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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示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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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疇 

 

「個人整潔及衞生」「穿脫衣物」 

 

 

學習單元 

 

扮靚靚試新衣 

 

 

學習目標/重點/細目 

「個人整潔及衞生」學習範疇 

三. 清潔及護理身體各部分 

I. 清潔及護理口腔 

1. 清潔口腔；4. 清潔咀巴 

V. 清潔及護理面部 

1. 洗臉；3. 保持面部清潔 

 

「穿脫衣物」學習範疇 

二．掌握穿脫各類衣物的技巧 

三. 培養穿脫衣物的良好習慣和態度 

2. 保持衣物整齊美觀；3. 在適當環境穿脫衣物 

四. 培養選用衣物的良好習慣和態度 

1. 選用適合自己的衣服；2. 按場合或活動的需要選

用衣物；3. 選擇適合不同天氣的衣物；4. 配襯及挑

選自己喜歡的衣服顏色和款式 

 
註：請參閱「自理(特殊教育需要)學習目標、學習重點及學習重點細目」

 

 

對象 

身體弱能學生 

已有知識/能力 

認知方面：認識不同類型的衣物 

技能方面：學生甲、乙及丙已能自己穿除衣服及梳

洗；學生丁需要較多體能上的協助；學

生戊能掌握大部分穿衣及梳洗技巧，能

運用輔助儀器協助自理，例如：以扣鈕

器扣鈕。 

 

 

課時編排/學習情境 

貫通專業模式、學校與宿舍職員合作、家校合作、個

別化學習、實境學習 

個別學習目標，課程內容及活動安排均由教師，治療

師、社工、治療助理及教師助理等各部門職員共同商

議及編訂，使學習內容更能照顧學生的全面需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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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定期會議、專業交流，以及在不同層面的觀察和參

與學生在課堂、治療及生活流程上的學習及訓練，各

教職員對個別學生的體能狀況、學習能力、學習要

求，以致協助方法及技巧都有一定的認識及掌握。

 

跨學科學習 

教職員亦會配合活動主題及目標，在其他課堂或治療

時段，加強及鞏固學生的有關知識和技巧。 

 

教學資源 

 

衣服、鬚刨、梳子、毛巾、唇膏、定型水、相機等

 

 

學習評估 

 

實作評估、自評、同儕互評 

 

 

培養共通能力舉隅 

 

 

溝通能力：理解及適當回應教師的指示(動作、手勢、

口頭)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利用錄影帶拍攝照片，供自評之

用 

 

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基礎：從資料中選取有用部分，加

以分類和組織；理解簡單直接的因果關係(從相片或

錄像片段中，找出自己表現良好及不足之處，並指出

原因。) 

 

運算能力：購物付錢 

 

解決問題能力：利用所得的支援和意見，選用一個解

決方案(聽取及綜合別人對自己選擇衣物的意見，選

購衣物) 

 

自我管理能力：反省自己的表現、態度和行為，並加

以改進(自我反省)；評估個人感受、長處、弱點、學

習的進度和目標(自我評鑑)；對自己的判斷、表現及

能力具有信心(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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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態度及價值觀

舉隅 

美的訴求、人性尊嚴、個人獨特性、自省、自律、自

決、謙遜、獨立、信任、批判性、具創意、欣賞、有

信心、樂於參與、積極、合作、開放、尊重自己、尊

重別人 

 

有關學科/學習領域 

舉隅 

 

中國語文、常識、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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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扮靚靚試新衣 

 

為個別學生選訂不同的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 甲 乙 丙 丁 戊

1.  注意流口水的情況，不可同時用兩、三條毛巾     

2.  練習運用雙手扭毛巾，抹面及持雙耳杯漱口    

3.  自然面容     

4.  利用檯子，學習控制上肢穿除上衣及減少不隨

意的身體擺動 

    

5.  練習在床上穿除褲子的方法     

6.  注意穿除衣褲鞋襪的姿勢     

7.  練習運用扣鈕器扣鈕     

8.  注意上落輪椅的安全     

9.  注意衣服整齊     

10.  注意談吐     

11.  學習衣服的配襯     

12.  選購合年紀的衣服     

13.  注意大汗的處理      

14.  嘗試較成熟的裝扮      

15.  留意衣服是否合身、破爛，是否扣好    

16.  留意衣服是否整齊，需要時懂得尋求協助     

17.  嘗試逛街看衣服的經驗     

18.  與家人聯絡更換其在宿舍較舊的便服    

 

學習活動安排 

日期 活動內容 目標 節數 

5 月 22 日 活動一：主題介紹 認識有關衣着、儀容及個人衞

生的常識 

3 節 

5 月 29 日 活動二：扮靚影靚相 練習更衣，梳洗及整理儀容 3 節連小息 

6 月 3 日 活動三：靚相分享及

討論 

認識恰當的儀容表現，檢視自

己良好及不足之處 

3 節 

6 月 10 日 活動四：往商場購買

新衣服 

學習選擇合適稱身的衣服 3 節連午膳時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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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目的： 

 

 

學習活動一：主題介紹 

 須注意個人衞生 

 保持儀容整潔的重要性 

 選擇衣服的要點：年齡／顏色配襯／場合／款式配襯／天氣                

 認識身體部分與衣服的配合：腰圍／腳長／尺碼 

 

學習活動二：扮靚影靚相 

 

 

 

 練習整理個人儀容  

－ 洗面／漱口／梳頭／更換便服 

－ 剃鬚／塗唇膏／用風筒吹頭（能力較弱者由教職員協助） 

－ 部分學生因應個別體能要求，練習自理技巧 

示例：學生丁的學習項目及有關體能要求／姿勢 

 

項目 體能要求／姿勢 

漱口／洗面  以雙手持雙耳杯（先協助學生固定雙耳杯，讓他打

開右手抓握杯耳，穩定後再以左手抓握另一邊杯耳）

 雙手手肘要固定在洗手盆前端，屈起手肘慢慢把雙

耳杯送到口中，提示他不要心急 

 吞水時避免頭部過分後仰 

 吐水時提示他身子稍向前及頭部微垂下吐向洗手

盆，避免弄濕衫褲 

 雙手扭毛巾時，提示他緊握拳頭用力擠壓，不要凌

空搖動雙手 

穿除上衣  利用檯子穿脫上衣 

 脫上衣時把身子及頭部微向前垂下，雙手手肘要固

定在檯上，屈起雙手手肘抓握衣領 

 伸直手肘把上衣拉出時，提示他不要把頭部後仰，

手鬆開時協助他再抓握衣領 

 穿上衣時，指示他把上衣平放檯上，衣背面向自己

 用左手握衫腳，然後把右手穿入衣袖，再以左手協

助把衣袖穿過右手肘至上臂，以同樣方法穿上左手

衣袖 

 將開衫腳把頭穿過上衣時略為協助把衫腳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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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體能要求／姿勢 

穿除褲子

／鞋襪 

 由於他的坐立平衡欠佳，需要從輪椅過床，躺在床

上更換褲子 

 他能自己抬高臀部把褲頭拉下，亦可屈膝把褲管拉

過腳跟 

 提醒他控制動作幅度，避免過大及過急，以防止在

床上擺動過大而跌落床 

 

穿除鞋襪  能在輪椅上自己穿脫鞋襪．但要確保他綁上安全帶．

 要提醒他避免彎腰向前脫鞋（他可抬高腳把腳放在

另一腳的大腿上），以防止他突然擺動身體過劇而至

輪椅向前翻 

 

上落輪椅 

(過床換褲） 

從輪椅過床 

 鎖好輪椅，揭起腳踏後才可解開安全帶 

 移前臀部，雙腳踏實地，雙手扶實床欄才站起來 

 站立後數五下以保持穩定，然後慢慢轉身坐下來（教

職員按着他雙手以防止他突然鬆開手及失平衡） 

 坐在床邊時應用雙手按着床，側身慢慢躺下，提醒

他不要急速向後仰臥以免撞到牆或床欄，從床過輪

椅 

 起床時先轉側身，雙腳移向床邊垂下，然後用雙手

按着床慢慢撐起身 

 輪椅向着他，讓他雙手扶緊輪椅扶手慢慢站起來（確

保輪椅上鎖及腳踏揭起） 

 站立後數五下以保持穩定，然後慢慢轉身坐下來（轉

身時教職員可輕扶他腰部，以防止他突然失平衡）

 坐穩後應立即綁上安全帶 

 

 

示例：學生戊的學習項目及有關體能要求／姿勢 

 

項目 體能要求／姿勢 

漱口／洗面  漱口／洗面時坐在木櫈及用矮洗手盤，提示學生雙

腳要放平踏實地，保持良好坐姿 

 以雙手持雙耳杯（先協助他固定雙耳杯，讓他打開

右手抓握杯耳，穩定後再以左手抓握另一邊杯耳），

頭部及雙手需要保持在中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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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體能要求／姿勢 

  雙手手肘要固定在洗手盆前端，屈起手肘把雙耳杯

送到口中 

 吞水時避免頭部過份後仰 

 吐水時提示他身子稍向前及頭部微垂下吐向洗手

盆，避免弄濕衫褲 

 抓握毛巾時提示他打開手掌及拇指，握拳扭毛巾時

拇指應向外 

 

穿除上衣  利用間條檯子及坐在木櫈上穿脫上衣 

 脫上衣時需把身子及頭部微向前垂下，雙手手肘要

固定在檯上，屈埋雙手手肘抓握衣領 

 伸直手肘把上衣拉出時要提示他不要把頭部後仰，

雙腳要放平踏實地 

 穿上衣時，把上衣平放檯上，衣背面向自己 

 用左手握衫腳然後把右手穿入衣袖，右手穿過衣袖

後提示他握着間條檯，以避免右手縮起及身體傾側

 再以左手協助把衣袖穿過右手肘至上臂，以同樣方

法穿上左手衣袖 

 張開衫腳把頭部穿過上衣時略為協助把衫腳拉下 

 能自己解開較大的鈕扣，但解開衣領鈕或較細小的

鈕扣則需協助 

 用左手持鈕扣器扣鈕時，提示他以右手協助固定衫

鈕位置 

 

穿除褲子

／鞋襪 

 需坐在木櫈及利用間條檯穿除褲子／鞋襪／腳托 

 間條檯在右邊，讓他有需要時能伸展右手扶着間條

檯以保持坐姿平衡 

 能抬起左／右腳放在大腿上來穿除鞋襪／腳托，但

要提點他另一隻腳要踏實地，不要伸向前撐起 

 除褲時先扶着間條檯站起來，一手扶着間條檯以保

持平衡，另一手拉下褲頭 

 褲頭褪下至膝部後，雙手扶着間條檯慢慢坐下，再

把褲管退至腳跟 

 穿褲時坐在木櫈，要求他抬起左／右腳放在大腿

上，職員協助他捲起褲管及穿過腳跟 

 他自己把褲管拉過膝部，扶着間條檯站起來，然後

一手扶着間條檯以保持平衡，另一手拉褲頭至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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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三：靚相分享及討論 

分組討論：認識恰當的儀容表現，檢視自己良好及不足之處。 

 

討論要點如下：  

 

 

1. 衣服是否適合自己的年齡？ 

2. 職員建議的衣服和自己選擇的衣服比較，哪些較為好看？為什麼？ 

3. 在職員建議的衣服中，自己最喜歡哪些款式和怎樣的配搭？ 

4. 你穿的鞋是否與衣服合襯？為什麼？可以改穿什麼款式？ 

 

 

 

1. 拍照之前，你做過什麼個人清潔的準備功夫呢？ 

2. 你最喜歡自己哪一張相片？為什麼？ 

3. 你最不喜歡自己哪一張相片？為什麼？ 

（希望學生能指出面容，口水，髮型，姿態、服裝等各方面的表現） 

4. 你看見自己這樣的打扮，有什麼感受？ 

 

 

 

1. 更換衣服時要注意衣服不可亂放及未穿好衣服不可四處行走 

2. 足部的護理（白布鞋、涼鞋、波鞋、皮鞋、襪均須清潔） 

3. 腰圍 

 

上述討論由學生口述，教職員記錄。 

 

學習活動四：往商場購買新衣服 

 學習選擇合適稱身的衣服 

 教職員觀察學生選衣物，試身及付款的情況，記錄學習表現．記

錄項目包括： 

－ 外表整潔 

－ 衣服配襯得宜 

－ 帶備個人物品及金錢 

－ 選擇合適的衣物款式 

－ 清楚自己的尺碼 

－ 穿脫衣物的技巧 

－ 試衫的程序和應有的禮貌 

－ 清楚自己有多少金錢及恰當付款 

－ 在公眾場所活動時的整體表現 

衣着 

儀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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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讓家長知道有關活動的主題和內容，從而作出相應的配合。以下是有

關家長信的主要內容。 

 

 

「你的孩子長大了，你有沒有察覺到呢？為配合「衣着、儀容」這個

主題，職員在上星期四特地準備了一些衣服，讓學生自行配搭，裝扮

自己。請你看看這樣的衣着是否更適合他 / 她的年紀呢？欣賞罷，請

於下週交回這些相片。」 

 

 

「x 組學生將於 6 月 10 日（星期二）到 xxxx 商場練習自己選購衣物。

學生需於當日帶備一套便服回校，更換後才出外。並要帶約$100，以

便選購之用。請家長與子弟商量應購買何種衣服，例如：牛仔褲、T

恤、運動衫、裙等，好讓學生知道如何選擇適合自己年齡的便服。」 

                 

 

活動四：往商場購買衣服(10/6) 

 

時間 地點 學習重點 

1：00 － 
1：30 

宿舍 / 治療部廁所 整理個人儀容及更換便服 

*學生學習安排(如活動二) 

1：30 － 
2：00 

到達商場  

2：00 － 
3：00 

逛公司購衣服 選衣服、試身、購衣物 

 

教師觀察學生選衣物、試身及付錢的情況，記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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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商場選購衣物記錄表 

 

學生姓名：    

 

項目 表現 

( 0 )

備註 

1.外表整潔   

2.衣服配襯得宜   

3.帶備個人物品及金錢   

4.選擇合適的衣物款式   

5.清楚自己的尺碼   

6.穿脫衣物的技巧   

7.試衫的程序和應有的禮貌   

8.清楚自己有多少金錢及付款   

9.在公眾場所活動時的整體表現   

 

備註：完全可以  ；部分可以○ ；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