與心智障礙者共同討論決定。
2.轉譯。將心智障礙者需要的內容以易讀的方式撰寫。
3.搭配圖片與簡易排版。
4.第一次品管。諮詢心智障礙者對圖、文和排版的意見。
5.修正。依據第一次品管結果進行調整，確認的部分則進行美編與排版。
6.第二次品管。再次諮詢心智障礙者，確認他們可以理解才算完成。
不同單位發展的易讀文本編製流程雖不盡相同，但仍可看到許多共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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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綜合以上各單位的作法，將易讀文本編製前、中、後的工作重點與心智障
礙者可擔任的角色統整為表 3。
表3
易讀文本編製階段、工作項目與心智障礙者可擔任的角色
編製階段

工作重點

心智障礙者可擔任的角色

編製前

確認對象與需求，決定主題
內容探究、規劃大綱
決定出版形式

顧問
編輯群
編輯群

內容撰寫或翻譯
挑選與文字適配的圖像

作者、譯者、編輯群
編輯群

排版

編輯群

品管
出版

品管員
讀者

編製中

編製後

從表 3 可以看出易讀文本的發展確實是一個賦權的過程，心智障礙者不再只
是被動接受旁人認為他們需要的資訊，而是能主動提供資訊或參與編輯。
三、易讀文本設計原則
承上一節的討論，當易讀文本進入實際編製階段時，應考慮「文字」
、
「圖像」
及「排版」三個面向，研究者在參考國內、外的編製原則後，將相關的設計規範
整理如下：
（一）文字編寫：以下分為「字、詞」和「句、段」來探討易讀文本設計規
範。
1.字、詞：
（1）字型：選用筆畫清楚的字型，避免手寫字型。英文字型以 Arial 最廣為
推薦使用，也可選用 Gill Sans、Tahoma、Times New Roman 等字型，有些編製
指南會建議只使用粗細一致的無襯線字型，如：Arial、Gill Sans、Helvetica 等（社
家署，2022；Barrow et al., 2011; CHANGE, 2016;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Freyhoff et al., 1998; Inclusion Europe, 2009b; Mencap, n.d.; Nomura et al, 2010;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n.d.; Turner-Cmuchal, 2015）
；中文則建議使用新細明體、
標楷體或正黑體（尤詒君等，2017；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2019）。標題和內
文可選用不同的字型（Freyhoff et al.）。
（2）字型大小：標題字應比內文大，英文通常建議內文字型 14 或 16pt 以
上，也有部分易讀文本建議 12pt 以上（社家署；Barrow et 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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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Nomura et al;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Turner-Cmuchal）；中文建議內文字型 16pt 以上（社家
署；臺北市文化局），但是說明文字可以使用 14pt（臺北市文化局）。
（3）顏色：為了閱讀清晰且便於印刷、流通，一般建議使用白色或淺色的
紙搭配黑色或深色字，紙張應較厚且不反光（臺北市文化局; 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Nomura
et al;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盡量不要更換字的顏色，如要更換顏色，須注
意： 字與背景的顏色對比度要夠，大於 70%會較清晰， 增加顏色以外的辨識
輔助，如：形狀、線條、位置等， 選擇大多數人可辨別的顏色，考慮色盲和色
弱者的辨識能力（尤詒君等；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Turner-Cmuchal）。
（4）特殊效果：標題或是需要強調的重點可以加粗，不建議使用斜體、陰
影、底線或外框（尤詒君等；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5）大、小寫：整個英文單字使用大寫字母會增加閱讀困難，應避免使用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6）數字：依類型而有不同的注意事項，常見的有： 小數量：盡量用阿
拉伯數字來呈現，避免使用單字、羅馬數字或國字，如：two、IV、二、貳、兩
（社家署；Barrow et al.; CHANGE;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不建議使用小數點，最好四捨五入取整數（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多位數、分數和百分比：建議使用「一些」、「很多」、「大約
一半」或「很久以前」等來替代（尤詒君等；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 時間：建議用完整的口語句子取代
符號，如：用 10 點 30 分取代 10：30、用 3 月 15 日取代 3/15（社家署；臺北市
文化局；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使用 12 小時制
的時鐘圖片或說明上午、下午也有助於理解（社家署；Department of Health;
Mencap）。
（7）符號：標點符號應謹慎使用，不要使用太多的逗號（句子盡量簡短），
冒號和分號較難理解，應盡量少用，每個完整的句子都應以句號做為結束；避免
出現其他特殊符號（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8）詞頻：考慮預設讀者的生理年齡，使用常用、具體、易懂的詞彙，不
要使用抽象詞彙或成語，如果需要使用專有名詞或艱澀詞彙，應提供輔助，如：

14

解釋、舉例或名詞釋義表（尤詒君等；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Nomura
et al;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Turner-Cmuchal）。臺北市文化局（2019）所編製
的易讀設計指南中建議使用國小四、五年級的口語詞彙。
（9）代名詞：確定代名詞所指稱的對象非常清楚，或是直接使用清楚、適
合的名稱（臺北市文化局；Inclusion Europe）。
（10）應避免使用的詞彙：外來語、網路用語、縮寫、英文縮讀字等，除非
它們真的很常見、易懂（尤詒君等；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11）一致性：一個詞只應代表一個概念，同一個概念應用同一個詞代表（尤
詒君等；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2.句、段：
（1）句型：盡量使用直述句、主動句型及正向表述（尤詒君等；社家署；
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CHANGE;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2）修辭：避免使用譬喻、象徵等修辭（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Inclusion
Europe; Nomura et al）。
（3）概念密度：一句話只包含一個想法（社家署；Barrow et al.; CHANGE;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4）句長：句子盡量簡短，英文建議一個句子不要超過十五或二十個單字，
或是一行至多 50 到 70 個字母（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5）斷句：盡量一句一行，如果句子太長，注意斷句時不要截斷一個完整
語意的詞彙（尤詒君等；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Nomura et al;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6）段意：同一個段落、同一個主題盡量不要跨頁，段與段之間建議應留
有一行的留白（社家署；Barrow et al.;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7）項目符號：酌量使用項目符號區分不同的主題有助於讀者理解、組織
訊息（社家署；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Turner-Cmuc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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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像選用：
1.類型：圖像從具體到抽象可分為照片、插圖與線條畫，要視預設讀者的能
力、文本內容與印製方式來決定使用類型，整份文件選用的圖像類型一致較佳（尤
詒君等，2017；臺北市文化局，2019；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Freyhoff et al.,
1998; Inclusion Europe, 2009b; Nomura et al, 2010;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n.d.）。
2.清晰度：圖片應夠大、解析度高，建議選用背景乾淨、主題清楚的圖像（尤
詒君等；社家署，2022；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2011; CHANGE, 2016;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Turner-Cmuchal, 2015）。
3.表意：圖像應能具體、清楚地代表所對應的文字，封面的圖像也應能清楚
表述內文主題（尤詒君等；社家署；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Department of
Health;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n.d.; Nomura et al;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Turner-Cmuchal）
。主要的概念應搭配圖片，不用為每一個句子都搭
配圖片（Department of Health;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要考慮文化與經驗的
差異（Barrow et al.; Nomura et al），盡量選用正向表述的圖像（Department of
Health）。
4.概念密度：一頁至多 4 到 5 張圖像（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5.適齡：圖像的主角與風格應適配預設讀者的生理年齡（社家署；臺北市文
化局；Barrow et al.; Department of Health;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6.顏色：慎用彩色圖像，若文本只能黑白複印，彩色圖像的效果會打折（社
家署；CHANGE; Freyhoff et al.）。
7.多元性：使用的圖像應能表徵社會的多元性，避免侷限於單一性別、種族
或信仰等（Department of Health）。
8.其他圖像：圖表和地圖通常較難理解，若需要使用，一般建議選用單向性
的流程圖、圓餅圖、地點的照片或單一向度的表格，並用文字加以輔助說明（社
家署；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Turner-Cmuchal）。
9.一致性：整份文件應使用同樣的圖像來代表同一個概念，一個圖像只應代
表一個概念（尤詒君等；社家署；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三）排版：
1.紙張大小：使用便於複印的 A3、A4 或 A5 大小（臺北市文化局，2019；
Freyhoff et al., 1998; Inclusion Europe, 2009b; Mencap, n.d.）。
2.字距：使用標準間距，不要縮小或放大字距（Inclusion Europe），整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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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應字距均勻（Barrow et al., 2011）。
3.行距：一般建議使用 1.5 倍行高（Barrow et al.; CHANGE, 2016;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n.d.）或固定行高 24 點以上（社家署，2022）。
4.段落間距：一般建議段與段之間應留有一行的留白（Barrow et al.; Inclusion
Europe）。
5.對齊：所有文字建議靠左對齊，第一行不要使用縮排，每個新的句子都要
從新的一行開始（社家署；CHANGE;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Turner-Cmuchal, 2015）。
6.圖、文配合：表達同一概念的文字與圖像應並列或靠近以避免讀者混淆。
英文一般建議圖片放左邊，文字放右邊，也可採用其他的排版方式，圖、文不應
上下疊置（尤詒君等，2017；臺北市文化局；Barrow et al.; 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Freyhoff et al.;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Turner-Cmuchal）。
7.概念密度：一頁建議不要超過兩個主題，新的主題最好從新的一頁開始（臺
北市文化局；Department of Health;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8.邊界：保留適當的邊界會使版面看起來舒適，要避免塞入太多的訊息（社
家署；Department of Health; Inclusion Europe; Nomura et al, 2010;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9.提供輔助：盡可能附上目錄、頁碼以方便搜尋（社家署；Department of Health;
Inclusion Europe; Mencap;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可以在頁緣使用不同的顏色
以區分主題，但要避免使用紅綠燈的顏色，以免讓讀者認為隱含著好與不好的意
象（CHANGE; Department of Health; Mencap; Turner-Cmuchal）。
10.一致性：整份文件的排版應有一致性，尤其是圖、文的相對位置應保持
固定（社家署；Department of Health; People First New Zealand）。
11.頁數：有些編製指南建議不要超過 20 頁（社家署；Department of Health）；
Inclusion Europe（2009b）則建議若是 100 頁的內容，應考慮拆成三本小冊子發
行。
編製易讀文本需要注意的細節乍看之下非常繁雜，但若歸納整理後會發現與
本章前述智能障礙學生的教材編輯原則完全一致：
1.主題應與學生切身相關。
2.文字撰寫、圖像選用與排版要考慮學生的閱讀能力並有一致性。
下一章，研究者將說明如何依據這些原則來改編金管會所發行的金融基礎教
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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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材研發設計

本研發教材是依前述智能障礙學生教材編輯原則及易讀文本編製原則，為國
中智能障礙學生設計之金融基礎教育教材。以下先說明教材改編設計與教師手冊
設計理念，最後說明教材試用結果與建議。

第一節 金融基礎教育易讀版教材改編設計

一、教材改編理念與架構
本研發教材在分析金管會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學生手冊內容後，先彙整主要
學習概念並徵詢兩位國中特教班教師、兩位成年智能障礙者及其家長1，將六人
中半數以上認為重要的概念保留，再參考國內、外為成年智能障礙者編寫的易讀
版金融書籍（王亭等，2018；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2019；臺北市勞動
力重建運用處，2019；United Response, 2014a, 2014b, 2014c），將本研究規劃的
教學成分依據智能障礙學生教材編輯原則及易讀文本編製原則重新編寫。
為方便教師比對與應用，本研發教材依循金管會所規劃的金融基礎教育學習
架構，分為金錢規劃、借貸與信用、保險與風險管理及理財投資四大主題，表 4
說明本教材教學成分與原金管會擬定之學習概念對照表。

1

甲、乙兩師皆為特教研究所碩士與合格特教老師，甲師總年資 25 年、乙師 21 年，兩人特教班
教學年資皆為 15 年。兩位成年智能障礙者為一男一女，國中時皆就讀特教班：甲女，輕度智能
障礙，高職畢業近十年一直未能成功就業，曾參加職訓局三次，自己管理補助金帳戶，受訪家長
為其母親；乙男，中度智能障礙，高職畢業逾五年，曾待過庇護工廠、小作所，目前在自家經營
的文具店工作並固定領薪，受訪家長為其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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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本教材教學成分與金管會擬定之國中階段學習概念對照表
主題

金管會擬定之學習概念

本教材教學成分

金錢規劃

1.量入為出
2.多樣化的支付工具
3.金錢管理與儲蓄的重要性
4.學習做金錢規劃

1.量入為出
2.支付工具：現金、儲值卡、金
融卡
3.金錢管理與儲蓄的重要性
4.學習做金錢規劃

借貸與信用

1.借貸目的
2.信用價值
3.信用卡與信用的關係

1.借錢的原因、對象與優缺點
2.信用的定義與重要性

1.風險管理的概念
2.保險的基本概念

1.常見的風險
2.預防風險的方法
3.保險：健保、勞保、汽機車強

保險與
風險管理

理財投資

3.全民健康保險

制險

1.認識金融機構
2.投資風險
3.投資的原則與態度

1.認識金融機構

二、文本撰寫與分析
撰寫文本時，研究者先將每一教學成分以淺白、直述的主動句型書寫，句子
盡量簡短、正向描述並減少標點符號的使用，字型採用 16 號正黑體與 Arial。考
慮到安置於國中特教班的智能障礙學生，障礙程度可能從輕度到重度不等，而輕
度智能障礙者的閱讀能力約能達到國小五年級左右（林寶貴，1989），為了提升
本教材的實用效益，除了供國中特教教師教學使用外，希望閱讀能力較佳的輕度
智能障礙學生也能自行閱讀學習，因此將文本難度設定為國小四年級或以下。文
本初稿撰寫完成後，先利用臺灣師範大學開發的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分析系統
（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簡稱 CRIE）（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可讀性研
究團隊，2019）來分析本研發教材每一個主題的字數、句平均詞數與難詞數是否
在四年級或以下，表 5 說明文本適讀年級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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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教材適讀年級分析表
單元

主題

字數分析

句平均詞數分析

難詞數分析

179
G1～G2

4.7
<G1

38
G1～G2

153

7.54

15

G1～G2

G1～G2

<G1

138
G1～G2

7.33

17

<G1

<G1

94

10

<G1

7.63
G1～G2

<G1

124

7.7

11

G1～G2

G1～G2

<G1

111

8.11

11

G1～G2

G1～G2

<G1

131
G1～G2

6.75

15

<G1

<G1

82

7.86

10

<G1

G1～G2

<G1

80

7.29

15

<G1

<G1

<G1

106

15

<G1

7.89
G1～G2

<G1

126

8.2

16

G1～G2

G1～G2

<G1

325
G2～G3

5.79
<G1

47
G2～G3

271
G2～G3

8.2
G1～G2

30
G1～G2

148

6.62

17

G1～G2

<G1

<G1

2. 選 擇 適 合 我 的 金
融機構

171
G1～G2

7.23

17

<G1

<G1

3. 認 識 金 融 機 構 常
用語詞

317
G2～G3

5.13

69
G2～G3

1.付錢的方式
2.買東西
單元 1 3.存錢
管理我
的錢
4.幫助別人
5.紀錄收入和支出
6.做預算，好好使用
我的錢
1.檢查支出
單元 2 2.可以跟誰借錢
我的錢
不夠用 3.做預算，準時還錢
4. 做 一 個 有 信 用 的
人
1.什麼是風險
單元 3
2. 讓 我 更 安 全 的 方
小心，
法
有危險
3.認識常用的保險
1.什麼是金融機構
單元 4
認識金
融機構

<G1

註：採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CRIE 分析本教材的適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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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現難詞，會進行兩次篩選，將常用語詞保留，非常用語詞首先考慮使用
較簡單的同義詞替代，若找不到適當的同義詞，則使用解釋或舉例作為輔助，篩
選方式如下：
（一）詞頻分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語文課程綱要的學習內容設定第二
學習階段常用語詞的使用為 2000 個（教育部，2018f），研究者將難詞放入常用
詞頻表（吳鑑城等，2018）中進行分析，詞頻排序 2000 以內予以保留，超過 2000
以上的難詞再進行第二輪篩選。
（二）專家教師審查：詞頻排序超過 2000 的難詞會由研究者與上述兩位特
教班教師進行審查，三人一致認定為生活常用語則予以保留，若有一人以上判定
非生活常用語則用同義詞替代或提供輔助。
三、添加圖像
考慮到國中特教班中的智能障礙學生從輕度到重度不等，因此本研發教材中
每一主要的學習概念都會有對應的圖像，並盡量以背景乾淨的彩色照片為主，無
法以照片呈現的概念，再使用繪圖軟體繪製。
四、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發教材除了參考金管會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學生手冊內容外，也參考了
國內、外為成年智能障礙者編寫的易讀版金融書籍（王亭等，2018；財團法人心
路社會福利基金會，2019；Money Advice Service, 2013），配合各教學成分不同
的性質，設計了選擇、填空等教學活動，並搭配範例或圖像作為輔助。
五、排版
本研發教材版面設計原則如下：
（一）考慮閱讀舒適性，使用標準字距、1.5 倍行高、段與段之間留有一行
的留白並使用標準邊界。
（二）為使教材中各主題清楚、明確，一頁只有一個主題，教學活動隨附在
文本之後，新的主題會從新的一頁開始，並附上目錄、頁碼以供查詢。
（三）本研發教材一致採用左圖右文的方式呈現，所有文字靠左對齊，第一
行不使用縮排。
（四）教材外觀使用便於複印的 A4 大小，完成的教材頁數總計 31 頁。雖
然有些易讀指南建議不要超過 20 頁，但是考慮到若要完整教授本教材，授課時
間會超過一學年，一般教師通常會抽取部分主題來設計課程，而非直接使用整本
教材，超過 20 頁並不影響學生課堂中的學習；若是做為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自
學資源，31 頁也符合部分易讀指南的建議，比起依單元分成 10 頁以下四本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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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冊子，完整的一本學生手冊更能前後對照，加深學習效果。
六、品管
教材初稿完成後，會進行兩次的品管：第一次是由研究者與專家教師進行審
查，將常用詞頻表中詞頻超過 2000 以上的難詞做替換或提供輔助；第二次是由
國中智能障礙學生擔任品管員，研究者先搭配相關主題課程在國中特教班試用，
最後依據學生學習情形及教材適讀性問卷進行修正。

第二節 教師手冊設計理念

承第二章所述，智能障礙學生的課程設計應考量其生態環境，並做跨領域
的統整，因此本研發教材僅將各主題中的主要概念改編為易讀版，實際應用應依
授課教師所任教的學生需求彈性調整。
教師手冊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編輯大意、使用說明、教學設計示例與各單元
的教學指引。每個單元都有「教學重點提示｣、「教材調整建議｣及「學習重點統
整表｣，建議教師在使用時，先評估學生的生態環境、能力和需求，參考「教學
重點提示｣與「教材調整建議｣進行課程規劃，並依授課領域從教師手冊中挑選合
適的「學習重點｣。

第三節 教材試用後建議

一、教材試用結果
搭配相關主題課程，研究者在國中特教班對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試用第一
單元 2 買東西、5 紀錄收入和支出，及第三單元 3 認識常用的保險－健保，教學
後讓學生勾選適讀性問卷，問卷分析結果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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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教材適讀性問卷分析結果

自己能看懂
勾選人數/總人數

老師教就能看懂
勾選人數/總人數

老師教還是不懂
勾選人數/總人數

單元一 2
買東西
中度
重度

單元一 4
紀錄收入和支出
中度
重度

單元三 3
認識常用的保險－健保
中度
重度

2/3

0/1

2/3

0/1

2/3

0/1

1/3

0/1

1/3

0/1

1/3

0/1

0/3

1/1

0/3

1/1

0/3

1/1

從表 6 可以看到，在研究者所任教的智能障礙學生中，多數中度學生認為可
以自行閱讀並理解，少數中度學生在教師說明後能理解，重度學生經教學後仍然
無法理解，問卷填答結果與教師課堂觀察一致。依據學生學習情形及適讀性問卷
分析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文本難度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適中、對重度學生偏難。
研究者在教學中發現：部分中度智能障礙學生能夠自行閱讀學生手冊，部分
學生僅能認讀其中的生活常用字，重度學生則需教師整篇報讀與協助指認。
由於國中特教班學生可能包含輕度到極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教材文本難度設
定在國小四年級以下並搭配圖像與舉例，就是希望部分輕度學生能夠自行閱讀，
中、重度學生則在教師的教學與圖像輔助下能夠學習。教材試用後發現識字量及
理解力較佳的中度智能障礙學生能自行閱讀與理解，其他中度學生則需教師說明
與協助，而重度學生僅能分辨具體的圖像，顯示文本難度對於中度學生來說是適
切的，對於重度學生來說偏難，但也符合文本當初設定的難度水準與目的。
（二）圖像能輔助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對文本的理解。
研究者在國中特教班試用本教材時，有請中度智能障礙學生先看圖並說出圖
像的含意，重度學生則讓他指認圖像，研究者發現：
1.所有中度學生都能說出圖像所代表的實物，如：早餐、錢。
2.所有中度學生能說出圖像所代表的肢體動作，如：寫字、想事情。
3.多數中度學生能說出圖像所代表的標誌含意，如：健保標誌代表醫院、看
醫生等。
4.重度學生經過多次練習後，能指認畫有實物的圖像，如：健保卡、冰淇淋。
中度學生在無提示下，能夠說出教材中大部分圖像的含意並與文本所要傳達
的概念一致，顯示本教材搭配的圖像對中度智學生來說畫質清晰且能對應文本；
由於重度學生需經過教學和反覆練習才能指認實物圖像，也無法自主表達是否理
解文本內容，因此並不清楚圖像對重度學生的輔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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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後練習題能反映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情況。
教學後，有請學生做第一單元主題 2 和主題 5 的課後練習，第三單元由於只
有抽取主題 3 中健保的部分來授課，所以並未做練習題。兩份練習題中，中度智
能障礙學生的正確率為 50%到 100%，重度學生則在教師報讀、示範、提示與協
助下才能完成，學生作答結果與課堂口頭問答表現一致，顯示本教材的課後練習
題能反映不同障礙程度學生的學習狀況。
二、教材限制
在教材研發與試用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本教材的限制主要有四個：
（一）教材適用對象偏輕、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金融基礎教育的概念對許多重度智能障礙學生來說過於抽象與複雜，在搭配
實物教具的輔助下，重度學生還是僅能指認教材中一些具體、常見的圖像，對於
教材中抽象的概念仍不清楚。
本教材雖無實際對輕度智能障礙學生試用，但在研究者所任教的中度智能障
礙學生中，部分學生能自行閱讀與理解、部分則在教師的說明後能理解，顯示本
教材的適用對象較偏向輕、中度的智能障礙學生。
（二）教材主題未能包含所有智能障礙學生未來生活所需具備的金融基礎教
育。
金管會規劃了從國小到高中職階段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但本教材僅以易
讀方式改寫國中篇教材，雖能涵蓋國小階段的學習目標，但卻未包含高中職階段
的「詐騙｣主題。
（三）文本內容著重在金融基礎教育的主要概念，舉例無法適用各種情境。
學生的生態環境是非常個別化的，都市、偏鄉，或北部、南部、東部等各地
學生的生態差異甚大，即便生活在同個社區，也會因為家庭背景的差異而有不同
的經驗，因此研究者在撰寫文本時，將金融基礎教育的主要概念以易讀的方式改
寫，舉例盡量廣泛、多元，但仍無法完全適配學生個別的生態環境。
（四）練習題未能兼顧情意面向的目標。
一般而言，情意目標需要較長時間的培養和觀察，較難從紙筆測驗中展現或
評定，因此本教材設計的練習題偏向能以紙本呈現的認知及技能層面，並未設計
情意面向的題型。
三、使用建議
（一）搭配教師手冊建議，彈性使用各主題。
本教材分為四大單元，各單元下又分為三到六個次主題，教師在使用時可以
先評估學生的生態環境、能力和需求，參考教師手冊內的「教學重點提示｣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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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調整建議｣，彈性選取學生所需的主題進行課程規劃。
（二）教學目標應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三個面向。
本教材僅提供少許能以紙本形式呈現的練習題示例，教師在進行課程規劃時，
應考量認知、技能與情意三面向的目標，設計口說、書寫、實作、同儕互動等教
學活動，讓學生在課程內容的理解與實踐中，也能有情意的展現與培養。
（三）依據學生生態環境，將文本中的舉例進行改寫或補充。
若文本中的舉例未能適配學生個別的生態環境，建議教師進行改寫或補充，
讓金融基礎教育能夠與學生的生活情境結合。
（四）配合學生的數學能力，調整練習題難度或提供計算機。
本教材的重點在學習管理金錢，而非提升數學運算與應用能力，遇到涉及數
學能力的練習題，建議教師能依學生能力調整題目難度或提供計算機做為輔助。
（五）教導重度或極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時，可做以下調整：
1.搭配實物教具：重度以上的學生，對於文字和圖像的反應與辨識能力較差，
建議教學時多使用實物教具。
2.規劃跨領域的生態課程：對重度以上的學生，完整的生態活動會比孤立的
技能更有效益。建議教師在教導重度以上的學生時，能將金融基礎教育融入跨領
域的生態活動中，如：在「看醫生｣的課程中融入風險的概念與認識健保。
（六）若當作自學資源，鼓勵學生與家人或教師討論。
金錢的管理雖有普遍認為較好的原則，但並無唯一正確的做法。若將此教材
提供給學生自學，建議能鼓勵學生與家人或教師討論，以便適時澄清、商討適合
該位學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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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金錢規劃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教學重點
1. 消費
行為
2. 儲蓄
行為

學習目標
1. 認同
量入
為出
的消
費概
念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社會領域
公 Bl-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
擇？
公 Bl-IV-4 價格如何影響資源分配？
綜合領域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b-IV-1 食物的選購、保存與有效運用。
家 Ba-IV-2 服飾消費的影響因素與青少年的服飾消費
決策及行為。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數學領域
N-7-3 負數與數的混合四則計算（含分數、小數）：使
用「正、負」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四則混合運算。
自然科學領域
Na-IV-2 生活中節約能源的方法。
藝術領域
視 P-IV-3 展覽策劃與執行。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A-sA-3 食物的選購。
特生 B-sA-1 衣服選購。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保管與使用。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A-1 物品再利用的方式。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略。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策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議題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品 EJU4 自律負責。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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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錢規劃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消費
行為
2. 儲蓄
行為

2. 能察
覺廣
告的
陷阱
及迷
思

社會領域
公 Cb-IV-2 媒體與社群網路在公共意見形成的過程
中，扮演什麼角色？閱聽人如何察覺其影
響？
公 Cf-IV-3 廠商間競爭愈激烈，對消費者有什麼影響？
綜合領域
家 Ab-IV-1 食物的選購、保存與有效運用。
家 Ac-IV-1 食品標示與加工食品之認識、利用，維護
飲食安全的實踐策略及行動。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健康與體育領域
Bb-IV-2 家庭、同儕、文化、媒體、廣告等傳達的藥品
選購資訊。
Eb-IV-1 媒體與廣告中健康消費資訊的辨識策略。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A-sA-3 食物的選購。
特生 B-sA-1 衣服選購。
特生 E-sA-4 繳納費用的方式。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K-sP-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特生 K-sA-2 消費者權益的認識。
特職 A-V-2 求職陷阱的辨識。
議題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
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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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錢規劃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消費
行為
2. 儲蓄
行為

3. 能比
較不
同的
儲蓄
及支
付工
具

社會領域
公 Bp-IV-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貨幣有何功用？
公 Bp-IV-2 使用儲值卡和使用貨幣買東西有什麼不同？
公 Bp-IV-3 使用信用卡和使用貨幣買東西有什麼不同？
綜合領域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保管與使用。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E-sA-4 繳納費用的方式。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特生 K-sA-2 消費者權益的認識。

4. 能規
劃及
執行
短期
金錢
計劃

社會領域
公 Bl-IV-5 比較不同資源分配方法之利弊。
公 Bm-IV-1 舉例說明，家庭和學校如何透過誘因影響
學生的行為？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需求？
綜合領域
家 Aa-IV-1 個人與家庭飲食行為之影響因素與青少年
合宜的飲食行為。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a-IV-3 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
行動。
家 Ab-IV-1 食物的選購、保存與有效運用。
家 Dc-IV-1 家庭活動策畫與參與，以互相尊重與同理
為基礎的家人關係聯繫。
家 Ba-IV-2 服飾消費的影響因素與青少年的服飾消費
決策及行為。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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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錢規劃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消費
行為
2. 儲蓄
行為

4. 能規
劃及
執行
短期
金錢
計劃

數學領域
N-7-3 負數與數的混合四則計算（含分數、小數）：使
用「正、負」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四則混合運算。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中常見的數據資料，整理並
繪製成含有原始資料的統計圖表：直方圖、長
條圖、圓形圖、折線圖、列聯表。遇到複雜數
據時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師可使用電腦應用
軟體演示教授。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A-sA-3 食物的選購。
特生 B-sA-1 衣服選購。
特生 E-sP-5 記帳的技能。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E-sA-4 繳納費用的方式。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略。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策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特生 L-sA-4 自我回饋。
議題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品 EJU4 自律負責。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
價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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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錢規劃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1. 消費
行為
2. 儲蓄
行為

5. 了解
金錢
規劃
時，
應同
時注
意消
費、
儲蓄
及公
益的
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社會領域
公 Bl-IV-5 比較不同資源分配方法之利弊。
公 Bm-IV-1 舉例說明，家庭和學校如何透過誘因影響
學生的行為？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需求？
綜合領域
家 Aa-IV-1 個人與家庭飲食行為之影響因素與青少年
合宜的飲食行為。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Aa-IV-3 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策略及
行動。
家 Ba-IV-2 服飾消費的影響因素與青少年的服飾消費
決策及行為。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童 Ba-IV-2 校園關懷服務活動的參與及分享。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A-sA-3 食物的選購。
特生 B-sA-1 衣服選購。
特生 E-sP-4 消費與儲蓄。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略。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策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特生 L-sA-4 自我回饋。
議題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品 EJU4 自律負責。
品 EJU8 關懷行善。
品 J6 關懷弱勢的意涵、策略，及其實踐與反思。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戶 J6 參與學校附近環境或機構的服務學習，以改善環
境促進社會公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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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金錢規劃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1. 消費
行為
2. 儲蓄
行為

6. 知道
應該
為自
己的
金錢
規劃
負責
任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社會領域
公 Bm-IV-2 為什麼不同人對同一誘因的反應不同？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需求？
綜合領域
家 Aa-IV-1 個人與家庭飲食行為之影響因素與青少年
合宜的飲食行為。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與行為。
家 Ba-IV-2 服飾消費的影響因素與青少年的服飾消費
決策及行為。
輔 Cc-IV-1 生涯進路的規劃與資源運用。
輔 Cc-IV-2 生涯決策、行動與調適。
藝術領域
音 P-IV-3 音樂相關工作的特性與種類。
視 P-IV-4 視覺藝術相關工作的特性與種類。
表 P-IV-4 表演藝術活動與展演、表演藝術相關工作的
特性與種類。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P-4 消費與儲蓄。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略。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策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L-sA-1 自我生涯規劃的技巧。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特生 L-sA-4 自我回饋。
特職 A-III-2 工作目的與個人生活的關係。
特職 A-V-6 個人職業能力的提升方式與職業生涯目標
的規劃。
議題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品 EJU4 自律負責。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涯 J1 了解生涯規劃的意義與功能。
涯 J2 具備生涯規劃的知識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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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借貸與信用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1. 借錢
的原
則與
態度
2. 信用
及其
價值

1. 認同
不輕
易借
錢及
準時
還錢
的重
要性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社會領域
公 Bj-IV-1 契約不履行會產生哪些責任？
公 Bj-IV-2 為什麼一般人能自由訂立契約，而限制行
為能力人訂立契約原則上必須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
公 Bj-IV-5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決民事紛爭？這些
解決方法各有哪些優缺點？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需求？
綜合領域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輔 Ba-IV-2 自我管理與學習效能的提升。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慣與態度的培養。
數學領域
N-7-3 負數與數的混合四則計算（含分數、小數）：使
用「正、負」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四則混合運算。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中常見的數據資料，整理並
繪製成含有原始資料的統計圖表：直方圖、長
條圖、圓形圖、折線圖、列聯表。遇到複雜數
據時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師可使用電腦應用
軟體演示教授。
N-8-6 等比數列：等比數列；給定首項、公比計算等比
數列的一般項。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議題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品 EJU3 誠實信用。
品 EJU4 自律負責。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法 J8 認識民事、刑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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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借貸與信用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借錢
的原
則與
態度
2. 信用
及其
價值

2. 認同
信用
的價
值

社會領域
公 Bj-IV-5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決民事紛爭？這些
解決方法各有哪些優缺點？
公 Bp-IV-3 使用信用卡和使用貨幣買東西有什麼不
同？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需求？
綜合領域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童 Aa-IV-1 童軍諾言、規律、銘言的品德實踐與團隊
目標的達成。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議題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品 EJU3 誠實信用。
品 EJU4 自律負責。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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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借貸與信用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借錢
的原
則與
態度
2. 信用
及其
價值

3. 了解
信用
卡與
信用
之關
係

社會領域
公 Bj-IV-5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決民事紛爭？這些
解決方法各有哪些優缺點？
公 Bp-IV-3 使用信用卡和使用貨幣買東西有什麼不同？
綜合領域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科技領域
資 H-IV-1 個人資料保護。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議題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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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保險與風險管理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風險
管理
的方
法
2. 保險
的基
本概
念
3. 全民

1. 知道
風險
管理
的方
法

社會領域
公 Bl-IV-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公 Db-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健保
的重
要性

綜合領域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風險管理與緊急事
件的處理。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與克服困
境的方法。
自然科學領域
Mc-IV-6 用電安全常識，避免觸電和電線走火。
Md-IV-2 颱風主要發生在七至九月，並容易造成生命財
產的損失。
Md-IV-4 臺灣位處於板塊交界，因此地震頻仍，常造成
災害。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G-sP-3 用電安全。
特生 G-sP-4 使用瓦斯及用火安全。
特生 G-sP-5 其他居家安全。
特生 G-sP-6 意外事件的認識。
特生 G-sP-7 天然災害的認識。
特生 G-sA-1 家電用品的使用與維護。
特生 G-sA-3 意外事件的處理。
特生 G-sA-4 天然災害的應變。
特生 H-sP-2 休閒活動的選擇。
特生 H-sA-1 休閒活動內容與時間的規劃。
特生 J-sP-2 道路交通規則的認識與遵守。
特生 J-sA-2 交通事故的處理。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與防範。
特生 K-sP-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策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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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保險與風險管理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1. 風險
管理
的方
法
2. 保險
的基
本概
念
3. 全民

1. 知道
風險
管理
的方
法

健保
的重
要性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特殊需求領域
特職 A-V-3 勞工權益、身心障礙就業服務資訊與相關
法規的認識及查詢方式。
特職 A-V-7 工作場所的危險因子與潛在職業疾病風險
的認識。
特職 A-V-8 職場個人安全。
特職 B-I-1 基本工作安全規範的認識。
特職 B-II-3 安全警語的認識與防災演練。
特職 B-III-3 職場意外災害的認識與處理。
特職 B-III-4 工作場域危險狀況的認識與避免方式。
特職 B-IV-5 職場環境潛在危險的認識與防範。
特職 B-V-4 工作安全規範的認識與安全防護配備的使
用。
特職 B-V-5 職場意外災害的應變方式與處理流程。
特職 B-V-6 自主健康管理的認識。
議題
環 J10 了解天然災害對人類生活、生命、社會發展與
經濟產業的衝擊。
環 J12 認識不同類型災害可能伴隨的危險，學習適當
預防與避難行為。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品 EJU4 自律負責。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的意義。
安 J2 判斷常見的事故傷害。
安 J3 了解日常生活容易發生事故的原因。
安 J4 探討日常生活發生事故的影響因素。
安 J5 了解特殊體質學生的運動安全。
安 J6 了解運動設施安全的維護。
安 J7 遵守環境設施設備的安全守則。
防 J3 臺灣災害防救的機制與運作。
防 J4 臺灣災害預警的機制。
防 J6 應用氣象局提供的災害資訊，做出適當的判斷及
行動。
防 J 了解校園及住家內各項避難器具的正確使用方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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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保險與風險管理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1. 風險
管理
的方
法
2. 保險
的基
本概
念
3. 全民

學習目標
2. 知道
互助
是保
險的
基本
特性

健保
的重
要性
3. 認同
並珍
惜全
民健
保資
源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社會領域
公 Bl-IV-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公 Db-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綜合領域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與克服困
境的方法。
特殊需求領域
特職 A-V-3 勞工權益、身心障礙就業服務資訊與相關
法規的認識及查詢方式。
議題
品 EJU8 關懷行善。
品 J7 同理分享與多元接納。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社會領域
公 Da-IV-3 日常生活中，僅依賴個人或團體行善可以
促成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嗎？
公 Db-IV-1 個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保障，和人性尊嚴及
選擇自由有什麼關聯？
公 Db-IV-2 為什麼國家有責任促成個人基本生活的保
障？
綜合領域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風險管理與緊急事
件的處理。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慣與態度的培養。
輔 Dc-IV-1 同理心、人際溝通、衝突管理能力的培養
與正向經營人際關係的培養。
健康與體育領域
Fb-IV-5 全民健保與醫療制度、醫療服務與資源。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D-sP-7 社區醫療資源的認識。
特生 D-sA-3 就醫知能。
特生 D-sA-5 社區醫療資源的運用。
特職 A-V-7 工作場所的危險因子與潛在職業疾病風險
的認識。
議題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品 EJU4 自律負責。
品 EJU7 欣賞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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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理財投資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投資
風險
2. 投資
的原
則與
態度
3. 認識
金融
機構

1. 了解
投資
風險
的特
性

社會領域
公 Bl-IV-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公 Db-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綜合領域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危機因應與克服困
境的方法。
數學領域
D-9-2 認識機率：機率的意義；樹狀圖。

2. 列舉
數種
投資
工具

社會領域
公 Bh-IV-2 人民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的行政管制？當人
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可以尋求行政救濟
的意義為何？
公 Bp-IV-4 買賣外幣通常透過銀行，哪些人會想要買
外幣？哪些人會想要賣外幣？
公 Db-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綜合領域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P-6 金融機構的認識。
特生 E-sA-2 金融機構的運用。
特生 E-sA-4 繳納費用的方式。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K-sP-2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特生 K-sA-1 社區資源與設施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K-sP-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K-sA-4 身心障礙服務資源的認識與利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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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理財投資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投資
風險
2. 投資
的原
則與
態度
3. 認識
金融
機構

3. 列舉
數種
合法
金融
機構

社會領域
公 Bh-IV-2 人民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的行政管制？當人
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可以尋求行政救濟
的意義為何？
公 Bp-IV-4 買賣外幣通常透過銀行，哪些人會想要買
外幣？哪些人會想要賣外幣？
公 Db-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綜合領域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科技領域
資 H-IV-1 個人資料保護。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P-6 金融機構的認識。
特生 E-sA-2 金融機構的運用。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K-sP-2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特生 K-sA-1 社區資源與設施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K-sP-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K-sA-4 身心障礙服務資源的認識與利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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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理財投資主題對應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課程綱要學習內容（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1. 投資
風險
2. 投資
的原
則與
態度
3. 認識
金融
機構

4. 知道
投資
的原
則與
應有
的態
度

社會領域
公 Bm-IV-1 家庭和學校如何透過誘因影響學生的行為？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需求？
公 Db-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綜合領域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
估，以及合宜的消費行為。
輔 Bb-IV-2 學習資源探索與資訊整合運用。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慣與態度的培養。
特殊需求領域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理。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K-sP-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與防範。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特生 L-sA-4 自我回饋。
議題
家 J7 運用家庭資源，規劃個人生活目標。
家 J8 探討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策略。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品 EJU3 誠實信用。
品 EJU4 自律負責。
生 J5 察覺生活中的各種迷思，在生活作息、健康促進、
飲食運動、休閒娛樂、人我關係等課題上進行價
值思辨，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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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篇

金融基礎教育
易讀版學生手冊

目錄
單元 1 管理我的錢 ……………………...1
1.付錢的方式…………………………………………………..1
2.買東西…………………………………………………….......3
3.存錢…………………………………………………………….5
4.幫助別人……………………………………………………...6
5.紀錄收入和支出……………………………………….......7
6.做預算，好好使用我的錢………………………………9

單元 2 我的錢不夠用………………....11
1.檢查支出…………………………………………..………..11
2.可以跟誰借錢………………………………………….....13
3.做預算，準時還錢……………………………………...15
4.做一個有信用的人……………………………………...16

單元 3 小心，有風險………………....17
1.什麼是風險……………………………………..……..…..17
2.讓我更安全的方法……………………………………...18
3.認識常用的保險…………………………………….…...23

單元 4 認識金融機構………………....26
1.什麼是金融機構……………………………..……..…..26
2.選擇適合我的金融機構……………………………...28
3.認識金融機構常用語詞………………………….…...29

單元 1 管理我的錢
1.付錢的方式
常見的付錢方式有：現金和卡片。

現金
現金包括硬幣和紙鈔。

硬幣分成：
1 元。
5 元。
10 元。
50 元。

常見的紙鈔分成：
100 元。

500 元。
1000 元。

1

卡片
常見的卡片有：儲值卡和金融卡。

儲值卡
先把錢存在儲值卡裡面，
就可以用儲值卡來買東西或坐車。
儲值卡裡面的錢用完了，
就要再存錢進去。
悠遊卡、一卡通、i-cash 都是儲值卡。

金融卡
金融卡又叫做提款卡。
先把錢存在金融機構裡面，
要用錢的時候，拿金融卡去領錢。
我存了多少錢，就只能領多少錢。
金融機構包括銀行、郵局和農會。

2

2.買東西
買東西時要先想：
1.我需要這個東西還是想要這個東西？
2.我的錢夠不夠？

需要
需要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有的東西。
例如：早餐、衛生紙、衣服等。
沒有這些東西，生活會有困難。

想要
想要就是生活中不一定要有的東西。
例如：冰淇淋、玩具、名牌衣等。
沒有這些東西，還是可以過生活。

有時候，我會很想買想要的東西，
要想一想，只買需要的東西，
要比較價格，
選擇可以用自己的錢買的東西。

3

練習題：
1.哥哥想要買下面這些東西，請幫哥哥把需要的東西打√。
□ 早餐

□ 冰淇淋

□ 搭公車

□ 汽車玩具

2.哥哥有 50 元，請把哥哥可以買的早餐打√。
□ 漢堡和鮮奶

60 元

□ 包子和米漿

35 元

4

3.存錢
存錢，就是把錢放在存錢筒或金融機構，
等要用的時候再拿出來。
金融機構包括銀行、郵局和農會。

把錢存在金融機構比較安全，
每年還會多得到一些利息。
利息就是金融機構多給我的錢。

存錢，可以買需要但是比較貴的東西。
存錢，可以買想要的東西。

有收入的時候，減掉需要用的錢，
要把剩下的錢存起來，留著以後用。
收入，就是我得到的錢。

5

4.幫助別人
收入減掉需要用的錢和想存的錢，
有剩下的錢可以幫助別人。
收入，就是我得到的錢。

用錢幫助別人，
可以把錢投入捐款箱，
或是參加學校的捐款活動。

如果沒有剩下的錢，
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幫助別人：
捐發票、捐舊衣、當義工等。

6

5.紀錄收入和支出
收入就是我得到的錢，
包括零用錢、獎學金、利息等。
我有工作的時候，收入還包括薪水。
紀錄收入，
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錢可以用。

支出就是我花掉的錢，
包括買早餐、搭公車、看醫生等。
紀錄支出，可以知道自己花了哪些錢。

可以使用記帳本紀錄收入和支出。
每天紀錄收入和支出，能幫助我管理錢。

7

練習題：
媽媽 6 月 2 日給哥哥零用錢 100 元。

哥哥買了一份早餐 40 元。

哥哥搭公車 12 元。

哥哥買了一支冰淇淋 35 元。

1.請幫哥哥把這些收入和支出寫在下面的記帳本裡面。
日期

項目

收入

6月2日

零用錢

100

6月2日

早餐

支出

100
40

*餘額就是剩下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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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

60

6.做預算，好好使用我的錢
做預算就是做花錢的計畫。

花錢的計畫有 5 個步驟：

1.算一算自己的收入有多少。

2.寫下來需要買的東西。

3.比較不同商店的價格，
選擇比較便宜的商店。

4.寫下來想要存多少錢。

5.收入減掉需要用的錢和想存的錢，
如果有剩下的錢，
可以買想要的東西或幫助別人。

9

練習題：
1.做一星期的預算：
元。

1.算一算自己的收入有

2.寫下來需要買的東西：

3.比較不同商店的價格，
把比較便宜的寫下來。
需要買的東西

價格

商店

元。

4.我想要存

5.收入減掉需要用的錢和想存的錢，
等於剩下的錢。
－

－

剩下的錢可以買想要的東西
或幫助別人。
10

＝

單元 2 我的錢不夠用
1.檢查支出
錢不夠用的時候，
先檢查支出的項目，
看看自己買了需要的東西，
還是買了想要的東西。

如果自己買了一些想要的東西，
要提醒自己：
先存錢，
錢存夠了才可以買想要的東西。

如果自己買的都是需要的東西，
要跟家人討論解決辦法：
想一想，不急著用的東西慢一點買。
幫忙做家事來換零用錢。
先拿下次的零用錢。
其他解決辦法：

11

練習題：
姊姊要買早餐時發現錢不夠。
1.請幫姊姊檢查支出的項目，把想要的項目圈起來。
日期

項目

收入

支出

3月4日

零用錢

200

3月5日

早餐

40

160

3月5日

搭公車

12

148

3月5日

紅茶

10

138

3月6日

早餐

40

98

3月6日

搭公車

12

86

3月6日

玩具汽車

50

36

200

2.從記帳本裡，我看到：
□姊姊買的都是需要的東西。
□姊姊買了需要的東西，也買了想要的東西。

3.姊姊要買早餐時發現錢不夠，
請幫姊姊想一想解決辦法：

12

餘額

2.可以跟誰借錢
要買需要的東西，錢不夠時，
可以跟家人、老師或警察借錢。

因為自己或家人受傷或生病，錢不夠時，
要找家人、老師或社工幫忙。

借錢時，要先想一想自己能不能還錢。
確定自己能還錢，才能借錢。

13

練習題：
1.想一想下面這些情況，如果錢不夠，可以借錢的情況打√。
□ 我打破同學的杯子，要賠 50 元。
□ 我想玩線上遊戲，
買遊戲點數要 300 元。
□ 我想參觀博物館，門票要 250 元。
□ 我想參加學校的露營活動，
露營活動費用 2 千元。
□ 我參加籃球隊，
我想買一雙 8 千元的限量版球鞋。
□ 我的鞋子壞了，
我想買一雙 900 元的新球鞋。
□ 天氣好熱，我想買一杯 10 元的紅茶。

□ 我想買一個 15 元的肉包當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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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預算，準時還錢
借錢時要約定還錢的時間。
跟家人或社工一起討論還錢的計畫，
讓自己可以準時還錢。

還錢的計畫有 3 個步驟：

1.算一算自己的收入有多少。

2.算一算要還多少錢。

3.在約定的時間準時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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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一個有信用的人
信用就是別人相信：
我答應的事情，我就會做到。
答應的時間，我會準時到。
如果不能準時到，我會先告訴對方。
借錢，我會準時還錢。
如果不能準時還錢，我會先告訴對方。
借了東西，我會保管好並準時歸還。

做一個有信用的人，
別人才會願意借錢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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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3 小心，有風險
1.什麼是風險
風險就是可能會發生危險。
例如：
在走廊奔跑可能會摔跤，
這就是在走廊奔跑的風險。
使用剪刀可能會割傷手，
這就是使用剪刀的風險。

風險分成 4 種：
我受傷、生病或死亡。

我的東西不見了或壞了。
因為我不小心，別人受傷或死亡，
我要賠錢給別人。
因為我不小心，
別人的東西不見了或壞了，
我要賠錢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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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讓我更安全的方法
遵守生活中的注意事項，讓我更安全。

住家安全注意事項

請家人陪我使用電器和瓦斯爐。

有人敲門或按門鈴，
要請家人確認安全再開門。

不要碰我！

有人碰我的身體，我覺得不舒服，
要大聲說：不要碰我。

遇到問題要找家人幫忙。

其他住家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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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注意事項

在走廊慢慢走。

玩遊戲要輪流。

注意聽老師說，
正確使用教室裡的東西。

遇到問題要找老師幫忙。

其他校園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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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全注意事項

出門前，要告訴家人：
去哪裡、和誰一起去、幾點回家。

只去明亮的地方。

不拿陌生人的東西。

遇到問題
要找警察或便利商店店員幫忙。

其他社區安全注意事項：

20

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行人要走人行道或騎樓。

過馬路要走斑馬線或天橋。

紅燈停、綠燈行。

騎車要戴安全帽。

其他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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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注意事項

先洗手，再吃東西。

每天要刷牙。

只吃保存期限內的食物。

多運動。

其他健康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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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常用的保險
如果發生風險，
我可以用我存的錢解決問題，
也可以讓保險幫我解決問題。
風險就是可能發生的危險。

保險就是我先繳錢給政府或保險公司，
如果發生風險，
政府或保險公司會付一些錢，
幫我解決問題。
常見的保險有：
健保、汽機車強制險、勞保。

健保
健保就是健康保險。
我先繳錢給政府，
生病或受傷的時候，
看醫生、住院會比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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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強制險
汽機車強制險就是汽車和機車的保險。
如果我有汽車或機車，
要先繳錢給保險公司，
如果發生車禍，對方受傷了，
保險公司會幫我付一些錢給對方。

勞保
勞保就是工作的保險。
我有工作的時候，
每個月會從薪水裡扣一些錢給政府，
遇到生小孩、退休、
工作的時候受傷或死亡、
上下班的時候受傷或死亡，
就有錢可以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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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
媽媽出門買菜時，騎機車撞到一個路人。
路人受傷住院，媽媽也受傷住院。
1.請問哪些保險可以幫助媽媽，對的打√。

□ 媽媽有健保，住院會比較便宜。

□ 媽媽有勞保，出門買菜的時候受傷，
可以跟勞保領錢。

□ 媽媽的機車有汽機車強制險，
保險公司會付一些錢給媽媽。

□ 媽媽的機車有汽機車強制險，
保險公司會付一些錢給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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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4 認識金融機構
1.什麼是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就是可以幫我保管錢的地方。
金融機構包括銀行、郵局和農會。

我可以先把錢存在金融機構裡，
要用錢的時候再領出來。
把錢存在金融機構比較安全，
每年還會多得到一些利息。
利息就是金融機構多給我的錢。

金融機構還有其他的服務，
例如：借錢、換外幣等。
使用金融機構的服務前，
要跟家人或社工討論，
確定自己真的需要才申請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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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
1.下面哪些地方是金融機構？對的打√。

□ 郵局

□ 便利商店

□ 銀行

□ 農會

□ 超市

□ 存錢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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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適合我的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包括銀行、郵局和農會。

要選擇合法的金融機構。
合法就是符合政府的規定，
選擇合法的金融機構比較安全。
可以請家人或社工帶我去
合法的金融機構。

可以選擇離家比較近的金融機構，
從家裡走路或騎車就可以到。
選擇離家比較近的金融機構比較方便。
離我家比較近的金融機構有：

可以選擇跟家人一樣的金融機構。
選擇跟家人一樣的金融機構比較方便。
我的家人使用的金融機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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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金融機構常用語詞
外幣
外幣就是外國的錢幣，
例如：美金、日圓、港幣等。

存款
存款就是存錢。

存摺
存摺就是紀錄我領錢、存錢的本子。

金融卡
金融卡又叫做提款卡。
先把錢存在金融機構裡面，
要用錢的時候，再拿金融卡去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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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信用卡可以買東西。
買東西的時候先刷信用卡，
收到信用卡的繳款通知單再付錢。

帳戶
帳戶就是金融機構裡我存錢的地方。

帳號
帳號是一組數字，代表我的帳戶。
每個人的帳號都不一樣。
在金融卡和存摺上，會有我的帳號。

密碼
密碼就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數字。
在金融機構存錢、領錢時要輸入密碼。

貸款
貸款就是借錢。

30

開戶
開戶就是在金融機構
申請一個存錢的地方。

提款
提款就是領錢。

提款機
提款機就是隨時都可以領錢的機器。
使用提款機領錢要帶：金融卡、密碼。

匯款
匯款就是在別人的帳戶裡存錢。

轉帳
轉帳就是把自己帳戶裡的錢
轉到別人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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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大意
本研發教材是為國中智能障礙學生設計之金融基礎教育教材，依
據智能障礙學生教材編輯原則及易讀文本編製原則，將金管會 2018
年發行的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學習手冊改編而成。
金錢的使用遍及生活各個層面，也是影響許多成年智能障礙者獨
立生活的關鍵能力。十二年國教國中階段，各家版本的教科書在社會
及綜合領域都規劃了金融基礎教育相關內容，但卻無一套適合學齡階
段智能障礙者的完整教材，因此有了研發本教材的構想。
本研發教材依循金管會所規劃的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分為金
錢規劃、借貸與信用、保險與風險管理及理財投資四大主題。有鑑於
智能障礙學生的課程設計應考量其生態環境，因此本研發教材僅將各
主題中的主要概念改編為易讀版，實際應用應依授課教師所任教的學
生需求彈性調整。
本教師手冊最後的附錄，收錄了國內、外以智能障礙者為對象的
金融基礎教育相關教材，供教師參考使用。
期待本教材能夠提升智能障礙學生自立、自主的能力，讓他們有
更多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以呼應「國際身心障礙權利公約｣中無障
礙、機會均等與充分融入社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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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教材設計理念
本教材難度設定為國小四年級以下，主要的學習概念都有搭配圖
像輔助，可供國中特教教師教學使用，亦可提供給學習功能輕度缺損
之學生自學。

教材架構
單元

主題

教學目標

1.付錢的方式

認識各種支付工具
分辨需要和想要，建立量入為出的觀

2.買東西
一、
管理我
的錢

念

3.存錢

了解儲蓄的定義、目的和方式
了解可以用金錢做公益及其他參與公

4.幫助別人

益方式

5.紀錄收入和支出

了解記帳的目的和方式
學習做花錢的預算規劃，排定優先次

6.做預算，好好使用我的錢

二、

序，兼顧消費、儲蓄與公益
了解入不敷出的原因和可能的解決辦

1.檢查支出

法

我 的 錢 2.可以跟誰借錢

學習判斷借錢的目的、需求和對象

不夠用

3.做預算，準時還錢

學習做還錢的預算規劃

4.做一個有信用的人

了解信用的定義和重要性

1.什麼是風險

了解風險的定義和類型

三、

小心，有 2.讓我更安全的方法

了解預防風險的方法

風險

3.認識常用的保險

認識健保、勞保、汽機車強制險

四、

1.什麼是金融機構

了解金融機構的定義和常見服務

認 識 金 2.選擇適合我的金融機構

了解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金融機構

融機構

認識金融機構中常用語詞的定義

3.認識金融機構常用語詞
ii

教學使用建議
本教師手冊包含「教學設計示例｣與「各單元教學指引｣。教學指
引包括「教學重點提示｣、
「教材調整建議｣及「學習重點統整表｣，教
師可在評估學生的生態環境、能力和需求後，參考「教學重點提示｣
與「教材調整建議｣，彈性選取學生所需的主題進行課程規劃，並依
授課領域從教師手冊中挑選合適的「學習重點｣。
考慮到每位智能障礙學生的需求和生活經驗不同，教師可參考「
教材調整建議｣，將學生手冊的內容或舉例進行增加、刪減或改寫，
涉及到數學計算的練習亦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本教材僅提供少許的練
習題示例，且較偏向認知與技能層次的檢核，教師在進行課程規劃時
，應同時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三個面向，讓學生在課程內容的理解
與實踐中，同時能有情意的展現與培養。
本教師手冊所選用之「學習重點｣為第四階段，教師可依課程規
劃與學生能力進行增加、刪減或簡化、減量、分解、替代等調整。
教學設計建議採以下兩種方式進行（可參考「教學設計示例｣）：
一、以金融基礎教育為主題規劃課程：
（一）單一領域課程規劃：
1.挑選教材裡大、小單元做為社會領域、綜合領域或特殊需求領
域之課程主題。
2.將教材做為國文課文本，教導聽、說、讀、寫等能力。
（二）跨領域課程規劃：挑選教材裡大、小單元做為跨領域課程
主題，依據各領域學習重點規劃教學目標與教學活動。
二、搭配其他與金融基礎教育相關的生態活動（如：外出用餐、
iii

校慶義賣、畢業展等）
，教導金融教育相關知能。
（註：本教材的適用
對象較偏輕、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教導重度以上的學生時，建議能採
用此類課程設計。）

學生自學適用時機與建議
本教材編寫時將文本難度設定為國小四年級以下，主要的學習概
念也都有搭配圖像輔助，教師亦可將此教材放置於班級書庫或提供給
學習功能較佳之智能障礙學生，讓學生自行閱讀、學習。
金錢的使用雖有普遍認為較好的原則，但並無唯一正確的做法，
若將此教材提供給學生自學，可鼓勵學生與家人或教師一起討論較適
合自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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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示例
一、以金融基礎教育為主題規劃課程：
（一）單一領域課程規劃示例
教學時間可
依實際需求
調整。

領域

社會

單元名稱

教學時間

2周

教學者

教材來源

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易讀版學生手冊
貨幣的功能

課程架構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請
學習內容可
參考本教師
手冊各單元
「跨領域學
「學習重點
習重點統整
統整表｣，並
表｣，並依課
依課程規劃
程規劃與學
與學生能力
生能力進行
進行增加、
增加、刪減
刪減或簡
或簡化、減
化、減量、
量、分解
分解、替代
、替代等調
等調整。
整。

付錢的方式

貨幣的分類
各種貨幣的使用方式

學習表現

付錢的方式
○○○

課程架構可參考本教師手冊各
單元「教學重點提示｣與「教材
調整建議｣，依據學生需求進行
規劃。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
係。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並了解其抉擇。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
人討論。

學習內容

公 Bp-IV-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貨幣有何功用？
公 Bp-IV-2 使用儲值卡和使用貨幣買東西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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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領域課程規劃示例
領域

國文、數學、特需

單元名稱
教學者

付錢的方式
○○○

教學時間

2周

教材來源

1.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易讀版學生手冊
2.教師自編數學教材
字詞理解與書寫（「硬幣｣、「儲值卡｣等）
句型理解與應用（「…就…｣等）
國文
付錢的

課文大意
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課程架構
方式

數學

負數的意義與認讀（儲值卡餘額等）
貨幣的功能

特需

貨幣的分類
使用不同種類的貨幣購物

學習表現

國文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
的與觀點。
數學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
則運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題。
特需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避免遺失。
特生 2-sA-1 具備儲蓄、使用塑膠貨幣及行動支付的技能。

學習內容

國文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vi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數學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
負」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特需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保管與使用。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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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配涉及使用金錢的課程主題之課程規劃示例：
領域

國文、數學、綜合、特需

單元名稱

教學時間

1 個月

教學者

教材來源

1.金融基礎教育國中篇－易讀版學生手冊
2.教師自編國文文本、數學教材

超市購物
○○○

字詞理解與書寫（「超市｣、「結帳｣等）
句型理解與應用
國文

課文大意
分享在超市購物的經驗

超市

數學

錢幣的認識與加總

課程架構
購物

整數基本計算（商品總額、找錢）
綜合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如：超市與超商）
個人金錢管理（分辨需要與想要）

特需

購物流程
使用不同種類的貨幣購物(現金、儲值卡)

學習表現

國文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
的與觀點。
數學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
則運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題。
綜合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 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
與運用。
特需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避免遺失。
特生 2-sA-1 具備儲蓄、使用塑膠貨幣及行動支付的技能。
viii

國文

學習內容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數學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
負」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綜合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的金錢與時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資源運用與風險評估，以及
合宜的消費行為。
特需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保管與使用。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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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 管理我的錢
1.付錢的方式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現金與卡片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數學

1.認識幣值。
2.負數的認識與計算：儲值卡餘額為負數與儲值金額計算。

社會

1.了解金錢的功能。
2.認識各種支付方式。

綜合

1.認識各種支付方式。
2.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習慣。

特需

1.認識各種支付方式。
2.使用不同的支付方式進行購物。

教材調整建議
1.200 及 2000 元紙鈔較少見，故教材中未介紹，如學生有使用需求，可增加。
2.考量到使用的安全性，故未提及信用卡與行動支付，如學生有使用需求，可增
加。信用卡的介紹可參考學生手冊第四單元主題 3，建議教學時應強調負責任
的態度(刷卡後仍需要繳費)與過度消費的後果(卡債、信用破產等)；也建議教
師能提供家長民法第 14、15 條關於有心智缺陷者在從事消費、借貸等行為時
法律上的規定及保障。
3.可延伸教導學生分辨真、假鈔。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語文
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2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觀點。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數學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解決問題。
四則混合運算。

社會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p-IV-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貨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幣有何功用？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p-IV-2 使用儲值卡和使用貨幣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買東西有什麼不同？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解其抉擇。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綜合
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
與時間管理。
用。

特需

特生 2-sA-1 具備儲蓄、使用塑膠
貨幣及行動支付的技能。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
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K-sP-5 購物的流程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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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買東西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需要與想要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數學 1.比大小：比較價格高低、比較自己的錢與商品價格。
1.了解金錢的功能。
社會 2.了解個人與家庭消費習慣。
3.分辨需要與想要。
綜合

1.了解個人與家庭消費習慣。
2.了解量入為出的重要。

健體 1.認識各種健康相關商品資訊，用以評估個人與家庭需求。
藝術 1.評估需求，規劃展演活動的經費。
1.認識各種商品特性，用以評估個人與家庭需求。
特需 2.分辨需要與想要。
3.認識設立目標、做決定與解決問題的方法。

教材調整建議
1.需要、想要的舉例可依據學生生活經驗進行改寫或補充。需要和想要的判斷，
須考量年紀和商品的特性（是否屬於生活必需品）
、功能（個人特殊需求）
、數
量（一雙鞋或三十雙鞋）、價格等面向，有時並無絕對的標準，教師在選擇範
例時，應考量學生的認知能力、個人及家庭的需求與消費習慣，教學時應強調
消費前要思考、排序、和家人討論等歷程。
2.可搭配「存錢｣、「幫助別人｣與「做預算｣三個主題，探討金錢的分配。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語文
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4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觀點。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數學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解決問題。
四則混合運算。

社會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做選擇？如何選擇？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機會成本？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公 Bl-Ⅳ-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解其抉擇。
公 Bl-IV-4 價格如何影響資源分配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公 Bp-IV-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貨
論。
幣有何功用？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
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
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
與行為。
用。
家 Ba-IV-2 服飾消費的影響因素與
青少年的服飾消費決策及行為。
綜合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的金錢與時
間管理。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
資源運用與風險評估，以及合宜
的消費行為。
4a-Ⅳ-1 運用適切的健康資訊、產 Bb-IV-2 家庭、同儕、文化、媒體、
品與服務，擬定健康行動策略。
廣告等傳達的藥品選購資訊。
健體
Eb-IV-1 媒體與廣告中健康消費資
訊的辨識策略。
視 3-Ⅳ-2 能規劃或報導藝術活
視 P-IV-3 展覽策劃與執行。
藝術
動，展現對自然環境與社會議題
的關懷。
特生 1-sA-5 選購適合自己的衣物。
特生 1-sA-11 選用適合自己的盥洗
清潔及美容美髮用品。
特需
特生 2-sP-5 記錄個人日常生活收
支，購物前衡量自身財力與實際
需求。
5

特生 A-sA-3 食物的選購。
特生 B-sA-1 衣服選購。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
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生 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
責。

6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3.存錢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儲蓄與金融機構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數學
社會
綜合

1.整數基本計算：計算收入、生活所需花費與儲蓄金額。
2.小數的認識與計算：利息的認識與計算。
1.了解金錢的功能。
2.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了解儲蓄的好處。

1.認識儲蓄的方法與好處。
特需 2.了解收支管理的重要。
3.認識金融機構的功能。

教材調整建議
1.「金融機構｣除了銀行、郵局和農會，還包括漁會、信用合作社等，可替換為
學生住家或學校附近常見的金融機構類型，也可替換為實際的例子，如：岡山
農會、土地銀行等。
2.可搭配「買東西｣、「幫助別人｣與「做預算｣三個主題，探討金錢的分配。
3.可搭配第四單元教導學生認識金融機構。
4.若此主題單獨授課，應先確認學生是否理解需要與想要的差別，或是參考「買
東西｣的課文，另外補充說明。
5.利息是指透過存款、借貸或投資，由母金所生的子金。在本教材中為避免學生
混淆，僅在此主題提到利息，若教師同時教授第二單元主題 2「借錢｣或是使
用信用卡，應教導學生區辨各種利息。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意，分享自身經驗。
字音和字義。
語文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用 3,500 字。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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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觀點。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解決問題。
四則混合運算。
數學
n-IV-9 使用計算機計算比值、複雜
的數式、小數或根式等四則運算
與三角比的近似值問題，並能理
解計算機可能產生誤差。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IV-5 比較不同資源分配方法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之利弊。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衣住行的需求？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公 Bp-IV-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貨
社會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幣有何功用？
解其抉擇。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綜合
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
與時間管理。
用。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
避免遺失。
特生 2-sP-2 建立簡單的儲蓄行為。
特生 2-sA-1 具備儲蓄、使用塑膠
貨幣及行動支付的技能。
特需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E-sP-1 日常財物的保管與使
用。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P-4 消費與儲蓄。
特生 E-sP-6 金融機構的認識。
特生 K-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
理。

特生 3-sP-2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源。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特生 3-sA-2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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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幫助別人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公益活動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參與公益活動的方式。
數學 1.整數基本計算：計算收入、生活所需花費、儲蓄與餘額。
1.了解金錢的功能。
社會 2.了解公益活動的目的與重要性。
3.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綜合

1.認識校內公益活動。
2.參與公益活動。

1.認識社區公益資源，分辨公益與詐騙。
特需 2.了解收支管理的重要。
3.設立目標參與公益活動並提供自我回饋。

教材調整建議
1.公益活動的舉例可依據學生生活經驗進行改寫或補充，如：華山基金會年菜捐
助、社區清掃志工、創世基金會捐發票救植物人等。
2.可搭配「買東西｣、「存錢｣與「做預算｣三個主題，探討金錢的分配。
3.若此主題單獨授課，應先確認學生是否理解需要的意義，或是參考「買東西｣
的課文，另外補充說明。
4.可延伸探討假公益、真詐騙的例子。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意，分享自身經驗。
字音和字義。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語文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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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學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解決問題。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公 1a-Ⅳ-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
概念。
社 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四則混合運算。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機會成本？
公 Bl-Ⅳ-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
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公 Bl-IV-5 比較不同資源分配方法
之利弊。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衣住行的需求？
社會
解其抉擇。
公 Bp-IV-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貨
社 2c-Ⅳ-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
幣有何功用？
願意付諸行動。
公 Da-Ⅳ-3 日常生活中，僅依賴個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人或團體行善可以促成社會公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平正義的實現嗎？
論。
社 3d-Ⅳ-3 執行具有公共性或利他
性的行動方案並檢討其歷程與
結果。
綜合

3b-IV-1 落實社會服務的關懷行動
，以深化服務情懷。

童 Ba-IV-2 校園關懷服務活動的參
與及分享。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3-sA-2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特生 3-sA-3 辨識各種詐騙行為及
避免受騙。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
特需
定的能力。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生 4-sA-9 肯定自己的能力與表
現。
特生 4-sA-10 願意持續付出時間與
心力，充分發揮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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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
理。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
略。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5.紀錄收入和支出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記帳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記帳的好處。
1.整數基本計算：計算收入、支出與餘額。
數學 2.數據整理。
3.認識統計圖表。
社會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了解記帳的方法、功能與好處。

綜合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了解記帳的方法、功能與好處。

藝術 1.記錄展演活動的經費使用情形。
特需

1.了解記帳的方法、功能與好處。
2.能持續記帳，了解自己的收支狀況並提供自我回饋。

教材調整建議
1.收入、支出的舉例可依據學生生活經驗進行改寫或補充。
2.記帳練習所設定的金額可依學生生態環境調整為真實價格。
3.若學生對應表格欄位有困難，可將記帳表各行或各列用不同顏色做網底標示；
可依學生能力調整記帳練習項目與示範的多寡，也可讓學生使用計算機。
4.可提供真正的記帳本讓學生練習；可搭配班級增強制度，讓學生體驗記帳。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意，分享自身經驗。
字音和字義。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語文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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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解決問題。
四則混合運算。
d-IV-1 理解常用統計圖表，並能運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中常見
數學
用簡單統計量分析資料的特性
的數據資料，整理並繪製成含有
及使用統計軟體的資訊表徵，與
原始資料或百分率的統計圖表
人溝通。
：直方圖、長方圖、圓形圖、折
線圖、列聯表。遇到複雜數據時
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師可使用
電腦應用軟體演示教授。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
衣住行的需求？
係。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社會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
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
了解其抉擇。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 我
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綜合
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
與時間管理。
用。
視 3-Ⅳ-2 能規劃或報導藝術活動 視 P-IV-3 展覽策劃與執行。
藝術
，展現對自然環境與社會議題的
關懷。
特生 2-sP-5 記錄個人日常生活收 特生 E-sP-4 消費與儲蓄。
支，購物前衡量自身財力與實際 特生 E-sP-5 記帳的技能。
需求。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
特需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策略。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4-sA-10 願意持續付出時間與 特生 L-sA-4 自我回饋。
心力，充分發揮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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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預算，好好使用我的錢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預算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數學
社會

1.整數基本計算：計算自己的收入與各項支出。
2.比大小：比較價格高低。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了解做預算的方法、功能與好處。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了解做預算的方法、功能與好處。
綜合
3.比較不同商店的價格。
4.能透過做預算，表現量入為出的消費行為。
藝術 1.評估需求，規劃展演活動的經費。
特需

1.了解設立目標、做決定與解決問題的方法。
2.透過預算的執行與檢討，提供自我回饋。

教材調整建議
1.比較不同商店的價格，可依學生的生態環境、能力和需求調整：
（1）可指定查價店家或讓學生自由選擇店家。
（2）可限定實體店面或增加網路購物。
2.部分學生可能沒有自已可支配的錢，練習做預算時，教師可設計情境或分組請
學生幫同組同學做預算。
3.可延伸教導學生做購物計畫。
4.可搭配「買東西｣、「存錢｣與「幫助別人｣三個主題，探討金錢的分配。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語文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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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觀點。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數學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解決問題。
四則混合運算。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機會成本？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l-Ⅳ-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社會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
衣住行的需求？
了解其抉擇。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
與時間管理。
各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
綜合
用。
資源運用與風險評估，以及合宜
的消費行為。
視 3-Ⅳ-2 能規劃或報導藝術活動 視 P-IV-3 展覽策劃與執行。
藝術

，展現對自然環境與社會議題的
關懷。

特生 2-sP-2 建立簡單的儲蓄行為。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
定的能力。
特生 4-sP-3 能自行設定目標。
特需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特生 4-sP-6 能自我激勵。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生 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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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
理。
特生 E-sP-4 消費與儲蓄。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
略。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
策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L-sA-1 自我生涯規劃的技巧。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特生 L-sA-4 自我回饋。

特生 4-sA-3 能表達對生涯規劃的
想法，並與他人討論。
特生 4-sA-4 執行自訂的目標並檢
核結果。
特生 4-sA-5 省思先前做決定的結
果，必要時加以調整。
特生 4-sA-9 肯定自己的能力與表
現。
特生 4-sA-10 願意持續付出時間與
心力，充分發揮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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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 我的錢不夠用
1.檢查支出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檢查支出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1.整數基本計算：計算生活花費。
數學 2.數據整理。
3.閱讀統計圖表。
自然
社會

1.學習使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提出假設、觀察、蒐集資料等。
2.學習節省支出的方法：節約能源、物品重複使用或再利用等。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了解個人與家庭解決錢不夠用的方法。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了解記帳的功能與好處。
綜合
3.錢不夠用時，能正向思考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法。
4.了解量入為出的重要。
特需

1.了解個人與家庭金錢使用與管理習慣。
2.能檢討自己的支出並評估適合的解決方法。

教材調整建議
1.錢不夠用時的解決辦法，教師可事先與家長討論後替換教材內的建議，亦可當
作回家作業讓學生跟家長實際討論後填寫。本教材所列的第一個解決辦法（想
一想，不急著用的東西慢一點買）在教導學生分辨是否有急需，若學生能力較
佳，可考慮教導學生規劃購買的優先次序。
2.檢查支出練習題所設定的金額可依學生生態環境調整為真實價格。
3.可依學生能力調整檢查支出練習題中項目與提示的多寡。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語文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意，分享自身經驗。
字音和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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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解決問題。
四則混合運算。
d-IV-1 理解常用統計圖表，並能運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中常見
數學

用簡單統計量分析資料的特性
及使用統計軟體的資訊表徵，與
人溝通。

的數據資料，整理並繪製成含有
原始資料或百分率的統計圖表
：直方圖、長方圖、圓形圖、折
線圖、列聯表。遇到複雜數據時
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師可使用
電腦應用軟體演示教授。

pa-Ⅳ-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 Na-IV-2 生活中節約能源的方法。
能、數學等方法，從（所得的） Na-Ⅳ-4 資源使用的 5R：減量、拒
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
絕、重複使用、回收及再生。
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
自然
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
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他
相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機會成本？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l-Ⅳ-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
衣住行的需求？
社會
了解其抉擇。
社 3b-Ⅳ-3 使用文字、照片、圖表
、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多
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結果。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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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Aa-IV-2 青少年飲食的消費決策
與行為。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 家 Ba-IV-2 服飾消費的影響因素與
青少年的服飾消費決策及行為。
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綜合
。
與時間管理。
3a-IV-1 覺察人為或自然環境的危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
險情境，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
慣與態度的培養。
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特生 2-sP-5 記錄個人日常生活收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
理。
支，購物前衡量自身財力與實際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需求。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
定的能力。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特需
題。
特生 4-sP-5 能反省自己的行為與
學習表現。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生 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

責。
特生 4-sA-5 省思先前做決定的結
果，必要時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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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跟誰借錢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借錢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社會
綜合

1.了解個人與家庭解決錢不夠用的方法。
2.了解與不同的人借錢的責任與風險。
1.能分析個人與家庭需求，並評估適合的解決方法。
2.錢不夠用時，能正向思考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法。

特需 1.能分析個人與家庭需求，思考適合的解決方法。

教材調整建議
1.借錢情境的舉例可依據學生生活經驗進行改寫或補充。
2.可延伸教導學生認識及避免地下錢莊等不當借錢管道。
3.利息是指透過存款、借貸或投資，由母金所生的子金。在本教材中為避免學生
混淆，僅在第一單元主題 3「存錢｣提到利息，若教師同時教導學生借貸、存
錢或是使用信用卡，應教導學生區辨各種利息。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語文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j-IV-1 契約不履行會產生哪些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責任？
社會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j-IV-2 為什麼一般人能自由訂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立契約，而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契約原則上必須得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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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同意？

解其抉擇。
公 Bj-IV-5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決民事紛爭？這些解決方法各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有哪些優缺點？
論。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衣住行的需求？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與時間管理。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 輔 Ba-IV-2 自我管理與學習效能的
綜合
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提升。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
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

慣與態度的培養。

特生 3-sA-3 辨識各種詐騙行為及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

避免受騙。
特生 3-sA-4 因應不同的危險情境
，採取適當的措施。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
定的能力。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特需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理。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
範。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活。
特生 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
責。
特生 4-sA-4 執行自訂的目標並檢
核結果。
特生 4-sA-5 省思先前做決定的結
果，必要時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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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預算，準時還錢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預算、還錢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使用金錢的經驗。
數學 1.整數基本計算：計算自己的收入與還錢金額。
社會 1.了解不能準時還錢的後果。
綜合

1.能透過做預算，準時還錢。
2.能遵守承諾，準時還錢。

特需 1.能透過做預算，準時還錢。

教材調整建議
1.還錢的步驟可依據學生能力再分解。
2.可延伸教導學生如何保管要還的錢。
3.利息是指透過存款、借貸或投資，由母金所生的子金。在本教材中為避免學生
混淆，僅在第一單元主題 3「存錢｣提到利息，若教師同時教導學生借貸、存
錢或是使用信用卡，應教導學生區辨各種利息。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語文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數學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解決問題。
四則混合運算。
社會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j-IV-1 契約不履行會產生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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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責任？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j-IV-5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決民事紛爭？這些解決方法各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有哪些優缺點？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解其抉擇。
衣住行的需求？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 理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與時間管理。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
綜合
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慣與態度的培養。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 童 Aa-IV-1 童軍諾言、規律、銘言
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的品德實踐與團隊目標的達成。
。
特生 2-sP-2 建立簡單的儲蓄行為。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
定的能力。
特生 4-sP-3 能自行設定目標。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特生 4-sP-5 能反省自己的行為與
學習表現。
特需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生 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
責。
特生 4-sA-4 執行自訂的目標並檢
核結果。
特生 4-sA-5 省思先前做決定的結
果，必要時加以調整。
特生 4-sA-9 肯定自己的能力與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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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
理。
特生 L-sP-1 自我目標的設定。
特生 L-sP-2 生活事務作決定的策
略。
特生 L-sP-3 簡易生活問題的解決
策略。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生 L-sA-2 目標的執行與檢核。
特生 L-sA-4 自我回饋。

4.做一個有信用的人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信用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守信、借用物品的經驗。
數學 1.數序：認識時間、分辨時間先後。
社會 1.了解守信的優點與不守信的後果。
綜合
特需

1.遇到問題時，能正向思考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法。
2.能遵守承諾。
1.能保管好跟他人借用的物品並準時歸還。
2.培養負責的態度。

教材調整建議
1.守信的舉例可依據學生生活經驗進行改寫或補充。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語文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數學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n-IV-2 理解負數之意義、符號與在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線上的表示，並熟練其四則運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算，且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
解決問題。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四則混合運算。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j-IV-5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決民事紛爭？這些解決方法各
社會
公 1a-Ⅳ-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
有哪些優缺點？
概念。
公 Bl-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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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做選擇？如何選擇？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公 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衣住行的需求？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解其抉擇。
社 2c-Ⅳ-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
願意付諸行動。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2a-IV-1 體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錢

學習人際溝通技巧，以正向的態
與時間管理。
度經營人際關係。
輔 Da-IV-1 正向思考模式、生活習
綜合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
慣與態度的培養。
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童 Aa-IV-1 童軍諾言、規律、銘言
的品德實踐與團隊目標的達成。
特生 2-sP-4 尊重他人的物權。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需 特生 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
責。
特生 4-sA-5 省思先前做決定的結
果，必要時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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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單元 3 小心，有風險
1.什麼是風險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風險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發生風險的經驗。
自然
社會

1.了解身體的免疫系統與疾病的關係。
2.了解用電方式、環境汙染與天災可能造成的危險。
1.了解不同的選擇所帶來的正向與負向的後果。
2.了解自己造成他人受傷、死亡、財物損失所需擔負的責任。

1.了解生活環境的潛在危機。
健體 2.了解身體構造與相關疾病。
3.了解老化與死亡的意義。
綜合 1.了解戶外休閒活動的風險。
科技 1.了解使用各種工具時可能發生的風險。
特需 1.了解生活中各種危險情境。

教材調整建議
1.風險是指某種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風險的舉例可依據學生生活經驗進行改寫
或補充。
2.在金管會的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中，詐騙歸屬於高中職階段，因此本教材並
無特別說明詐騙，如學生有需求，可增加。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語文
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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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 Dc-Ⅳ-3 皮膚是人體的第一道防禦
連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
系統，能阻止外來物，例如：細
實驗數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
菌的侵入；而淋巴系統則可進一
，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
步產生免疫作用。
己論點的正確性。
Ib-Ⅳ-5 臺灣的災變天氣包括颱風
、梅雨、寒潮、乾旱等現象。
Mc-IV-6 用電安全常識，避免觸電
和電線走火。
自然
Md-IV-2 颱風主要發生在七至九月
，並容易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Md-IV-4 臺灣位處於板塊交界，因此
地震頻仍，常造成災害。
Md-Ⅳ-5 大雨過後和順向坡會加重
山崩的威脅。
Me-Ⅳ-3 空氣品質與空氣汙染的種
類、來源及一般防治方法。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做選擇？如何選擇？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機會成本？
公 1a-Ⅳ-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概 公 Bl-IV-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概
社會

念。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解其抉擇。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1a-Ⅳ-2 分析個人與群體健康的影
響因素。
2a-Ⅳ-2 自主思考健康問題所造成
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Aa-Ⅳ-3 老化與死亡的意義與自我
調適。
Ba-Ⅳ-1 居家、學校、社區環境潛
在危機的評估方法。
Bb-Ⅳ-3 菸、酒、檳榔、藥物的成
分與成癮性，以及對個人身心健
康與家庭、社會的影響。
Da-Ⅳ-3 視力、口腔保健策略與相
關疾病。

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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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Ⅳ-2 飲食安全評估方式、改善
策略與食物中毒預防處理方法。
Fb-Ⅳ-2 健康狀態影響因素分析與
不同性別者平均餘命健康指標
的改善策略。
Fb-Ⅳ-4 新興傳染病與慢性病的防
治策略。
3a-IV-1 覺察人為或自然環境的危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
綜合
險情境，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
風險管理與緊急事件的處理。
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正確工具的基本知識。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保養與
維護科技產品。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保養與
維護。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
動力應用。
生 A-IV-5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
制應用。
生 A-IV-6 新興科技的應用。

科技

特生 1-sP-21 辨識及避免食用不潔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
或遭受汙染的食物。
範。
特生 1-sP-22 具備危險意識，並能
主動或依指示遠離危險情境。
特生 1-sP-24 認識身體構造、器官
、常見疾病及症狀。
特生 1-sA-4 遵守有益身體健康的
飲食原則，並理解飲食與疾病的
關係。
特需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
避免遺失。
特生 2-sP-9 辨識家中潛在危險處

特生 G-sP-3 用電安全。
特生 G-sP-4 使用瓦斯及用火安全。
特生 G-sP-5 其他居家安全。
特生 G-sP-6 意外事件的認識。
特生 G-sP-7 天然災害的認識。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
與防範。
特生 K-sP-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
與防範。
特職 A-V-7 工作場所的危險因子與

並注意自身與門戶安全。
潛在職業疾病風險的認識。
特生 2-sP-11 辨識並了解居家緊急 特職 B-III-3 職場意外災害的認識
事件與天然災害的因應措施，及
與處理。
其適宜的求助方式。
特職 B-III-4 工作場域危險狀況的
特生 3-sP-3 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
認識與避免方式。
險情境。
特職 B-IV-5 職場環境潛在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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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3-sA-3 辨識各種詐騙行為及
避免受騙。
特職 1-Ⅴ-6 列舉特定工作場所的
危險因子與潛在職業疾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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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與防範。

2.讓我更安全的方法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維護安全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維護安全的注意事項。
1.了解身體免疫系統與健康的關係。
自然 2.了解用電安全注意事項。
3.了解颱風、地震、空污等預防措施。
社會

1.了解不同的選擇所帶來的正向與負向的後果。
2.了解身為公民在維護個人與他人安全的責任。

健體

1.了解維護健康的方法。
2.了解生活中各種危險情境的預防措施。

綜合 1.了解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注意事項。
科技 1.了解各種工具、機具的保養與維護。
特需

1.了解維護健康的方法。
2.了解生活中各種危險情境的預防措施。

教材調整建議
1.本單元主要在說明如何預防風險。風險預防主要分為加強防護措施和停止危險
行為兩類，由於注意事項繁多，且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本教材僅能做少
許一般性的舉例，教師可參考各領域學習重點，依據學生的生態環境、能力和
需求進行增加、刪減或改寫。
2.在金管會的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中，預防詐騙歸屬於高中職階段，因此本教
材並無特別說明如何預防詐騙，如學生有需求，可增加。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語文
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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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觀點。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ah-Ⅳ-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 Dc-Ⅳ-3 皮膚是人體的第一道防禦
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
系統，能阻止外來物，例如：細
佳的決定。
菌的侵入；而淋巴系統則可進一
步產生免疫作用。
Ib-Ⅳ-5 臺灣的災變天氣包括颱風
、梅雨、寒潮、乾旱等現象。
Mc-IV-6 用電安全常識，避免觸電
和電線走火。
自然
Md-IV-2 颱風主要發生在七至九月
，並容易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Md-IV-4 臺灣位處於板塊交界，因此
地震頻仍，常造成災害。
Md-Ⅳ-5 大雨過後和順向坡會加重
山崩的威脅。
Me-Ⅳ-3 空氣品質與空氣汙染的種
類、來源及一般防治方法。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做選擇？如何選擇？
公 1a-Ⅳ-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概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念。
機會成本？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l-IV-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概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社會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
己對公共議題的見解。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解其抉擇。
社 2c-Ⅳ-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
願意付諸行動。
1a-Ⅳ-2 分析個人與群體健康的影

Ba-Ⅳ-1 居家、學校、社區環境潛

響因素。
1a-Ⅳ-3 評估內在與外在的行為對
健體
健康造成的衝擊與風險。
1a-Ⅳ-4 理解促進健康生活的策略
、資源與規範。
1b-Ⅳ-1 分析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

在危機的評估方法。
Ba-Ⅳ-2 居家、學校及社區安全的
防護守則與相關法令。
Ba-Ⅳ-4 社區環境安全的行動策略
。
Bb-Ⅳ-1 正確購買與使用藥品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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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健康維護的重要性。

動策略。

1b-Ⅳ-2 認識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
的實施程序概念。
1b-Ⅳ-3 因應生活情境的健康需求
，尋求解決的健康技能和生活技
能。
1b-Ⅳ-4 提出健康自主管理的行動
策略。
1c-Ⅳ-1 了解各項運動基礎原理和
規則。
1c-Ⅳ-2 評估運動風險，維護安全

Bb-Ⅳ-2 家庭、同儕、文化、媒體、
廣告等傳達的藥品選購資訊。
Bb-Ⅳ-3 菸、酒、檳榔、藥物的成
分與成癮性，以及對個人身心健
康與家庭、社會的影響。
Bb-Ⅳ-4 面對成癮物質的拒絕技巧
與自我控制。
Bb-Ⅳ-5 拒絕成癮物質的自主行動
與支持性規範、戒治資源。
Cb-Ⅳ-1 運動精神、運動營養攝取

的運動情境。
1c-Ⅳ-4 了解身體發展、運動和營
養的關係。

知識、適合個人運動所需營養素
知識。
Da-Ⅳ-1 衛生保健習慣的實踐方式

2a-Ⅳ-2 自主思考健康問題所造成
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2a-Ⅳ-3 深切體會健康行動的自覺
利益與障礙。
2b-Ⅳ-1 堅守健康的生活規範、態
度與價值觀。
2b-Ⅳ-2 樂於實踐健康促進的生活
型態。

與管理策略。
Da-Ⅳ-3 視力、口腔保健策略與相
關疾病。
Da-Ⅳ-4 健康姿勢、規律運動、充
分睡眠的維持與實踐策略。
Db-Ⅳ-1 生殖器官的構造、功能與
保健及懷孕生理、優生保健。
Db-Ⅳ-2 青春期身心變化的調適與

2b-Ⅳ-3 充分地肯定自我健康行動
的信心與效能感。
3a-Ⅳ-1 精熟地操作健康技能。
3a-Ⅳ-2 因應不同的生活情境進行
調適並修正，持續表現健康技能
。
3b-Ⅳ-4 因應不同的生活情境，善
用各種生活技能，解決健康問題
。
4a-Ⅳ-1 運用適切的健康資訊、產

性衝動健康因應的策略。
Db-Ⅳ-5 身體自主權維護的立場表
達與行動，以及交友約會安全策
略。
Db-Ⅳ-6 青少年性行為之法律規範
與明智抉擇。
Db-Ⅳ-7 健康性價值觀的建立，色
情的辨識與媒體色情訊息的批
判能力。
Db-Ⅳ-8 愛滋病及其它性病的預防

品與服務，擬定健康行動策略。
方法與關懷。
4a-Ⅳ-2 自我監督、增強個人促進 Ea-Ⅳ-1 飲食的源頭管理與健康的
健康的行動，並反省修正。
外食。
4a-Ⅳ-3 持續地執行促進健康及減 Ea-Ⅳ-2 飲食安全評估方式、改善
少健康風險的行動。
策略與食物中毒預防處理方法。
Ea-Ⅳ-4 正向的身體意象與體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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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計畫。
Eb-Ⅳ-1 媒體與廣告中健康消費資
訊的辨識策略。
Fb-Ⅳ-1 全人健康概念與健康生活
型態。
Fb-Ⅳ-2 健康狀態影響因素分析與
不同性別者平均餘命健康指標
的改善策略。
Fb-Ⅳ-3 保護性的健康行為。
Fb-Ⅳ-4 新興傳染病與慢性病的防
治策略。
1b-IV-1 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
，掌握學習方法，養成自主學習
風險管理與緊急事件的處理。
與自我管理的能力。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
1d-IV-2 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綜合
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
協助他人。
3d-IV-1 探索、體驗個人與環境的
關係，規劃並執行合宜的戶外活
動。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
正確工具的基本知識。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與使用。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
觀，並適當的選用科技產品。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保養與
科技
維護科技產品。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保養與
維護。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
動力應用。
生 A-IV-5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
制應用。
生 A-IV-6 新興科技的應用。

特生 1-sP-3 食用前進行洗滌、剝
皮或打開包裝等。

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
範。

特生 1-sP-5 選擇乾淨新鮮且於保
存期限內的食物。
特需
特生 1-sP-6 自我檢視並控制飲食
行為和習慣。
特生 1-sP-7 表達穿著衣物的不適
感並請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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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G-sP-3 用電安全。
特生 G-sP-4 使用瓦斯及用火安全。
特生 G-sP-5 其他居家安全。
特生 G-sP-6 意外事件的認識。
特生 G-sP-7 天然災害的認識。
特生 G-sA-1 家電用品的使用與維

特生 1-sP-8 維持衣著整潔，並每
日換洗貼身衣物。
特生 1-sP-9 選擇適當場所並完成
衣物穿脫與更換。
特生 1-sP-10 視天氣、場合、年齡
、個人喜好，選擇適合的衣著。
特生 1-sP-13 依個人需求選擇合適
且乾淨的便器。
特生 1-sP-14 精熟如廁技巧，如攜
帶衛生紙、穿脫褲子、擦拭、沖
水、洗手等。

護。
特生 G-sA-4 天然災害的應變。
特生 H-sP-2 休閒活動的選擇。
特生 H-sA-1 休閒活動內容與時間
的規劃。
特生 J-sP-2 道路交通規則的認識
與遵守。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
與防範。
特生 K-sP-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
與防範。

特生 1-sP-16 具備洗手、洗臉、刷 特職 A-V-3 勞工權益、身心障礙就
牙及使用牙線的技能。
業服務資訊與相關法規的認識
特生 1-sP-17 完整清潔身體各部位
及查詢方式。
。
特生 1-sP-18 具備洗髮、梳髮、整
髮的技能。
特生 1-sP-19 隨時整理與保持儀容
整潔。
特生 1-sP-20 具備良好的口鼻衛生
習慣。
特生 1-sP-21 辨識及避免食用不潔

特職 A-V-7 工作場所的危險因子與
潛在職業疾病風險的認識。
特職 A-V-8 職場個人安全。
特職 B-I-1 基本工作安全規範的認
識。
特職 B-II-3 安全警語的認識與防
災演練。
特職 B-III-3 職場意外災害的認識

或遭受汙染的食物。
特生 1-sP-22 具備危險意識，並能
主動或依指示遠離危險情境。
特生 1-sP-24 認識身體構造、器官
、常見疾病及症狀。
特生 1-sP-25 在協助下接受體適能
測驗及身體健康檢查。
特生 1-sP-26 表現規律的生活習慣
與作息，從事適當的運動與休閒
。

與處理。
特職 B-III-4 工作場域危險狀況的
認識與避免方式。
特職 B-IV-5 職場環境潛在危險的
認識與防範。
特職 B-V-4 工作安全規範的認識與
安全防護配備的使用。
特職 B-V-6 自主健康管理的認識。

特生 1-sP-27 覺察並接受青春期之
身心理變化。
特生 1-sP-28 使用家中常備藥品，
遵守用藥安全，並配合醫囑。
特生 1-sA-1 烹調用具使用前後能
清洗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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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1-sA-2 使用適當方式加熱、
沖泡、烹調簡易餐食。
特生 1-sA-3 選擇適宜的用餐場所
與安全的飲食行為。
特生 1-sA-4 遵守有益身體健康的
飲食原則，並理解飲食與疾病的
關係。
特生 1-sA-5 選購適合自己的衣物。
特生 1-sA-6 使用適當方式洗濯及
晾曬衣物。
特生 1-sA-7 整理及收納個人衣物。
特生 1-sA-9 適時修剪指甲與頭髮。
特生 1-sA-10 處理青春期的身體變
化及性需求。
特生 1-sA-11 選用適合自己的盥洗
清潔及美容美髮用品。
特生 1-sA-12 表現疾病預防的健康
行為。
特生 1-sA-16 養成良好的運動與休
閒習慣。
特生 1-sA-17 主動吸取健康知識，
增進自我健康。
特生 2-sP-1 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並
避免遺失。
特生 2-sP-3 使用物品時表現節約
與珍惜資源的態度和行為。
特生 2-sP-4 尊重他人的物權。
特生 2-sP-6 維持個人物品與環境
的整齊清潔。
特生 2-sP-7 正確使用環境清潔用
品，並從事簡單的家務清潔工作
與資源回收。
特生 2-sP-8 安全使用個人及家中
物品或家電。
特生 2-sP-9 辨識家中潛在危險處
並注意自身與門戶安全。
特生 2-sP-10 處理家中損壞物品並
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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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2-sP-11 辨識並了解居家緊急
事件與天然災害的因應措施，及
其適宜的求助方式。
特生 2-sP-13 區辨隱私的場所和行
為，並維護自己和家人的隱私權
。
特生 2-sP-15 辨識家庭暴力、性騷
擾、性侵害、性霸凌等行為，並
能自我保護及求助。
特生 2-sA-2 規劃日常生活的費用
及收支管理事宜。
特生 2-sA-4 完成家庭常見的維護
及修繕工作。
特生 2-sA-5 從事安全的個人和家
庭休閒活動。
特生 2-sA-6 遵守網路及各類資訊
平台的使用規範。
特生 2-sA-7 熟練居家緊急事件及
天然災害的因應措施。
特生 3-sP-1 獨立行動的能力。
特生 3-sP-3 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
險情境。
特生 3-sP-5 遵守公共場所及設施
的使用規範。
特生 3-sP-6 能描述自己所在的位
置。
特生 3-sA-2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特生 3-sA-3 辨識各種詐騙行為及
避免受騙。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職 1-Ⅴ-6 列舉特定工作場所的
危險因子與潛在職業疾病風險。
特職 3-Ⅳ-1 閱讀手冊進行操作工
作。
特職 4-Ⅰ-1 遵守基本工作安全規
範。
特職 4-Ⅱ-1 辨識安全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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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職 4-Ⅱ-2 依據指令完成防災演
練。
特職 4-Ⅲ-1 避免工作場域中的危
險狀況。
特職 4-Ⅳ-1 依據指令防範職場潛
在危險。
特職 4-Ⅳ-2 演練常見職場災害的
應變方法。
特職 4-Ⅳ-3 使用安全防護配備。
特職 4-Ⅳ-4 遵守不同工作場域之
安全規範。
特職 4-Ⅴ-3 進行職場自主健康管
理。
特職 4-Ⅴ-4 了解如何控制職業工
作場所的危險因子。
特職 5-Ⅰ-1 在活動開始前確認工
作指令。
特職 5-Ⅰ-2 遵守指定活動的規範。
特職 5-Ⅱ-3 妥善保管個人用品。
特職 5-Ⅲ-1 妥善使用公共之用品。
特職 5-Ⅲ-2 在工作結束後將工作
用品歸位。
特職 5-Ⅳ-1 妥善保管工作器具。
特職 5-Ⅴ-1 依規定程序積極參與
及完成工作。
特職 6-Ⅴ-2 遵照工作場域之工作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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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常用的保險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保險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看醫生、使用健保的經驗。
社會

1.了解儲蓄的功能與重要性。
2.了解各種保險的功能與重要性。

健體 1.了解健保的功能與重要性。
綜合
特需

1.了解儲蓄的功能與重要性。
2.了解各種保險的功能與重要性。
1.了解儲蓄的功能與重要性。
2.了解各種保險的功能與重要性。

教材調整建議
1.本教材僅介紹健保、汽機車強制險與勞保，如學生有其他保險需求（如：旅遊
平安險、人壽保險、學生團體保險、地震險等），可增加。
2.可延伸教導學生就醫原則、珍惜健保資源。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達
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
用 3,500 字。
語文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
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做選擇？如何選擇？
社會 公 1a-Ⅳ-1 理解公民知識的核心概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念。
機會成本？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l-Ⅳ-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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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 公 Da-IV-3 日常生活中，僅依賴個
己對公共議題的見解。
人或團體行善可以促成社會公
社 2c-Ⅳ-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
平正義的實現嗎？
願意付諸行動。
公 Db-IV-1 個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保
障，和人性尊嚴及選擇自由有什
麼關聯？
公 Db-IV-2 為什麼國家有責任促成
個人基本生活的保障？
健體

4a-Ⅳ-1 運用適切的健康資訊、產 Fb-IV-5 全民健保與醫療制度、醫
品與服務，擬定健康行動策略。
療服務與資源。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 童 Cc-IV-1 戶外休閒活動的安全、
風險管理與緊急事件的處理。
綜合
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
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
特生 2-sP-2 建立簡單的儲蓄行為。
特生 2-sP-11 辨識並了解居家緊急
事件與天然災害的因應措施，及
其適宜的求助方式。

特生 D-sP-7 社區醫療資源的認識。
特生 D-sA-3 就醫知能。
特生 D-sA-5 社區醫療資源的運用。
特生 E-sP-2 金錢的概念。

特生 3-sP-2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源。
特生 3-sA-1 能處理自身所遇的意
外事件。
特生 3-sA-2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特生 3-sA-4 因應不同的危險情境
特需
，採取適當的措施。
特生 3-sA-5 認識及使用身心障礙
服務資源。
特生 4-sA-1 規劃與管理自己的生
活。

特生 E-sP-4 消費與儲蓄。
特生 E-sA-3 個人預算、收支與管
理。
特生 L-sP-4 自我管理技巧。
特生 L-sP-5 自我負責。
特職 A-V-3 勞工權益、身心障礙就
業服務資訊與相關法規的認識
及查詢方式。

特職 2-Ⅴ-6 認識勞動基本法及相
關法規。
特職 4-Ⅴ-2 了解協助處理職災受
傷後續事宜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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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4 認識金融機構
1.什麼是金融機構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金融機構與存錢、領錢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接觸金融機構的經驗。
數學 1.小數的認識與計算：利息的認識與計算。
社會

1.認識金融機構的類型與功能。
2.了解個人與家庭使用金融機構的需求。

綜合

1.認識金融機構的類型與功能。
2.了解使用金融機構時，可尋求他人的建議或幫助。

特需 1.認識金融機構的類型與功能。

教材調整建議
1.「金融機構｣除了銀行、郵局和農會，還包括漁會、信用合作社等，可替換為
學生住家或學校附近常見的金融機構類型，也可替換為實際的例子，如：岡山
農會、土地銀行等。
2.金融機構其他服務的舉例，可依學生需求調整。
3.可搭配第一單元主題 3「存錢｣教導學生認識存錢的功能與好處。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語文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
達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
，使用 3,500 字。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
。
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觀點。
。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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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9 使用計算機計算比值、複雜 N-7-3 負數與數的四則混合運算 (
數學

的數式、小數或根式等四則運算
與三角比的近似值問題，並能理
解計算機可能產生誤差。

含分數、小數)：使用「正、負」
表徵生活中的量；相反數；數的
四則混合運算。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l-Ⅳ-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公 Bn-Ⅳ-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
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食衣住行的需求？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社會
解其抉擇。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
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錢及時間管理。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
綜合
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
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
特生 3-sP-2
。
特生 3-sP-3
險情境。
特需
特生 3-sA-2
。
特生 4-sP-4
題。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源
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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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E-sP-1
管。
特生 E-sP-6
特生 E-sA-2
特生 K-sP-2
識。
特生 K-sA-1
用。

日常財物的使用與保
金融機構的認識。
金融機構的運用。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
社區資源與設施的運

2.選擇適合我的金融機構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金融機構、合法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接觸金融機構的經驗。
社會
綜合
特需

1.了解個人與家庭選擇金融機構的考量要素。
2.了解政府有管理金融機構的權力和責任。
1.了解個人與家庭需求，評估並選擇適合的金融機構。
2.了解選擇金融機構時，可尋求他人的建議或幫助。
1.認識社區的金融機構。
2.能評估需求，選擇適合的金融機構。

教材調整建議
1.教師可事先了解學生家長習慣使用的金融機構，在舉例或說明時會比較貼近學
生的生活經驗。
2.在金管會的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中，詐騙歸屬於高中職階段，因此本教材並
無特別說明詐騙，如學生有需求，可補充說明。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
達意，分享自身經驗。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
，使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
語文
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
與觀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 公 Bh-Ⅳ-2 人民生活中有哪些常
社會
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見的行政管制？當人民的權益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
受到侵害時，可以尋求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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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的意義為何？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了
解其抉擇。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
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公 Bl-Ⅳ-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
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公 Bl-Ⅳ-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
機會成本？
公 Bl-Ⅳ-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
概念來解釋選擇行為？
公 Bn-Ⅳ-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
食衣住行的需求？
公 Db-Ⅳ-2 為什麼國家有責任促
成個人基本生活的保障？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錢及時間管理。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
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
綜合
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
3a-IV-1 覺察人為或自然環境的危
險情境，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
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特生 3-sP-2 認識社區環境與資源。 特生 E-sP-6 金融機構的認識。
特生 3-sP-3 認識及避免常見的危
險情境。
特生 3-sA-2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
特生 3-sA-3 辨識各種詐騙行為及
避免受騙。
特需 特生 3-sA-4 因應不同的危險情境
，採取適當的措施。
特生 4-sP-2 具備日常生活中做決
定的能力。
特生 4-sP-4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特生 4-sA-2 能為自己做的決定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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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 E-sA-5 金融詐騙的認識與防
範。
特生 K-sP-2 社區環境與資源的認
識。
特生 K-sP-4 社區危險情境的辨識
與防範。
特生 K-sA-3 各種詐騙行為的認識
與防範。

3.認識金融機構常用語詞
教學重點提示
領域

教學重點

1.認識存摺、帳戶、匯款等相關字詞、圖卡或實物。
語文 2.了解課文大意。
3.分享接觸金融機構的經驗。
1.認識金融機構常用語詞。
社會 2.了解信用卡與儲值卡的差異。
3.了解使用金融機構的注意事項。
綜合

1.認識金融機構常用語詞。
2.了解使用信用卡的優點與風險。

特需

1.認識金融機構常用語詞。
2.認識金融卡與信用卡。

教材調整建議
1.金融機構的服務項目繁多，本教材僅能做少許、常見的舉例，教師可依學生的
能力和需求進行增加、刪減或改寫。
2.考量到使用的安全性，一般而言並不建議教導智能障礙學生使用信用卡，但因
此名詞在金融機構裡出現的機率極高，因此在此單元仍有說明何謂信用卡。教
師可評估學生需求，決定是否要介紹信用卡，若學生有需求，建議教學時應強
調負責任的態度(刷卡後仍需要繳費)與過度消費的後果(卡債、信用破產等)；
也建議教師能提供家長民法第 14、15 條關於有心智缺陷者在從事消費、借貸
等行為時法律上的規定及保障。
3.考量到不論是一般生還是特殊生，在國中階段都甚少有使用金融機構的經驗或
需求，因此本單元的目標僅放在「認識｣金融機構，若學生有使用的需求，建
議教師可參考教師手冊後面的附錄，增加開戶、使用提款機提款等內容。

學習重點統整表
領域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Ⅳ-1 掌握生活情境，適切表情
達意，分享自身經驗。
語文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
，使用 3,500 字。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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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
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4 6,500 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

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Ab-Ⅳ-5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
與分析。

觀點。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
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
係。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
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
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並
社會
了解其抉擇。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
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 自
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
論。

公 Bj-Ⅳ-2 為什麼一般人能自由
訂立契約，而限制行為能力人訂
立契約原則上必須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
公 Bl-Ⅳ-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
要做選擇？如何選擇？
公 Bn-Ⅳ-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
食衣住行的需求？
公 Bp-IV-1 為什麼會出現貨幣？貨
幣有何功用？
公 Bp-IV-3 使用信用卡與儲值卡的
差異。
公 Bp-IV-4 買賣外幣通常透過銀行
，哪些人會想要買外幣？哪些人
會想要賣外幣？

1b-IV-2 運用問題解決策略，處理 家 Ca-IV-1 個人與家庭生活的金
生活議題，進而克服生活逆境。
錢及時間管理。
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 家 Ca-IV-2 消費管道的分析比較
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資源運用與風險評估，以及合
2c-IV-2 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
宜的消費行為。
綜合
項資源，做出合宜的決定與運用 輔 Db-IV-1 生活議題的問題解決
。
、危機因應與克服困境的方法。
3a-IV-1 覺察人為或自然環境的危
險情境，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
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特需

特生 2-sA-1 具備儲蓄、使用塑膠
貨幣及行動支付的技能。

特生 E-sP-3 塑膠貨幣與行動支付
的認識與使用。

特生 3-sA-2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

特生 E-sP-6 金融機構的認識。
特生 E-sA-2 金融機構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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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適用智能障礙者之金融基礎教育相關教材
1.國內
書 名

出 版 者／編 製 者

我的錢到哪裡去了？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我是生活家—智能障礙者的生活寶典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我要上班了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我要加班，也要休假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我會賺錢了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重 度 障 礙 學 生 教 材 彙 編 ( 高 職 組 ) ─ 數 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
(7-11 購物趣─錢幣應用)

心

高中職生活管理科目參考教案

特殊教育輔導團高中分團

聰明消費我最讚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第
一課程中心

2.國外
書 名

出 版 者／編 製 者

Choosing and opening a bank account

United Response

Everyday Banking: An easy read guide

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Explaining some of the words used in
United Response
Banking
Manage Your Money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Using a bank account

United Response

Your money - Your home

United Response

Your money - Your insurance

United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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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讀性問卷
我看買東西的課文：
□ 我自己看得懂

□ 老師教我，我就看得懂

□ 老師教我，我還是看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