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感知能力評估 

 

達標 “”; 不達標 “留空”；不適用 “X” 

項目 評估方法 評估準則 達標 

I視覺 

(一) 視覺反應 

1.對電筒的強光有

反應 

在較暗的地方，利用電筒照射著學

生，觀察學生有否對電筒的光作出

反應。 

在無其他感官刺激介入，施教者在學

生的視線範圍製造強光效果，當有強

光時，學生即時呈現表情／肢體動作

的反應。 

 

2.對面前移動的物

件有反應 

在學生眼前移動顏色鮮艷的物件，

觀察學生的反應。 

在沒有其他環境因素影响下(旁邊沒有

其他學生喜歡的物件吸引其注意力)，

學生能跟隨面前移動的物件作持續的

視線追蹤。 

 

3.對面前一閃一閃

的燈泡有反應 

在較暗的地方，在學生的視線範，

按亮燈泡，使一閃一閃，觀察學生

的反應。 

在無其他感官刺激介入，施教者在學

生的視線範圍使燈泡一閃一閃，學生

即時呈現表情／肢體動作的反應 

 

4.追視面前移動的

閃燈 

利用閃燈在學生面前吸引其注視，

然後慢慢移動閃燈，觀察學生的表

現。 

在沒有其他環境因素影響下 

(旁邊沒有其他學生喜歡的物件吸引其

注意力)，學生能追視閃燈移動的方向

。 

 

5.追視面對轉動著

的物件 

利用上鏈玩具，在學生面前按動，

觀察學生的表現。 

在學生面前啟動玩具，在沒有其他環

境因素影響下 (旁邊沒有其他學生喜

歡的物件吸引其注意力)，學生能追蹤

轉動著的玩具。 

 

6.追視在面前移動

的人 

先得到學生的注視，然後在學生面

前經過，觀察學生的表現。 

施教者在學生面前出現，在沒有其他

環境因素影响下(旁邊沒有其他學生喜

歡的物件吸引其注意力)，學生能跟隨

面前移動的人作持續的視線追蹤。 

 

(二) 視力集中 

1.注視面前逗自己

玩的人 

在學生面前與學生談話或唱歌，以

吸引學生的注視。 

施教者與學生說話／玩耍時，學生能

望一望施教者。 

 

2.注視面前的物件  利用有趣的布偶、手指偶或毛公仔，

在兒童面前把玩，吸引他的注視。 

當看到老師手中的物件時，能定睛注

視／流露出表情的變化以表示對老師

手中的物件感興趣，例如：微笑、注視

2-3 秒等(肌能障礙的學生可接受眼球

轉動望向老師手中的物件，視障學生

可以接受自行探索老師手中的物件)。 

 



 

3.注視手中把玩的

物件 

把布偶、手指偶或毛公仔放在學生

手中把玩，觀察學生的注視能力。 

當看到自己的手中的玩具時，能定睛

注視／流露出表情的變化以表示對自

己的手中的玩具感興趣，例如：微笑、

注視 2-3 秒等(肌能障礙的學生可接受

眼球轉動望向手中的玩具，視障學生

可以接受自行探索手中的玩具)。 

 

4.與他人有目光接

觸 

在學生面前與他/ 她談話或唱歌，

以吸引學生的注視，觀察學生的注

視能力。 

施教者與學生說話／玩耍時，學生能

與施教者保持目光接觸 2秒。 

 

5.注視面前的物件 把布偶、毛公仔或其他大小相若的

玩具放在學生面前，觀察學生的注

視能力。 

學生注視枱上的物件達 2秒。  

6.注視物件/圖片/動

畫，達 5秒或以上 

把物件/圖片/動畫(學生感興的事

物)展現於學生面前，觀察學生能否

維持注視力達 5秒。 

學生能注視物件/圖片/動直達 5秒。  

(三) 視覺辨別 

1.看到喜愛的物件

時有所反應 

憑平時觀察 (把喜歡吃的食物展現

於學生的視線內，觀察他/ 她的反

應)。 

學生看到感興趣的事物時，學能望一

望面前的物件，並維持 1-2秒。 

 

2.看到熟悉的人時

有所反應 

憑平時觀察 (當學生熟悉的人，例

如：老師或學生家人，在學生面前

出現，觀察學生的反應。 

當施教者／家人／醫院工作人員在學

生面前出現／發出聲音時，在沒有其

他環境因素影響下(旁邊沒有其他學生

喜歡的物件吸引其注意力)，學生能表

現出貫徹反應，例如：定睛注視、微笑

／其他的動作反應；但當學生面對不

熟悉的人物時，則沒有上述的反應。 

 

3.看到鏡中自己的

影像有反應 

學生面前放一面鏡子，使學生注視，

觀察學生的反應。 

當看到鏡子中的影像時，能定睛注視

／流露出表情的變化以表示對鏡子影

像感興趣，例如：微笑／伸手觸摸鏡子

等(鏡子要保持較固定位置)。 

 

4.從照片中認出自

己 

把學生自己的照片及另一人的照片

放於學生面前讓學生觀看，然後要

求學生指示出 XXX ( 學生自己的

名字) 的照片。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面部表

情、發聲、肢體動作等指示出那一幅是

自己的照片。 

 

5.認出指定的人/物

件的照片 

把位學生熟悉的人/物件的照片排

列學生眼前讓學生觀看，然後要求

學生指出指定人/物件的照片。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面部表

情、發聲、肢體動作等指出其指定的人

/物件的照片。 

 

6.從複雜的背景中， 讓學生觀看一張背景較複雜的相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面部表  



 

指出指定的人/物件 片，然後要求學生找出某指定的人/

物件。 

情、發聲、肢體動作等指出於複雜背景

內的指定的人/物件的照片。 

7.配對相同顏色及

外形的物件 

讓學生觀看施教者手上的紅色杯

(或其他學生常用物品) ，然後從紅

色和藍色杯中，要求學生指出紅杯。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面部表

情、發聲、肢體動作等指出紅色的杯。 

 

8.配對相同顏色不

同外形的物件 

把紅色及藍色杯各一隻(或學生常

用物品)放在枱上，然後讓學生觀看

施教者手上的藍色玩具，並要求學

生指出枱上與施教者手上同顏色的

物件。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面部表

情、發聲、肢體動作等指出枱上藍色 

杯以配對了施教者藍色的玩具。 

 

9.把顏色不同而形

狀相同的物件分開 

把一堆有紅藍兩色的積木(或學生

常用物品)放在枱上，請學生按顏色

分開兩堆。 

學生能把紅色積木放一堆，藍色積木

放另一堆或學生只作示意，讓施教者

協助把顏色分開兩堆。 

 

10.把顏色相同而形

狀不同的物件分開 

把一堆有紅藍兩色而形狀不同的積

木 (或學生常用物品) 放在枱上，

請學生按顏色分開兩堆。 

學生把紅色積木放一堆，藍色積木放

另一堆或學生只作示意，讓施教者協

助把顏色分開兩堆。 

 

11.從三件不同的實

物中，找出一件與老

師手中相同的物件 

把三件不同的實物(常用物件)中放

於學生視線範圍讓學生觀看，然後

要求學生找出一件與老師手中相同

的物件。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面部表

情、發聲、肢體動作等找出一件與老師

手中相同的物件。 

 

12.從四件不同的實

物中，找出一件與老

師手中相同的物件 

把四件不同的實物(常用物件)中放

於學生視線範圍讓學生觀看，然後

要求學生找出一件與老師手中相同

的物件。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面部表

情、發聲、肢體動作等找出一件與老師

手中相同的物件。 

 

視覺的記憶及重整 

1.從兩件顏色不同

而外形相同的物件

中，指示出剛被藏起

的一件 

向學生展示紅、藍杯各一(外形一樣

只是顏色不同的)，然後收起紅杯，

請學生指示出剛被藏起的一隻杯。 

施教者向學生展示紅和藍杯，提問學

生那隻是被藏起的杯，學生能以自己

溝通模式示意紅杯子。 

 

2.從兩件大小不同，

顏色一樣的同類物

件中，指示出剛被藏

起的一件 

向學生展示大、小紅杯各一(外形一

樣)，然後收起大紅杯，請學生指示

出剛被藏起的一隻杯。 

施教者展向學生示大小紅杯，提問學

生那隻是被藏起的杯，學生能以自己

溝通模式示意大紅杯子。 

 

3.從三件不同的物

件中，指示出剛被藏

起的一件 

向學生展示杯、匙羹、碟(或常用物

件)，將另一隻匙羹給學生看看，然

後收起，請學生指示出剛被藏起的

物件。 

施教者向學生展示杯、匙、碟，提問學

生那隻是被藏起的物件，學生能以自

己溝通模式示意匙羹是被藏起。 

 

4.從兩隻相同的杯 向學生展示兩隻相同的杯或紙盒，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眼神/肢  



 

中，指示出剛被用作

收藏糖果的一隻 

在他/她的面前將糖果藏在其中一

個，然後請學生憑記憶，指出被藏

糖果的一隻杯。 

體動作/示意協助等方法，掀開藏有糖

的一隻杯。 

5.以配對方式，指示

出被毛巾覆蓋一半

的物件是那一件 

在學生面前，把毛巾覆蓋紅杯的一

小部分，另將一隻相同的紅杯及一

隻碟放在檯上，請學生指示出覆蓋

著的物件。 

學生能用自己溝通模式，例如眼神/肢

體動作/示意協助等方法，指示出覆蓋

著的物件。 

 

6.憑記憶砌二塊的

拼圖。 

施教者示範把二塊拼圖拼好，分開

後，請學生再把拼圖砌好。 

學生把圖砌好，或示意施教者協助替

她/他砌好。 

 

7.憑記憶砌簡單三

至四塊的拼圖 

施教者示範把三至四塊拼圖拼好，

分開後，請學生再把拼圖砌好。 

學生把圖砌好，或示意施教者協助替

她/他砌好。 

 

8.依據完整的圖片，

把另一幅有缺漏的

圖片，砌上缺少的部

分，使成為完整 

給學生看兩幅相同的拼圖，一幅是

完整的，另一幅則缺少某一部分的

內容，然後請學生把正確的圖塊拼

於缺少的部分。   

學生能把缺少的部分加上，使成為完

整的圖片或示意施教者協助替她/他砌

好。 

 

(四) 視覺排列 

1.依照例子，把三個

不同大小的杯子，按

大至小順序排列 

把三個不同大小的杯子(或學生常

用的物件)放於學生檯上示範把杯

子從大至小排序，然後要求學生把

杯子按大至小順序排或能示意讓施

教者協目力把杯子排列。 

學生依照了施教者指示能把三隻杯子

按大至小順序排列或能示意讓施教者

協助把杯子排列。 

 

2.依照例子，把四個

不同大小的杯子，按

大至小順序排列 

把四個不同大小的杯子(或學生常

用的物件)放於學生檯上示範把杯

子從大至小排序，要求學生把杯子

按大至小順序排或能示意讓施教者

協助把杯子排列。 

學生依照了施教者指示能把四隻杯子

按大至小順序排列或能示意讓施教者

協助把杯子排列。 

 

3.依照例子，把四個

不同大小相類物件，

作不同位置的排列 

讓學生觀察施教者把四個不同大小

的杯子(或學生常用的物件)放於檯

上的不同位置，然後學生依照施教

者的例子，把杯子依次排列一次。 

學生能把四個不同大小的杯子依次序

排列於不同位置。 

 

 

4.依照例子，把四件

不同的實物，作不同

位置的排列 

讓學生觀察施教者把四個不同的實

物，依次序放好，例如把學生牙刷、

毛巾、筆及梳各一放於檯上的不同

位置，然後請學生依次排列一次。 

學生能把四個不同大小的實物依次序

排列於不同位置。 

 

 

 

 

 



 

 

 

 
II聽覺 

(一) 聽覺反應 

1.聽到突發的聲音

有察覺反應 

在學生看不見的近距離，製造聲響，

例如：敲鼓，然後觀察學生對聲響

的反應。 

在無其他感官刺激介入，施教者在學

生的視線範圍外製造突發的聲音，學

生即時呈現表情／肢體動作的反應。 

 

2.聽到特定聲音時，

有反應/短暫專注 

安排學生熟悉的人/物件聲音讓學

生聆聽，然後觀察學生對特定聲音

的反應 

 

學生聽到特定的聲音，如熟悉人物的

聲音、搖鈴聲等，有異於之前的表情或

肢體動作。學生對其他的聲音沒有反

應(無其他感官刺激介入)。 

 

3.尋找聲響來源 在學生身旁不同位置製造聲響，例

如：搖響響鈴，再觀察他對聲響的

反應。 

學生會有肢體動作，例如轉頭向或提

手於聲源方向，望向聲響來源。 

 

4.對會發聲的玩具

表示興趣 

當老師示範彈電子琴/發聲玩具後，

再觀察學生的反應(與前不同的表

現) 

學生能表示好奇，例如會望住發聲物、

伸手觸摸發聲物或聽到發聲物的聲響

後而手舞足蹈或有笑容等。 

 

5.憑聲響找出發聲

物的位置 

將用布分別蓋著兩樣物件(兩樣物

件中一為發聲物)老師將雙手放入

蓋布中，雙手各持一物件，使其中

一物(發聲物)發聲，讓學生指出發

聲物的位置。 

學生望向/指向發聲物；或挪開發聲物

上的蓋布。 

 

(二) 聽覺集中 

1.注視對自己說話

的人 

跟學生說話，再觀察他的反應。 學生能抬頭望向跟他講話的人。  

2.對聲音的開始至

完結作反應 

讓學生聆聽一段約 3 秒的聲音，在

過程中能保持專注。停止時有反應，

或是要求停止再繼續有反應 

當學生聽到聲響時，能以面部表情/肢

體動作表示聆聽，當聲音消失後，會望

向聲源，或表示失望，要求停止再繼續

的表現 

 

(三) 聽覺辨別 

1.對相熟的人的聲

音有反應 

平常觀察學生聽到熟悉(常接觸)的

人的聲音時的反應。 

當見到熟悉的人物/聽到其聲音時，在

沒有其他因素影响下(例如：身體健康

不佳)，學生會有異於之前的表情/肢體

動作，如：有開心、微笑回應。但當學

生接觸不熟悉的人物時，並沒有上述

反應。 

 

2.辨別簡單的語氣， 分別對學生用讚賞及責罵的語調和 當學生聽到讚賞時會展露得意愉快的  



 

如讚賞及責罵等 他講話。如：「XX乖，叻叻! 好嘢!」

和「XX唔準郁，曳曳」。 

笑容或從容的表情。當聽到責罵的語

調時，會露出不愉快，失望或害怕的表

情，或停止微笑及活動。 

3.對自己的名字有

反應 

老師呼喚學生的名字 學生聽到自己的名字時，能用眼神或

舉手、點頭或說到。 

 

4.認出常聽的聲音，

例如動物聲、玩具

聲、物件聲等 

播放學生常接觸的聲音，如動物聲、

玩具聲及鐘聲等，再配以有關聲音

的模型玩具或圖片，讓學生配對所

聽到的聲音之所屬物。 

學生聽到常接觸的聲音後，能運用學

生自己的示意方法作聲音與物件配

對。 

 

5.分辨大小聲 提示學生要專心聆聽，利用手分別

「用力」及「輕力」拍響鑼鼓，然後

再拍鑼鼓，要求學生示意所聽到的

是大或小聲量。 

學生能運用學生自己的示意方法作回

答。 

 

6.分辨快、慢節拍 提示學生要專心聆聽，利用手拍搖

鼓，作「急拍」與「慢拍」，然後再

拍搖鼓，要求學生示意所聽到的是

快或慢節拍 

學生能運用自己的示意方法作回答。  

7.分辨高低音 提示學生要專心聆聽，利用琴分別

彈出高音及低音，然後再琴一個音，

要求學生示意所聽到的是高或低

音。 

學生能運用自己的示意方法作回答。  

8.分辨長短聲 提示學生要專心聆聽，在學生面前

吹口哨/吹笛，然後再以吹一段音，

要求學生示意所聽到的是長或短聲

音。 

學生能運用自己的示意方法作回答。  

9.分辨兩種不同樂

器的聲音(例如：鼓

和搖鈴) 

提示學生要專心聆聽，分別展示兩

種不同樂器的聲音，例如鼓和搖鈴

的聲音，然後再展示一種樂器聲，

讓學生聞聲與實物作配對。 

當學生聽到鼓或搖鈴聲時，能運用自

己的示意方法正確配對其樂器的聲

音。 

 

(四) 聽覺記憶 

1.指出或模仿聽到

的聲音 

1.播放/用口發出一些聲音，例如 

‘呀 呀’ ，然後指令學生模仿相同

的聲音  或 

2. 播放/用口發出一種聲音，然後再

播放/發出同樣的聲音，提問學生是

否剛聽到的聲音。 

1. 學生聽到該聲音後，能模仿相同的

聲音， 

2. 學生聽到該聲音後，能運用自己的

示意方法正確回答是/否相同的聲

音， 

 



 

2.指出或發出常聽

到的動物或物件的

發聲(例如：貓叫及

電話鈴聲) 

利用錄音分別播出常聽到動物或物

件的聲音如貓叫及玩具鈴聲等，以

學生明白方式提問剛聽到的聲音是

甚麼聲音。 

學生能運用自己的示意方法作回答所

聽到的聲音是甚麼聲音， 

 

3.聆聽一小段常聽

的歌曲，能哼/唱出

其歌調/指出那首歌 

播放一小段常聽的歌曲，然後指令

學生接著能哼或唱出其歌調/指出

那首歌。 

學生能接著能哼或唱出其歌調/指出那

首歌。 

 

4.唱喜愛的歌曲 平常觀察學生有否哼或唱喜愛的歌

曲。 

學生平常有哼或唱喜愛的歌曲。  

 

  



 

III觸覺 

(一) 觸覺反應 

1.被別人搔癢時有

反應 

當學生被老師搔癢時，看其有否反

應。 

在刺激下，學生有反應，例如肢體動

作、面部表現、發聲等反應。 

 

2.被別人觸摸臉部

時有反應 

觸摸學生的臉部再觀看其反應。 學生會轉向被摸臉部的方向、縮開、表

示很舒服的樣子，或哭或笑等。 

 

3.對冷熱有反應 利用熱水袋和冰袋分別碰觸學生的

身體 

當學生身體接觸到熱水袋或冰袋時，

會馬上縮開作躲避，或哭或笑或叫。 

 

4.對乾濕不同的東

西有反應 

分別利用乾和濕的毛巾為學生抹面

及手。 

當用乾毛巾抹其手或面時，會露出很

舒服的神情。當濕毛巾接觸到其身體

時，會馬上縮開或表示出不喜歡的神

情。 

 

5.對粗滑不同的東

西有反應 

給予粗滑不同質感的東西予學生觸

摸，再觀察其反應，例如：粗沙紙和

滑膠片。 

當學生接觸到粗和滑的質感 (手或面) 

時，能有不同的反應，例如接觸到粗沙

紙，會縮手，表示不喜歡，而當接觸到

滑膠片時，則沒有以上的反應。 

 

6.對軟硬不同的東

西有反應 

給予兩樣軟、硬不同的東西，例如：

海棉和石頭，讓學生觸摸，再觀察

其反應。 

當學生接觸軟硬的東西(手或面)時，能

有不同的反應，例如接觸海棉時，手指

會繼續不停的按摩。當其手指碰到較

石頭時，則沒有以上的反應。 

 

7.對粗幼不同的繩

子，有不同的反應 

將粗細不同的繩分別，讓學生觸摸

(可以是被動式接觸繩子)，然後觀

察其反應。 

先後讓學生用手掌握住粗或幼繩子，

學生能對其兩種繩子作不同的反應。 

 

(二) 觸覺辨別 

1.用手識別常見的

物品 

將常見的物品，例如碗、匙等放入

袋中，讓學生聽令伸手入袋中，運

用觸覺分辨拿出該物。 

學生聽見老師說拿出碗時，能伸手入

袋中運用觸覺辨認出碗並將它拿出

來。 

 

2.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較熱的一

件物件 

在桌上放置一暖袋和一冰袋，讓學

生用手分別觸摸兩者物件，然後提

示學生指出較熱的水。 

學生能在觸摸暖/冰袋後，能以目光注

視/伸手觸碰或指出較熱的暖袋。 

 

3.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較冷的一

件物件 

在桌上放置一暖袋和一冰袋，讓學

生用手分別觸摸兩者物件，然後提

示學生指出較冷的冰袋。 

學生能在觸摸暖/冰袋後，以目光注視/

伸手觸碰或指出較冷的冰袋。 

 

4.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較濕的一

件物件 

在桌上放置一條乾毛巾和一條濕毛

巾，讓學生分別用手觸摸，然後提

示學生指出較濕的毛巾。 

學生能在觸摸毛巾後，以目光注視/伸

手觸碰或指出較濕的毛巾。 

 

5.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較乾的一

在桌上放置一條乾毛巾和一條濕毛

巾，讓學生分別用手觸摸，然後提

學生能在觸摸毛巾後，以目光注視/伸

手觸碰或指出較乾的毛巾 

 



 

件 示學生指出較乾的毛巾。 

6 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較粗糙的

一件 

在桌上放置粗沙紙和玻璃咭，讓學

生分別用手觸摸，然後提示學生指

出較粗糙的一件。 

學生能在觸摸物件後，以目光注視/伸

手觸碰或指出較粗糙的一件。 

 

7.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較幼滑的

一件 

在桌上放置粗沙紙和玻璃咭，讓學

生分別用手觸摸，然後提示學生指

出較幼滑的一件。 

學生能在觸摸物件後，以目光注視/伸

手觸碰或指出較幼滑的一件。 

 

8.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哪一件是

曲的 

在桌上放置一把直尺和一把曲尺，

讓學生分別用手觸摸，然後提示學

生指出曲的一件。 

學生能在觸摸尺子後，以目光注視/伸

手觸碰或指出較曲的尺子。 

 

9.運用觸覺分辨兩

件物件中哪一件是

直的 

在桌上放置一把直尺和一把曲尺，

讓學生分別用手觸摸，然後提示學

生指出直的一件。 

學生能在觸摸尺子後，以目光注視/伸

手觸碰或指出較直的尺子。 

 



 

IV味覺 (味覺反應) 

1.辨別喜愛的食物

及飲品 

平時觀察，使品嚐甜/酸/苦/鹹等不

同味道的食物或飲品，觀察學生反

應。 

施教者把棉花棒沾上少許不同味道的

食物/飲品，並用棉花棒輕輕碰學生舌

頭時，學生能對部分食物作出，例如：

合唇接受或繼續進食或高興或肢體動

作回應等。 

 

2.辨別鹹與甜味 將鹽與糖分別讓學生品嚐，然後提

問學生何者是鹹的?何者是甜的? 

品嚐鹽與糖後，能按施教者的提問，學

生 運用自己的示意方，例如以注視或

肢體動作等，回應鹽是鹹與糖是甜。  

 

3.辨別酸與苦味 將醋菜/苦瓜分別讓學生品嚐，然後

提問學生何者是酸的?何者是苦的? 

品嚐醋菜/苦瓜後，能按施教者的提問，

學生運用自己的示意方，例如以注視

或肢體動作等，正確回答醋菜是酸的、

苦瓜是苦的 

 

4.辨別鹹、甜與酸味 將三種不同味道，鹹、甜、酸的食物

分別讓學生品嚐，然後提問學生何

者是鹹、甜、酸與辣味的食物。 

能按施教者的提問，學生 能運用自己

的示意方，例如以注視或肢體動作等，

正確分辨到鹹、甜、酸味。 

 

5.辨別鹹、甜、酸與

苦味 

將四種不同味道，鹹、甜、酸與苦的

食物分別讓學生品嚐，然後提問學

生何者是鹹、甜、酸與苦的食物。  

能按施教者的提問，學生能運用自己

的示意方，例如以注視或肢體動作等，

正確分辨鹹、甜、酸與苦味。 

 

 

  



 

V嗅覺 

(一) 嗅覺反應 

1.對有刺激的氣味

有反應 

將少量胡椒粉讓學生嗅聞，觀察學

生的反應。 

學生嗅聞胡椒粉後，學生即時呈現表

情/肢體動作的反應。 

 

2.對喜愛的氣味表

示高興/喜悅的表達 

憑平時觀察，或將學生矇上眼，提

供三種不同氣味分別給學生嗅一

嗅，其中一項為學生喜歡的氣味，

再觀察學生對各物的反應。 

  

3.拒絕不喜愛的氣

味 

提供三種不同的氣味分別予學生嗅

聞，再觀察學生對各物的反應 

學生分別嗅聞各氣味後，對自己不喜

歡的氣味會轉頭拒絕/不悅表現等異於

之前的表情或肢體動作。 

 

(二) 嗅覺辨別 

1.對惡臭的環境表

示不喜歡 

平時觀察或將墨汁置學生面前，再

觀察其表現。 

當學生嗅到臭味時， 會即時呈現不悅

表情/肢體抗拒動作/哭鬧等回應。 

 

2.辨別香味與臭味 將香草(例如：迷迭香)與墨汁讓學

生嗅聞，再用學生常用的溝通方法

提問學生，讓學生分別指出香味與

臭味。 

學生能依施教者的提問，以常用的溝

通方法，例如口語/注視/肢體動作/手勢

作出回應，分辨出香味與臭味。 

 

3.辨別有氣味與無

氣味 

分別給予一乾淨，另一沾上香氣(例

如：香草氣朱)的毛巾予學生嗅聞，

再用學生常用的溝通方法提問學

生，讓學生分別指出何者有氣味，

何者無氣味。 

學生能依施教者的提問，以常用的溝

通方法，例如口語/注視/肢體動作/手勢

作出回應，分辨出有氣味與無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