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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研究者在服裝領域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其中有十六年多服務於教育界，

對於縫紉教材有相當的經驗，包括從高職到大專院校的教學，甚至到特

教教學也有多年經驗，因此，深刻了解不同學習程度的學生，須有不同

的教學方法及教材設計。其中，又以啟聰學校學生的教材設計更須費

心。由於溝通上的障礙，形成教學者的一種考驗，要如何讓聽力障礙學



習者能達到學習效果是本研究的主要課題。 數位教學是現代的趨勢，可

提昇學習成效，讓教學多元教材豐富，也是學習新觀念與學習重覆性的

平台。研究者企圖從發想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等循序漸進的方

式，針對啟聰學校學生之所需，設計一系列可以增進學生「縫紉教材」

之專業技能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分析聽障高職生

「縫紉教材」課程發展的理論內涵及國內推展縫紉教材課程的發展趨

勢；並藉由實地訪查及個案模擬，探討聽障生高職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

實施現況及可能遭遇到的潛在困難； 然後，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分

析適合高職聽障生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與方向；最後，透過實驗設

計，規劃一系列讓高職聽障生可以在透過學習媒體的自我控制與調節之

結構式的「縫紉教材」。 本研究分別從課程規劃的制度面、課程實施的

執行面以及課程發展的未來面等三個面向提出建議。最後所提出適用於

高職聽障生的「縫紉教材」課程發展模式，共分為：(1)發展評量表、(2)

發展問題解決教材實驗、(3)教材實施評量、(4)教材規劃、(5)教材實施、

及(6)教材評鑑等六個階段。  

摘要

(英) 

With my over three decades of working experience in the costume industry, sixteen 

years was delegated to teaching dress-making to vocational and college students, as 

well as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gained in special education. Therefore, I have in-

depth understanding in terms of students’ different level of learning capabilities, 

also in developing diverse teaching method and materials. Teaching hearing-

impaired students is the most difficult; because of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it is a 

huge task to devi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order for these students to learn 

effectively – this is the main theme of this study. Digital teaching is the current 

trend; it effectively promotes learning, pave for diversified teaching materials, offer 

new learning concept, and repetitive platform. I explored, pondered, resolved 

problems,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ries of teaching sewing materials desig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that woul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This study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ories regarding developing curriculum on “teaching sewing materials” for 

hearing-impaired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local trend of promoting sewing 

curriculum; through investigative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and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eaching to hearing-

impaired vocational students; by theory and practice, analyze the pattern and 

direction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itting for these students; finally,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a series was planned in order for these vocational students to avail 

for a self-management and self-adjustment course structure by means of media the 

“teaching sewing materials”. This study is undertaken from course planning,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three proposal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proposed method of teaching sewing materials for hearing impaired vocational 

students curriculum model is divided into: (1) a rating scale regarding its 

development, (2) the progress in solving problems relating to this teaching 

experiment, (3) assess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4) planning of teaching 

materials, (5)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6) evalu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to six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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