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96 學年度智能障礙學生安置高職特教班暨特殊教育學校
職業能力評估

蜜蜂採蜜
一、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負重
遵從視覺提示
順序感
速度

評量項目
搬塑膠箱
依照標籤指示、照片擺置
日期排序
時間計時

二、施測用具：
1. 麥香紅茶（400 公克/罐）1 罐；麥香奶茶（400 公克/罐）3 罐；蜜桃多（400 公克/
罐）1 罐；芭樂多（400 公克/罐）2 罐；葡萄多（400 公克/罐）2 罐；伯朗咖啡藍山
風味（300 公克/罐）4 罐；伯朗咖啡曼特寧風味（300 公克/罐）2 罐；伯朗咖啡（300
公克/罐）1 罐；茶裏王日式無糖綠茶（650 公克/罐）3 罐；茶裏王英式紅茶（650
公克/罐）1 罐；茶裏王青心烏龍茶無糖（650 公克/罐）2 罐；茶裏王台灣綠茶（650
公克/罐）3 罐。【放 1 個塑膠箱內】
2. 礦泉水 12 罐-貼日期：2007.06.10,2007.12.25,2008.06.25。【放 A4 盒子裡】
3. 塑膠箱 4 個（1000 克/個）。
4. 碼錶 1 個。
5. A4 盒子 2 個。
6. 推車 1 台。（替代）
7. 課桌 1 張。（替代）
8. 課椅 1 張。（替代）
9. 置物架 1 組，架內分層高度為 80、120 公分、及 40 公分，寬度為 90 公分，深度為
45 公分。＊ 40 公分高度分層上放置 1 個 A4 盒子，80 公分高度分層上貼有商品照片，
120 公分分層上貼有商品名稱標籤。

三、施測情境：
在出發區前放置塑膠箱 3 個（1 個內含 12 瓶飲料、2 個相疊距離差 5 公分）及推車
1 台，在停止處放一置物架，架旁放置塑膠箱 1 個，。
＊場景擺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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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 1 張個

四、施測程序：
（一）搬塑膠箱

「等會請你將整個塑膠箱搬起，將它搬到置物架前面的塑膠箱上放好並卡住。」。
施測者指著出發區的塑膠箱，並示範塑膠箱卡住塑膠箱（1.移動上塑膠箱對齊下塑膠
箱 2.搖動 2 次上下塑膠箱表示穩固）。

（二）低層置物

「請你將塑膠箱內的物品拿出來，依照商品名稱標籤及照片放上架子。」
施測者指商品名稱標籤。

「你知道了嗎？」。確定受測者明白，
「你可以開始搬，計時開始。」（學生搬起塑膠箱，便開始計時）。
替代 1
注意：1.若受測學生一開始就搬不動時或搬起無法走動，時間超過 30 秒後：

「請你將推車推到置物架前面，若搬的動，將這塑膠箱放在塑膠箱上」。
2.受測學生完成上架後停止計時。
3. 時間超過 180 秒，停止施測。
（三）日期排序
施測者帶著受測學生至桌子前，

「每一罐飲料上都有貼日期，請你依照日期順序排好，日期較早的排前面，日期較晚
的排後面。」
「你知道了嗎？」。確定受測者明白，
「你可以開始排，計時開始。」（學生開始排，便開始計時）。
注意：1. 時間超過 50 秒，停止施測。
（四）測驗完成

「你做的很棒!現在請你將架上的物品放回塑膠箱中，搬回出發區。」

五、注意事項：
1. 施測者須隨時跟在受測學生旁邊，注意受測學生安全。
2. 受測學生搬回出發區後，施測老師請將塑膠箱內的飲料重新排列打亂順序。
3. （三）日期排序施測計分結束後，施測老師請將飲料重新排列打亂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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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立柱
一、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評量重點
手眼協調能力 將插棒完全插入手功能測驗板洞中。
手指運作能力 手指拿起插棒、插棒插入洞中能力。
短期記憶能力 聽從指令能力
處理速度能力 在時間內完成最多的插棒。
認知能力
辨別手功能測驗板的起始插洞位置、左右區辨能力、數字指認、
數量辨識。
情緒穩定能力 能維持長時間的注意力，沒有負向情緒。
二、施測工具：
(1) 1個計時器
(2) 1個手功能測驗板
(3) 1個塑膠盒，1個裝飾塑膠盒。
(4) 100根紅色插棒，50根藍色插棒，50根黃色插棒，50根白色插棒。
(5) 彈簧秤1個。
(6) 500 C.C.量杯1個
三、施測情境：
（一） 重量量測
請受測學生站在測驗桌前，施測教師站與學生同側。彈簧秤放於學生前面
離桌緣 3 公分，空裝飾塑膠盒與裝入插棒之塑膠盒分別放於彈簧秤兩側。量杯
直接放於彈簧秤上方，此時彈簧秤指針需歸零。
（二） 插棒操作
請受測學生站在測驗桌前，施測教師坐於學生對面。手功能測驗板放置於
學生前方桌面上，測驗板底部距離桌緣2公分。1個塑膠盒置放在測驗板上側，
塑膠盒內放置所有插棒。
四、施測程序：
（一）重量量測
1. 施測教師說：
「首先請你指出彈簧秤上50公克的標示位置。」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請你指出。」
2. 施測教師說：「請你取出塑膠盒內的塑膠棒放到量杯中，秤出50公克的塑膠
棒重量，並將秤好的塑膠棒倒入旁邊的裝飾塑膠盒中。請你在60秒內完成，
越快越好。」若受測學生60秒時間未完成即停止。
3. 施測教師說：「現在請你裝120公克的塑膠棒。並再倒入裝飾塑膠盒中。也
請你在60秒內完成，越快越好。」若受測學生60秒時間未完成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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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慣用手測驗
1. 施測教師邊解說施測項目邊示範給受測者看。
2. 施測教師說：「請問你寫字或吃飯是用那隻手。」
3. 假設已知受測者慣用手為右手。施測教師說：「正式測驗時，請你用右手從
右邊的塑膠盒中，一次拿一根紅色插棒，從左上方第一個洞開始，依照順序
把插棒插到洞裡面。」若受測者慣用手為左手，請由右上方第一個洞開始。
4. 施測教師說：「如果插棒掉了，不用去撿，重新從右上方的塑膠盒中再拿一
根就好了。」「在測驗的過程中，如果你同時拿兩根的話，請你將一根放回
塑膠盒中，否則你同時插的兩根，在算分數時，將都不計分。」
5. 施測教師說：「有沒有問題？」（停頓一下，如果受測者有問題，請回答所
有的問題，務必讓受測者了解如何做出正確的動作）。
6. 施測教師說：「如果沒有問題，請你練習3根。」觀察受測者練習狀況，無
特別問題即開始，此時施測教師說：「對，就是這樣做」。
7. 施測教師說：「這個測驗會“計時90秒”，請你做愈快愈好，當我說“預備”
時，請將右手放到右上方的塑膠盒裡。」「當我說“開始” 時，你就開始
做，直到我說“停” 為止。」「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預備，開始。」
8. 受測者在將插棒木板的同時，開始計時。直到最後一個組件組裝完成，或時
間已達90秒時停止。
（三）雙手測驗
1. 施測教師說：「正式測驗時，請你用雙手從兩邊的塑膠盒中，各拿起一根紅
色插棒，從左上方第一組洞開始（受測者慣用手為右手），依照順序把插棒
插到洞裡面。注意，雙手一定要同時動作。當第一行插洞完成後，請由上方
開始第二組。如果插棒掉了，不用去撿，重新從塑膠盒裡再拿一根就好了。」
若受測者慣用手為左手，請由右上方第一組洞開始。
2. 施測教師說：「在測驗的過程中，如果你一隻手同時拿兩根的話，請你將一
根放回塑膠盒中，否則你同時插的兩根，在算分數時，將都不計分。」
3. 施測教師說：「有沒有問題？（停頓一下，如果受測者有問題，請回答所有
的問題，務必讓受測者了解如何做出正確的動作）。」「如果沒有問題，請
你練習3對。」
觀察受測者練習狀況，無特別問題即開始。注意受測者兩手是否同時動作，如
果沒有，須立即糾正，並告知計分乃是以插了多少組，而非插了多少根。
4. 施測教師說：「這個測驗會“計時60秒”，請你做愈快愈好，當我說“預備”
時，請將兩手放到左右上方的塑膠盒裡。（注意受測者的雙手是否交叉，如
果有交叉現象，請糾正）。」
5. 施測教師說：「當我說“開始” 時，你就開始做，直到我說“停” 為止。」
施測教師說：「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預備，開始。」
6. 受測者在將螺絲插入木板的同時，開始計時。直到最後一個組件組裝完成，
或時間已達60秒時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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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寶遊戲
一、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評量重點

短期記憶能力

聽從指令能力

認知能力

選用正確的掃除用具、分辨資源回收物品

手眼協調能力

將分類物品投入適當的回收桶、將紅色膠帶撕起
和紙屑一同掃入畚斗中

分類能力

將資源回收物品做正確分類

小肌肉靈活度

扭、擰抹布的能力

測量能力

秤重及讀數

二、施測工具：
1. 掃把、馬桶刷、拖把、水桶、畚斗、刮刀、除塵把各 1 個。
2. 直立式回收盒 5 個。
3. 垃圾桶 1 個。
4. 鐵罐含蓋*2、鐵罐不含蓋*2、廢光碟片*2、電池*2、寶特瓶*3、紙盒含
塑膠蓋*1、養樂多罐*1、廢滑鼠*1、護貝膜*1、廢紙*1。
5. 1 公分見方大小白色紙張 12 張。
6. 小包裝透明吸管及不透明吸管各 1 根。
7. 紅色非透明膠帶 2 公分長 1 張。
8. 小型塑膠袋(百寶袋)1 個。
9. 5 公分寬 OPP 非透明封口膠帶 1 捲。
10. 碼錶 1 個。
11. 電子秤 1 個。
12. 黃色粉筆 1 支。
13. 白色乾淨抹布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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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測情境：
掃除用具區位於起始線的正前方，垃圾桶、回收盒在掃除用具區之左前方，
離區隔線中間間隔各為 10 公分，排序如圖，紅色膠帶張貼於離區隔線、
分別為 100 公分和 20 公分，紙屑分別在回收盒正後方靠牆處及正前方 15 公分，
起始線與區隔線的交叉點、桌下中心處。二根吸管分別位於垃圾桶前方 20 公
分(非透明吸管)及離掃除用具區左側 10 公分起始線上(透明吸管)。抹布及水桶
各一，水桶內約裝水 1/3，放在桌子旁。電子秤至於桌上左上方，桌面上用黃色
粉筆畫類似九宮格，如下圖。

280 公分

區隔線

紙屑
回收盒(寶特瓶類)

20 公分

水桶及

膠帶

抹布

電子秤

桌子

一張紙屑放
於桌下中心

回收盒(紙類)
垃圾桶

回收盒(鐵鋁罐類)
回收盒(塑膠類)

180 公分

回收盒(其他類)
20 公分
紙屑

非透明吸管
紙屑

紙屑
紙屑

區隔線

掃除用具區

紙屑

紙屑

(長 80 公分，
寬 60 公分)

透明吸管
10 公分

起始線

受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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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線

四、施測程序：
選取用具
1. 施測者指著前方掃除用具區，告訴受測學生說：「這是尋寶遊戲，

請你將掃地要用的兩樣東西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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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秒未
拿出來請施測者協助取出、拿錯也請施測者協助更正)。

清掃地面
3. 待受測學生將掃地用具正確的取出後說：
「現在請你將藏在框框內，地板上

所有紙屑掃在一起，再將紅色膠帶撕起，然後一起掃到畚斗內，最後倒入
垃圾桶中，完成時請說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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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開始計時，直到受測學生說：「掃完了」，或時間已達 150 秒時停止。

物品分類
6. 待受測學生說掃完了，或時間已達 150 秒時停止後，施測者拿一個塑膠
袋交給受測學生說：「這是一個百寶袋，請你將袋中的物品依照分類，全

部投入適當的回收盒中，完成時請說完成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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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開始計時，直到全部分類完成，或時間已達 60 秒時停止。

扭擰秤重
9. 待受測學生說完成了，或時間已達 60 秒時停止後，施測者指著桌子說：
「現

在請你直接拿起抹布將桌面擦乾淨，再將髒掉的抹布搓洗乾淨，之後用力
擰乾，拿去秤重唸出數字，最後將抹布放回原來的地方晾乾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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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開始計時，直到晾乾完成，或時間已達 60 秒時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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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購物
一、施測目的
能力指標

評量重點

情境判斷與反應

客人的進出、單瓶與雙瓶特價、招呼客人與結帳的情境轉換
間的反應

口語表達

清晰的喊歡迎光臨、謝謝光臨、客人問話的正確回應

識別硬幣

正確判斷硬幣的幣值

零錢分類

50 元、10 元、5 元、1 元等硬幣分類放置

計算與找零錢

計算物品價錢與需找的金額，拿取正確硬幣找錢給客人

二、施測用具
1.室內空間〈約 5*5 公尺〉
2.貼地線或課桌或隔板：區分店門內外，門外約 1 公尺、門內約 4 公尺。
3.收銀台：講/課桌 1 張〈充當收銀台〉
4.零錢：客人甲準備 50 元、10 元硬幣 2 個。 客人乙準備 50 元硬幣 1 個。
4.集幣盤：上層放 50 元 2 個、10 元 5 個、5 元 10 個、1 元硬幣 20 個〈下層貼
50.10.5.1 元硬幣各一個，另備用零錢 50.10.5.1 元硬幣各一個〉
5.特價單 1 張
6.置物桌：課桌 1 張，桌上擺放飲料-「茶裏王」8 瓶
7.計算用品：計算機 1 個、計算紙一疊、筆 1 支、小垃圾桶/袋 1 個。
三、施測情境
1.1 人扮演施測兼評分員，另 2 人扮演客人甲、客人乙。
2.施測前，集幣盤及計算用品用特價單〈反面朝上〉蓋起來，測驗二時才打開。

店外

店內
小垃圾桶
生

門

客人乙

受測學生

計算用品
集幣盤
1 公尺

1 公尺

特價單
DDDD
施測/評分員

茶裏王

結帳櫃檯

客人甲
置物桌

貼地線
或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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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測程序
〈測驗一〉招呼客人〈話術〉
指導語
1.施測者告訴受測學生說：這是一家便利超商，你是這家超商的店員。
2.優秀的店員第一項功課就是要會招呼客人。只要有客人一進店門就馬上要喊『歡
迎光臨』，請你說一遍〈學生複誦〉；同樣的，只要有客人一出店門就馬上要喊『謝
謝光臨』，請你說一遍〈學生複誦〉。
3.我們來練習一次，店門在那裏（手指出位置），你要注意客人進門或出門。好，

練習開始。
情境練習
 客人甲進門，施測者問受測學生說：客人進門了，你要說什麼？學生回答『歡迎光
臨』。若受測學生不知道，施測者可說一遍『歡迎光臨』，並請學生複誦一次。
 接著客人甲出門，施測者再問受測學生說：客人出門了，你要說什麼？學生回答『謝
謝光臨』。若受測學生不知道，施測者可說一遍『謝謝光臨』，並請學生複誦一次。
4. 練習後說： 好，現在你要自己招呼客人。我要看你反應快不快，說得大不大聲、

清不清楚。
5.都了解了嗎，有沒有問題？〈若受測學生仍不了解，請再說明一次〉
6. 確定沒有問題後說：好，開始了。
7.以下有 3 個情境測驗
情境〈情境變換約 5 秒〉 標準答案〈約 3 秒內正確回答〉





1.甲進門

歡迎光臨

2.乙進門〈留〉

歡迎光臨

3.甲出門

謝謝光臨

學生在客人進門/出門後一公尺內〈約 3 秒〉需說出正確的話術。
客人進出門的速度不要太快，進門後可在店內隨意走動。
學生回應完畢到轉換下一個情境約 5 秒。

〈測驗二〉識別硬幣
指導語
1.施測者拿出集幣盤告訴受測學生說：請你拿出一個 10 元給我。，學生拿出後，
告訴學生說：好，請放回去。
2.施測者再說：請你拿出一個 5 元給我。學生拿出後，施測者說：好，請放回去。
3.施測者說：請你拿出一個 1 元給我。學生拿出後，施測者說：好，請放回去。
4.施測者說：請你拿出一個 50 元給我。學生拿出後，施測者說：好，請放回去。
 受試需在 5 秒內拿出正確的硬幣，否則不計分。


若受試學生未正確放置零錢時，施測需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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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三〉結帳+招呼客人
指導語
1.施測者告訴受測學生說：除了剛才的招呼客人外，店員的第二項工作就是要幫客

人結帳。
2.施測者拿起特價單說：請注意看這張圖，茶裏王一瓶要賣 20 元〈手指在一瓶處〉，
但是買兩瓶原價要 40 元，現打 8 折，特價 32 元〈手指在兩瓶處〉。
3.施測者再指著集幣盤說：你看這個盤子裏的每一個硬幣都分類放好，等一下你收

到的錢也要這樣分類放好。假如你心算有困難，可以使用紙筆或計算機。
4.現在你不但要招呼客人而且要幫客人結帳 〈說慢一點且加重語氣〉。請你反應要
快，錢也要算對喔！
5. 都了解了嗎，有沒有問題？〈若受測學生仍不了解，請再說明一次〉
6.確定沒有問題後說：好，開始了。
〈客人乙準備 2 個 10 元、2 個 50 元，客人甲準備 1 個 50 元〉
情境

客
人
乙

標準答案

1.拿一瓶茶裏王到收銀台，說：請問多少錢？

20 元

2.手心放 10 元、50 元硬幣各 2 個並說：請你收下 20 元。

拿對 2 個 10 元硬幣

替代：拿出 2 個 10 元說：請你把錢放好。

3.硬幣分類放置
4. 乙出門

謝謝光臨

甲乙

5.甲乙一起進門

歡迎光臨


客
人
甲

6.拿兩瓶茶裏王到收銀台，說：請問多少錢？

32 元

7.拿出一個 50 元硬幣給受試並說：你要找我多少錢？

說出 18 元

〈若心算 5 秒後沒反應，客人可說：你要不要紙筆或計算機？〉
替代：拿出 1 個 50 元說：請你把錢放好。

8.請你找錢給我。替代：此題不用施測。

拿出正確的錢 18 元

〈若心算 5 秒後沒反應，客人可說：你要不要紙筆或計算機？〉

9.硬幣分類放置

客
人
乙

10.甲出門

謝謝光臨

11.拿 4 瓶茶裏王到收銀台，說：請問多少錢？替代：此題不用施測。

64 元

〈若心算不出來施測者可拿出計算品說：你要不要紙筆或計算機？〉

12.拿出二個 50 元硬幣給受試並說：你要找我多少錢？

說出 36 元

〈若心算 5 秒後沒反應，客人可說：你要不要紙筆或計算機？〉
替代：此題不用施測。

13.請你找錢給我。

替代：此題不用施測。

14.乙出門

拿出正確的錢 36 元
謝謝光臨




客人不需糾正受試算錯錢或找錯錢。
若受試學生未分類放置零錢時，施測需加以調整。



狀況ㄧ：若學生在測驗二錯 2 題或以上，測驗三不用做計算部分〈2、7、8、11、
12、13 題〉。客人只要拿錢出來〈20 元50 元〉說：請你把錢放好。不用
付錢，客人乙只需拿四瓶飲料，在四周繞一下放回飲料就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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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二：若〈2 瓶特價〉6-8 題全錯，或明顯不會計算，則11-13 題不用做
〈同狀況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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