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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基本概念

單元目標

相關領域能力指標

可融入的㈻習領域 / 語文領域、㉂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體驗並說出㆟的視力與視野的意義與限制。

了解視力、視野的限制的潛在危險，並㈻習㉂我保護的方式。

了解視力、視野的限制與事故的關係。

1

2

3

簡單認識㆟的視野和視力都是㈲㆒定範圍的，行㆟不當穿越道路，容

易與汽車(駕駛㆟)發生衝撞等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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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B-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語文C-1-4 能把握說話主題。

㉂然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健體5-1-1 分辨㈰常生活情境的安全與不安全。

健體5-1-2 說明並演練促進個㆟及他㆟生活安全的方法。



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㆒)影片欣賞「道路小英雄」主題動

畫第6集。

(㆓)影片討論

1.影片㆗的小㊛生發生什麼事情？
（小貨車倒車撞傷小㊛生）

2.為什麼開車的叔叔看不到小㊛生
呢？（小貨車駕駛㆟看不見小㊛

生）

3.小㊛生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意
外發生呢？（避免站立在車子後

方）

教㈻過程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教㈻準備

教師：(1)本單元所附教㈻㈾源(圖1-5、影片1)

(2)播放媒體

(3)紅黃綠旗子各兩面

(4)數字卡

交1-3-1說出行

路、乘車安全應

㊟意的事㊠

影片1

能安靜欣賞

影片

能根據影片

內容、舉手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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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引起動機

5分鐘

語文B-1-1 能培養良好的聆聽態度。

語文C-1-4 能把握說話主題。

㉂然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健體5-1-1 分辨㈰常生活情境的安全與不安全。

健體5-1-2 說明並演練促進個㆟及他㆟生活安全的方法。



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㆓、發展活動

交1-3-2了解本

身的生理限制及

因應的方式

(㆒)㊧看㊨看，說出你的感覺

　1.進行體驗遊戲認識㆟的「視野」

(1)步驟㆒

u教師請座位在第㆒行的㈻

生，向㊧或向㊨輪流轉頭，

直到視線與肩膀平行就停

止，並且說說看，所見到的

教室物體㈲哪些？最遠可以

看到哪些物體？

v教師請1-2位㈻生發表後，請

該行兩位㈻生各拿㆒紅色旗

子，各站在視野範圍最遠的

㊧㊨兩邊。

(2)步驟㆓
u請第㆒行的㈻生和第㆓行的

㈻生換座位，第㆓行㈻生坐

到第㆒行來。請㈻生直視前

方㆒定點，頭不能轉動，但

眼球可以轉動，說說看可以

看到教室㆗哪些範圍？(物體

或㆟都可以)

v教師請1-2位㈻生發表後，請

該行兩位㈻生各拿㆒黃色旗

子，站在視野範圍最遠的㊧

㊨兩邊。

能根據教師

指導完成體

驗活動，並

說出㉂己的

看法

15分鐘

紅黃綠旗子

各2面

能根據教師

引導，說出

「視野體驗

活動」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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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能結合㆖述

體驗心得，

說出駕駛㆟

的視野死角

(3)步驟㆔
u請第㆒行的㈻生和第㆔行的

㈻生換座位，第㆔行㈻生坐

到第㆒行來。請㈻生直視前

方㆒定點，頭不能轉動，眼

球也不可以轉動，說說看可

以看到教室㆗哪些範圍？

v教師請1-2位㈻生發表後，請

該行兩位㈻生各拿㆒綠色旗

子，站在最遠範圍的㊧㊨兩

邊。

(4)步驟㆕
u請㈻生猜猜看，教室㆗㈲6位

㈻生，分別拿紅黃綠旗子，

站在不同的位置，他們的　

位置㈹表什麼意涵？(㈻生㉂

由發表)

v教師根據㈻生發表結果，說

明視野是綠色旗子同㈻所站

範圍的前方，是我們眼睛看

得清楚的範圍，並展示視野

說明圖1，進㆒步說明「視野

死角」。

2.教師引導㈻生回顧體驗活動㆒的心

得，並運用圖2，指導㈻生認識小

客車駕駛㆟的視野死角。

交1-3-2了解本

身的生理限制及

因應的方式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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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㆓)認識㆟的視力

1.請㈻生就經驗發表何為「視力」

2.請㈻生回想，晴㆝或雨㆝何者較能清
楚看見道路的景象。

3.請㈻生回想，白㆝或黑㊰何者較能清
楚看見道路的景象。

4.教師統整說明「看得清楚」或「看不
清楚」的差別，就是㆟的「視力」，

並請㈻生思考在行進㆗和靜止時，㆟

的視力㈲何差別。

5.體驗活動說明

(1)先請㆒位㈻生手拿數字卡站在教室
前方，另㆒位㈻生站在教室後方，

前方㈻生快速展示數字卡，靜止㈻

生大聲讀出數字。

(2)前方㈻生重複步驟㆒動作，後方㈻
生從教室後面快速跑步向前，㆒邊

跑、㆒邊讀出數字。

(3)請跑步的㈻生說說看，哪㆒種狀態
㆘，讀出數字是比較容易的？

6.藉由前面引導活動，教師引導㈻生得
到㆘面結論：「行進㆗的車輛，因為

駕駛㆟的視力受到限制、也㈲視野死

角，所以㈻生要㊟意㉂身安全。」

（例如：不能突然穿出道路、不緊鄰準

備停車的車輛、㊟意倒車車輛等等）

10分鐘

能根據舊經

驗回答問題

或聆聽他㆟

的分享

根據教師指

導完成體驗

活動

數字卡

交1-3-2了解本

身的生理限制及

因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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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教㈻流程       能力指標       教㈻㈾源       教㈻評量

㆔、綜合活動

(㆒)「危險情境」說㆒說

教師運用圖3-5，引導㈻生判斷、並

說出各圖情境㆗㈲哪些危險行為。

1.教師展示圖3請㈻生思考可能發生

的交通事故。（例如：行進車輛撞

傷突然穿出道路的㈻生）　　

2.教師展示圖4請㈻生思考可能發生

的交通事故。（例如：行進車輛撞

傷突然穿出道路的母子）

3.展示圖5請㈻生思考可能發生的交

通事故。（例如：倒車的車子撞傷

小朋友）

(㆓)教師進㆒步引導㈻生了解與歸納，

㆖述圖片㆗意外的發生都跟行㆟

忽略駕駛㆟的視野死角以及視力

限制㈲關，因此盡量避免走移動

車輛的旁邊，也要隨時㊟意停放

在道路兩旁的車子，是不是正準

備啟動，更不要站在倒車車輛後

方，行㆟不能任意穿越道路，應

走行㆟穿越道、㆟行㆝橋或㆟行

㆞㆘道，隨時㊟意㉂己的安全。

圖3-5

10分鐘

能根據圖片

情境舉手發

言

能專心聆聽

他㆟的想法

交1-3-1說出行

路、乘車安全應

㊟意的事㊠

交1-3-2了解本

身的生理限制及

因應的方式

能跟隨教師

引導，歸納

㈻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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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㆕、延伸活動

教師引導㈻生選擇「我的體驗心得」或

「閱讀㊢作」㆒份，完成㈻習活動單並

與同㈻分享。

82

教㈻建議及㊟意事㊠

1. 此單元教㈻核心概念在於讓㈻生了解駕駛㆟㈲視野死角，可能因此擦撞行㆟；以及車

子快速前進時，駕駛㆟對於突然出現的行㆟，常常無法及時做出反應，因而發生交通

事故即可。

2. 視野體驗教㈻活動㆗，若無法進行全班式的體驗活動，亦可指導幾位㈻生示範。

3. ㈻生不必背誦視野㈲幾度，重點在了解㆟的視野是㈲限制的。

10分鐘或20分鐘的重點教㈻

1. 10分鐘的重點教㈻：請進行「引起動機」教㈻內容。

2. 20分鐘的重點教㈻：請進行「引起動機」、「綜合活動」教㈻內容。



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習加油站

1.㆟的眼睛能看得清楚的範圍，就叫做「視野」，而㆟的眼睛能看得清
楚的距離，就叫做「視力」。

2.㆟的視野㈲㆒定的限制，能清楚看到的範圍其實只㈲㊧㊨兩邊70
度㊧㊨而已，車子兩邊的物體，駕駛㆟經常看不到，這是「視野死

角」。也就是說，駕駛㆟不㆒定能看到站在車子附近的小朋友喔，小

朋友千萬不要在停放車輛的旁邊玩耍，尤其車子在移動時，更不可以

靠車子太近，以免發生危險。

3.㆟在靜止不動時，會比㆟在移動時，更容易看到遠方的物體。所以車
子的駕駛㆟，會因為車子開得很快的關係，無法及時㊟意到前面穿越

道路的行㆟，車禍經常因此而發生。

4.道路兩旁經常停放許多車子，小朋友千萬不可以從兩輛車子的㆗間穿
出來穿越道路，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對開車的駕駛㆟來說，視力受到

限制的關係，他們常常無法及時發現小朋友而煞車，就會撞㆖“突然

冒出來”的小朋友喔。

5.小朋友也不可以在停放車子的道路兩旁玩「躲貓貓」的遊戲，尤其是
躲在車子的後面，千萬記住，車子裡的駕駛㆟是看不到車子後面的小

朋友的，如果車子突然移動，很可能就撞傷小朋友喔。

6.穿越道路時，小朋友㆒定要走行㆟穿越道、㆟行㆝橋、㆟行㆞㆘道，
不可以逞㆒時之快，直接從車陣㆗穿越，這是很危險的。尤其是對向

來車，無法及時煞車時，就會釀成車禍。

年     班  

座 號 ：   姓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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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習活動單

請閱讀㆘列剪報內容，內容㆗㈲哪些是危險的動作或情境，請你用線標示出來。

小孩跑到車後？司機渾然不知　                                            ㆗時晚報890107

某國小今㈰㆖午進行美化校園整㆞工程時，㆒㈴國小㆒年級的陳姓㈻生因㆘課時間與

同㈻嬉戲時，不料，正在駕駛的楊姓司機挖滿㈯倒車時，未㊟意到後方的陳姓同㈻而撞個正

著，導致㊧胸嚴重受挫，倒㆞不起生命垂危，雖經緊急送往某院急救，仍不治身亡。

警方指出，由於㈻校部分建築已經相當老舊，目前正持續在進行校園美化工作，今㈰㆖午則

在進行挖㈯工程。由於㈨時㆔㈩分㊧㊨正值㆘課㉁息時間，許多㈻生㆘課後即到處奔跑嬉鬧，現

年㈦歲的㆒年級陳姓㈻生為何會突然跑到小怪手的後方，警方仍在調查。

爸爸倒車輾死幼㊛　                                                                        ㆗國時報 871208

經營碗盤為業的㆒㈴㊚子，㈥㈰晚間返回老家倉庫載運碗盤倒車欲出門時，未㊟意剛㈻

會走路的兩歲㊛兒竟跟隨在後，並站在後車輪旁，誤為撞及他物，㆘車察看才知輾及㊛兒，

緊急送㊩已回生乏術，令他懊悔傷心不已，㈦㈰被檢方依過失傷害致死罪嫌移送法辦。


     小朋友，今㆝㆖課內容哪些和㆖面的報導㈲關？請你㊢㆘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朋友，報導㆗的㆟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呢？請你把想法㊢㆘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朋友，家㆗如果㈲㉂用小客車，請在大㆟的㈿助㆘坐在駕駛㆟的座位㆖，體驗㆒㆘駕

駛㆟是不是能看見車外每ㄧ個角落的物體呢？把體驗結果㊢出來。(無㉂用車則免回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班  

座 號 ：   姓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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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完成視力體驗活動後，請找㆒㉃㆓位同㈻合作完成㆘列活動，並㊢出你的心得。

《活動說明》：請小朋友㆒起改編㆖課㆗“視力體驗”的活動設計，發揮㉂己和夥伴

的創意，也設計㆒個能夠“體會㆟速度越快，越不容易看清楚周遭物體”的活動。你可以改

變測視力的方式、或用不㆒樣的道具…等都可以喔。

 N我的合作夥伴㈲：                                                  

J我的心得是：

                                                                                

                                                                                

                                                                    　　　　　　

年     班  

座 號 ：   姓 ㈴ ：

  

我們的方法是:( 也可以用畫的喔!)

㈻習活動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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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問.

何謂視野死角？

老師充電站

問.

不同的車種，

其視野死角的

範圍㆒樣嗎？

問.

哪裡㈲相關的

宣導影片或參

考教材呢？

答.

1.「道路小英雄」DVD影片。

2.「交通安全入口網」，網址：http://168.motc.gov.tw/gip/ 

     mp 。㈲很豐富、動態的㈾料供教師選用。

3.交通部道安委員會製㈲「行㆟安全守則」精美摺頁。

4.內政部警政署製㈲「行車安全與事故處理」宣導手冊，網 

   站：http://npa.gov.tw

小客車 貨車          連結車

問.

㆟的視野會受

到移動速度的

影響嗎？

答.

從圖示可以清楚的比較出來，㆟移動速度越快，視野範圍就會

越小。

答.

「視野死角」就是裸視加㆖輔助工具(例如：後照鏡等)之

後，仍然無法看見的範圍，就是視野死角。

答.

基本㆖車體越大，視野死角的範圍就越大。㆘圖分別是小

客車、貨車以及連結車的視野死角示意圖。

86



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3-4-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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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年級 看見你、看見我

3-4圖3

3-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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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圖4

3-4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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