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100學年度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高職綜合職能科及特殊教育學校
職業能力評估

飲料調製
一、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評量重點
手眼協調
能將正確的果汁量倒入量杯中
握力
能用單手將飲料(附有提把)提起
空間概念
能正確分辨方向取物及置物
認知能力
能正確選用相關用具和製作成品
口語理解
能聽從指令工作
工作速度
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工作
分類能力
能將使用完畢的物品歸回原位
前後順序
能依規定按先後順序倒入不同的飲料
解決問題
能將桌面影響操作的物品移走和判斷大小是否適當
二、施測用具
1.不同尺寸有刻度的量杯 100 毫升 3 個、300 毫升 3 個、500 毫升 3 個。
2.置物區(由上而下分別是量杯區、果汁區、置杯區、汽水區)
量杯區:放置 100 毫升 1 個、300 毫升 1 個、500 毫升 1 個。
果汁區:放置以黃色(柳橙汁)、橘色(果菜汁)和淡黃色(鳳梨汁)顏料泡
製 2 公升裝果汁一瓶(以附提把的果汁罐盛裝)。
置杯區:放置 300 毫升 1 個、500 毫升 1 個和 700 毫升 1 個。
汽水區:放置黑松、雪碧、奧利多 2 公升裝各 1 瓶(以水裝罐)。
3.可重複使用之半透明塑膠杯 300 毫升 3 個、500 毫升 3 個、700 毫升 3
個。
4.A3 尺寸的報紙 3 張、提籃 3 個、四層置物櫃 3 個、布膠帶(紅色)一捲、
水桶 3 個、抹布 3 條、已泡好各種飲料補充罐各 3 個。
5.附提把 2 公升的空牛奶罐 9 罐、工作桌 3 張。
6.黑松、雪碧和奧利多 2 公升空罐各 3 罐。
7.量杯區、置杯區、果汁區、汽水區、工作區、置物櫃字卡各 3 張。成品
區字卡 12 張。
三、施測情境
受測學生

成品區
成品區
量杯區
果汁區
置杯區
汽水區

工作區/放提籃的位置
(放置 A3 尺寸報紙在中央)
工作區 長:100 公分 寬:80 公分

桌子與置物櫃
相距 30 公分
成品區字卡
距桌邊各 5 公分

施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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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測程序
(一)選取用具
1.施測者指著置物櫃，告訴受測學生說：
「那是置物櫃，等一下請你拿提籃到
置物櫃拿 100 毫升量杯一個、中型塑膠杯一個、柳橙汁一瓶和雪碧汽水一瓶，
放到提籃中，再將提籃放到桌上的工作區。」
2.說明完後，問受測學生：
「你聽懂了嗎？」
（若受測學生仍不了解，請再說明
一次）
。確定受測者明白後說：
「好，你現在可以開始。」(30 秒未完成請施
測者完成，過 30 秒拿錯也請施測者完成更正)。
(二)物品放置
3.待受測學生將施測物品放到桌上的工作區，或時間已達 30 秒時停止後，施
測者對受測學生說：「現在請你將提籃中的物品拿出來放在工作區內，將桌
上其他的東西放在提籃中，並將提籃交給老師，完成時請說我做好了。」
4.說明完後，問受測學生：
「你聽懂了嗎？」
（若受測學生仍不了解，請再說明
一次）
。確定受測者明白後說：
「好，你現在可以開始。」(30 秒未完成請施
測者協助、未將 A3 報紙移走也請施測者協助移走)。
(三)成品製作
5.待受測學生說我做好了，或時間已達 30 秒時停止後，施測者對受測學生說：
「請你一手提柳橙汁、一手拿量杯，先量 50 毫升的柳橙汁倒到塑膠杯中，
再拿汽水用量杯量 200 毫升倒在同一個塑膠杯中，完成後將塑膠杯放在右上
角的成品區內，並說做好了。」
6.說明完後，問受測學生：
「你聽懂了嗎？」
（若受測學生仍不了解，請再說明
一次）
。確定受測者明白後說：「好，你現在可以開始。」
7.開始計時，直到受測學生說：
「做好了」，或時間已達 60 秒時停止。
(四)物品歸位
8.受測學生說做好了，或時間已達 60 秒時停止，老師協助將施測者的成品放
到成品區，接著施測者指著桌子對受測學生說：「現在請你將柳橙汁和雪碧
汽水拿回置物櫃原先的位置放好排整齊，並說我做好了。」
9.說明完後，問受測學生：
「你聽懂了嗎？」
（若受測學生仍不了解，請再說明
一次）
。確定受測者明白後說：「好，你現在可以開始。」
10.開始計時，直到受測學生說：
「我做好了」
，或時間已達 30 秒時停止。
五、注意事項
1.受測學生若是看著施測者，不論做的是對、是錯，請施測者均給予鼓勵並
提醒趕快完成。
2.每位學生完成施測後，請施測者將成品倒到水桶，杯子不用擦乾，將果汁
罐、汽水罐補充到定位，並保持桌面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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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助手
一、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顏色區辨
手部靈巧
手指靈巧
空間
動作協調能力
短期記憶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
速度

評量重點
能區辨不同顏色的紙張
能裝訂資料、放進資料夾
能操作螺絲起子鎖進螺絲
能在指定位置以釘書機裝訂文件
能將文件排列整齊
能將文件放進資料袋中
能將資料袋放進資料夾裡
能記住交代的任務，依流程正確操作
能發現不足或短缺的物品
能回報問題
能在時限內完成指定任務

二、施測用具
1.長桌 1 個
2.計時碼表 1 個、施測說明 1 份、計分表 1 份
3.軟木墊 2 組(1 組 3 片，7X7 公分)
4.螺絲起子 4 支（十字及一字兩種，大小各一）
5.A4 大小之黃、綠、粉紅、橙色紙各 20 張一疊，白色紙 100 張一疊，共 5 疊
6.釘書機 2 個、訂書針 1 盒（備用）
7.15 公分直尺 1 把
8.文具籃 1 個
9.A4 透明文件套 5 個、三孔資料夾大的 1 個，小的 2 個、L 型文件盒 2 個
10.A4 回收紙盒 1 個

三、施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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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測程序
◎施測前應確認所有的工具都完成擺放。施測時請老師全程以站姿施測。
（一）鎖螺絲
桌上擺放已鎖好 3 個螺絲的成品一份。
施測者：「這是 3 片軟木墊，等一下要請你選一個適合的螺絲起子，把螺絲用力鎖
進軟木墊版上的 3 個黑點中，完全鎖緊。現在老師示範一遍。」
施測者示範在軟木墊上鎖進一個螺絲。一手扶好螺絲，另一手拿起螺絲起子，利用
手掌和手指力量向下鎖好螺絲。施測者示範後，成品放在桌上讓學生參考。
施測者：
「這樣懂了嗎？現在換你做做看，每一個螺絲都要鎖進黑點中，計時 70 秒，
開始。」
70 秒時間到即停止，依學生完成之作品計分。
（二）辦公助手
1. 裝訂
施測前請確認施測用釘書機裡有足夠的訂書針。
施測者：「現在請你幫忙裝訂資料。老師示範一次，請注意看。拿先一張有顏色的
紙當作封面，加上 3 張白色的紙，整理好。」
請老師示範動作，將這一疊紙張在桌上整理好
「然後用釘書機訂在左上角兩公分以內。訂好之後放在籃子裡，這樣懂了嗎？等一
下請你訂 3 份，封面顏色依序是黃、綠、紅，跟老師說一遍，黃、綠、紅。現在換你做
做看，做得越快越好，計時一分鐘，開始。」
一分鐘時間到即停止，依學生完成作品計分。
2. 裝袋
施測者：「現在請你幫忙把資料裝進資料袋裡。老師示範一次，請注意看。」
請拿起前一小題中，老師示範訂好的文件
「把這些訂好的文件，像這樣裝進透明資料袋裡，一個資料袋裝一份文件。請記住，
資料袋的洞洞要朝左邊，開口朝上。」
老師拿起示範用的資料夾操作
「然後打開資料夾，放一個資料袋，夾好。」
指著文件盒裡的一大一小資料夾
「等一下小的資料夾放一個資料袋，大的資料夾放兩個資料袋。然後把資料夾放回
文件盒中。這樣懂了嗎？現在換你做做看，做得越快越好，計時 90 秒，開始。」
90 秒時間到即停止，依學生完成作品計分。
【注意事項】
1. 第一題「鎖螺絲」評分時請注意，評分重點在於鎖進螺絲後，螺絲需與軟木墊保持
平整，且需鎖於黑點中。鎖好之螺絲需回收重複使用，請現場人員或施測教師協助
拆卸。施測過後之軟木墊請丟棄。
2. 第二題辦公助手，第一小題「裝訂」評分時請注意，評分重點一為「封面顏色」
。3
份封面顏色不同之文件各一疊，封面顏色分別為黃綠紅。每 4 張紙一份，第一張紙
為指定顏色，其餘為白色紙張。不論張數或有無釘整齊均給分。評分重點二為「張
數」，只要訂好的資料張數正確為 4 張均給分，不論封面顏色或裝訂是否整齊。評
分重點三為「裝訂整齊」。裝訂在紙張左上角長寬 2 公分以內，且需紙張需整理平
整，裝訂誤差的容許範圍在正 0.2 公分以內，有疑義時請以直尺測量。不論顏色重
複或張數錯誤，只要紙張整理好以釘書機釘整齊都給分。若學生在此分測驗裝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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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到 3 份，教師應另行取用其他之前的裝訂成品，補滿 3 份，以利下面分測驗的操作。
第二題辦公助手，第二小題「裝袋」評分時請注意，若資料袋裝進資料夾時未對準
孔洞、有遺漏、或未夾起來，均不給分。
測驗中請視情況以口語鼓勵學生，例如：「做得很好」、「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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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配送
一、

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語文能力
數目能力
空間能力
機械推理能力
動作協調能力
手部靈巧能力
手眼腳協調能力
二、
1.
2.
3.
4.
5.
6.
7.
8.
三、

評量重點
能依口語指令完成
能有數量概念
能將所有物品排列入塑膠箱中
能依序完成裝箱、排列、上蓋及扣起
能平順排列，穩定抬舉並移動身體
能排列飲料，將塑膠扣環扣起
能完成蹲、抬舉及移動等身體姿勢

施測用具
2000 C.C. 汽水 5 瓶
餅乾大、小盒各 1 盒
塑膠箱 1 個
2 層鐵架 2 座
黃色木條（4.5x2.5x240 公分）
碼錶 1 個
3 層木櫃 1 座
一般書桌 1 張
施測情境

3 層木櫃
小盒餅乾
大盒餅乾

黃色木條

汽水

2 層鐵架
塑膠箱

5 公尺

70
（90）
公分

一般書桌
學生
出發線（紅線）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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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測程序

學生進入試場後，請學生站在出發線（紅色線）後端，學生面對身邊 3 層木櫃
施測者指著放在地上的物品說：
「這是一項有關配送的活動。在木櫃內有 5 瓶汽水、2
種餅乾，在桌上有 1 個塑膠箱上面有塑膠箱蓋。塑膠箱兩邊有握把，並且有扣環。」
（操
作開始之前，施測者指向塑膠箱蓋並操作扣環，在測試開始前須蓋上塑膠蓋並扣上扣
環。）
（一）載裝及組合貨物
施測者說：
「請你從木櫃內拿 5 瓶汽水，各 1 種餅乾。將塑膠箱盒蓋打開，把汽水、餅
乾放在塑膠箱裡面。所有東西必須完全放在塑膠箱裡面，之後將塑膠箱蓋蓋上，兩邊
握把必須扣上。請你在 2 分鐘內做完，越快越好，知道嗎？」
（若學生不明白，請再解
說一次。）等學生表示明白後，施測者說：
「現在開始。」（時間到時，若學生尚未將
物品放好，則由施測者將剩餘物品放入，並將塑膠蓋蓋上扣環扣好。）
（二）搬運物品
學生站在出發線（紅色線）後端，物品已完全放在塑膠箱中。
施測者說：
「現在請你把塑膠箱抬起來走到前面，請注意地面上有黃色木條。通過後請
將塑膠箱放在紅色（黃色）鐵架層上，知道嗎？」施測者一面說明一面指前方鐵架及
地上木條。（由施測者依學生腰部高度決定塑膠箱放置鐵架層的顏色，若學生不明白，
請再解說一次。）學生表示明白後，施測者說：「現在開始。」當學生抬起塑膠箱後，
老師務必與學生一起走到鐵架前面。
（三）結束回收
學生站在鐵架前，塑膠箱已放在鐵架上。
施測者說：
「你表現非常好，現在請你將塑膠箱抬回紅線位置並放在桌上，全部的物品
放回原來木櫃內的位置，再將塑膠蓋蓋起扣環扣好。請你在 90 秒內做完，越快越好，
知道嗎？」
（若學生不明白，請再解說一次。）學生表示明白後，施測者說：「現在開
始。」
五、

注意事項

1. 學生在抬起塑膠箱時，施測者須隨同學生一起走，時時注意學生安全。
2. 若汽水、餅乾盒及塑膠箱有壓壞情形須立即更換。
3. 塑膠箱上架時施測者依學生腰部高度決定放置層架，以低於學生腰部高度的最近層
架決定上架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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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環相扣
一、

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手指靈巧度
手眼協調
圖形知覺
大小順序
分類能力
空 間
二、

評量重點
能拆解大中小按扣、打結
能將按扣拆解、扣回、串鈕釦
能找到相同形狀的鈕扣、按照鈕扣大小順序將鈕扣串在一起
能按照大小順序將鈕扣串在一起
能依指示圖分別找出不同類型的扣子
能依照指示圖將鈕扣放在適當的位置

施測用具

1.按扣大 2 顆、中 2 顆、小 4 顆
2.金屬扣子正方形、圓形、大、小各 1 顆，彩色塑膠釦子心形，大、小各 1 顆，
圓形 2 顆。
3.串珠線，剪成 50 公分
4.二張畫有連身衣褲的 A4 紙，其中一張衣服上有畫扣子（樣版）。
5.工具盒大小各 1 個
三、

施測情境
學生坐著
○
工具盒
按扣子

小碟子
線

金屬扣子 塑膠扣子

圖
樣

施測者坐著

空白的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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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測程序

施測者指著左手邊工具盒說：「這是一個有關扣子的活動」
（一） 拆解扣子
1. 施測者拿出左手邊盒子裡的按扣大的 2 顆、中的 2 顆、小的 4 顆共 8 顆，
放在桌子上說：
「請你將扣子拆開後，放在你前面的小碟子裡，請注意看
我示範一次，….請在 30 秒內完成，越快越好。」等學生明白後，施測
者說：
「現在開始。」
2. 施測者將學生拆開的按扣 8 顆（如果學生有未拆完的，請施測者代為拆
完）倒在桌上說：
「請你將扣子扣回去，放在你前面的小碟子裡，看我示
範一次，請在 30 秒內完成，越快越好。」
（二） 扣子正對位
施測者拿出畫有衣服圖樣的 A4 二張紙，分別攤開在學生面前，將按扣子
大的 2 顆、中的 4 顆、小的二顆，塑膠心形大的一顆，塑膠的圓形二顆
（如樣圖）放入小碟子裡，指著示範圖說：
「請你依照這張圖上釦子的位
置，將扣子一個一個放上去，完全放在格子裡，超過不算分數！請你在
一分鐘內完成。」等學生明白後，施測者說：
「現在開始！」
（完成後，
請施測者將按扣收回左手邊的文具盒）
（三） 串扣子及打結
施測者拿出串珠線及金屬扣子正方形、圓形大小各一顆，心形、橢圓型
塑膠扣子大小各一顆，牛角扣子大小各一顆，說：
「這裏有各種形狀及大
小不同的扣子，請你按照正方形、圓形、心形的順序，先串大的，再串
小的；串過最後一個的時候，打二個結，請你在 90 秒內完成。」等學生
明白後，施測者說： 「現在開始！」

五、

注意事項

1. 施測中如果學生看著施測者，請施測者用鼓勵的語氣說：
「很棒！繼續加
油！」
。
2. 第一題第 2 小題如果學生有未拆完的按扣，請施測者代為拆完，再放桌
上請學生完成第 2 項。
3. 第二題如果扣子放在格子線以外，只要超過線（包括僅超越一點點）完
全不計分。
4. 打結必須不會鬆脫，若鬆脫者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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