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
主題

3010+120=護眼行動
□語文

□綜合活動

□藝術與人文 □社會領域
配合
領域

□生活課程

適用年級 四年級 下學期
設計者

廖憲邦

□議題：

■健康與體育 □其他：

教學時間 2 節課(80 分)

教學
媒材

□自然與生活科技
□文字故事 ■簡報 □DVD 影帶 □繪本
■網路資源 □電子白版 ■其他：影片
1-2-3 體認健康行為的重要性，並運用做決定的技巧來促進健康

能力
指標

7-2-1 表現預防疾病的正向行為與活動，以增進身體的安適
7-2-2 討論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1.認知
(1)知道過度使用手機、平板電腦對眼睛造成的傷害。
(2)述說眼睛保健的正確方式。

教學
目標

設計
構想

2.情意
(1)同意視力保健的重要性。
(2)比較正確與錯誤的用眼方式。
3.技能
(1)表現正確的護眼行為。
3C 產品盛行，手機、平板電腦更是這二、三年來每一位學生的新寵
兒。不當的操作行為及過度的使用時間，對學生的視力及健康均造
成嚴重的傷害。讓學生在課堂上，透過新聞實事，汲取已經對眼睛
造成傷害的實例案件，了解不當行為對健康造成的傷害；再透過健
康新知、歌曲歌詞活動了解各種營養素對眼睛的保健，能養成健康
飲食、攝取足夠的營養，並與家長一同建立正確的護眼觀念。

第一節課

教學
時間

【引起動機】
1. 教師發問，有沒有看過最熱門的可愛動物：圓仔(熊貓)？
(播放 熊貓.ptt 多媒體檔案 第 1 頁)
2. 有沒有看過黑輪同學？
(播放 熊貓.ptt 多媒體檔案 第 2 頁)
3. 黑輪同學怎麼了？我們來看看他昨天的生活到底發生什麼
事？
(播放 熊貓.ptt 多媒體檔案 第 3~7 頁)

2min

【發展活動】
3min

教學
活動
簡述

1. 教師發問：黑輪同學的生活，你看出是什麼原因造成他的
熊貓眼呢？
教師重複學生的回答，並將簡單句意書寫於黑板。
例：寫作業姿勢不良、過度使用平板、使用手機看電影、
在棉被裡操作手機、看電視距離太近或過久…
老師統整：上述這些不良行為，都會對眼睛造成不良影
響。
2. 現代人生活長時間使用手機及平板電腦，若是過度使用，
會造成什麼影響嗎？透過幾則新聞，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
些真實案例正在發生。
播放影片：

5min

新聞-中視新聞-幼園大班童天天玩手機 近視 1000 度.mp4
新聞-TVBS- 狂玩平板 5 小時 女眼球下垂、視力模糊 – YouTube.mp4
新聞-中天新聞-高中生日玩手機 2 小時 視力 1.0 變 0.2 - YouTube.mp4
新聞-民視新聞-平板電腦不離身 視力大退步- YouTube.mp4

教師統整：不論什麼年齡層，過度使用平板電腦、手機，
都會對眼球造成各種嚴重傷害。
3. 除了過度使用造成的眼球傷害之外，平板電腦及手機螢
幕，還有一項隱形的危機：藍光。
播放影片：

藍光-手機 YouTube.mp4

5min

藍光-學生用 3C 過度 黃斑部竟病變出血 – YouTube.mp4
藍光-學生用 3C 過度 黃斑部竟病變出血.mht

藍光對眼球也是一種傷害，但也可以避免，播放影片：藍光-

眼鏡 – YouTube.mp4

教師統整：藍光、長時間使用、姿勢不良等因素都會造成
眼睛的不適。
15min
4. 體驗題：視力不良篇。
(1) 教師選擇一位自願的學生，幫忙學生將鏡片完全被遮
蔽的蛙鏡配戴好。請學生從門口走到講臺中央布置好的餐
桌餐椅用餐、吃尚未打開包裝的三明治及引用未開的利樂
包牛奶，藉此行動體驗全盲者。(學生行進途中，教師需在
一旁注意安全)
(2)第二位學生，操作方式同上，但鏡片被遮蔽處有搓破一
小洞，體驗視力不良者。
(3)請以上二位體驗同學發表感覺，盲生與視力不良對生活
造成的影響。
(4) 教師發問：眼睛很重要，如果因為不良的行為，造成
視力不良，會對生活造成哪些不便？
(5) 教師統整：視力保健很重要，須從日常生活中落實保
健行為。
5. 為了達成視力保健，執行「規律用眼 3010」及「戶外遠眺
2min
天天 120」。
老師講解：
「規律用眼 3010」是指讀書、寫字、使用 4C 產品的時間
不要持續太久，要做到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戶外遠眺天天 120」是指一天到戶外活動的時數累計達
到 120 分鐘。
【統整與總結】
5min
1. 學習單：3010+120=健康雙眼。
為了讓我們擁有健康的雙眼，護眼行為要持續進行，請同
學自我監控並記錄，本周是否都能做到 3010+120。
2. 學習單：愛眼健康操。
在愛眼健康操中，有許多愛護眼睛的方式，在完成學習單
的過程中，找找看哪些是愛護眼睛的方式呢？在下一堂課
會進行討論。
3min
3. 起來動一動，一起來做 愛眼健康操。

播放：愛眼健康操 – YouTube.mp4

第二節課
【引起動機】

2min

1. 教師發問，上次看過熱門的圓仔(熊貓)，那有沒有看過臺
灣本土當紅特有種：臺灣黑熊？
(播放 臺灣黑熊.ptt 多媒體檔案 第 1 頁)
2. 黑輪同學又出現了。
(播放臺灣黑熊.ptt 多媒體檔案 第 2 頁)
3. 可是這次的黑輪同學不是圓仔喔，是非常有活力健康、炯
炯有神的喔！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改變？
(先播放熊貓.ptt 多媒體檔案 第 3~10 頁)
(再播放臺灣黑熊.ptt 多媒體檔案 第 3~7 頁)
【發展活動】
1. 教師發問：黑輪同學兩次的行為有什麼不同？
5min
學生可能回答：寫字姿勢正確、用眼 3010、適時使用 3C
產品、均衡攝取營養、……等答案。
2. 教師學生配合使用上次完成的學習單：愛眼健康操，有提
到那些愛演絕招，黑輪同學的行為是與愛眼健康操相符合
的？
3. 除了用 3010+120 來行動護眼之外，飲食的攝取也是愛眼重
要的方式之一。
4. 教師發問：有哪些食物，你覺得對眼睛是有幫助的？
學生回答可能很多種，教師選擇深色蔬菜、紅蘿蔔、紅甘
藷、黃色水果、番茄及富含維生素 C 的水果，書寫於黑板
上。
5. 教師統整，播放 飲食.ppt 多媒體檔案。
8min
維生素 A
維生素 B 群
維生素 C
維生素 E

魚肝油、動物內臟、肝臟
全穀類食物，肝臟、瘦肉、酵母、牛奶、
豆類、綠色蔬菜
芭樂、奇異果、木瓜、柳丁、橘子、葡萄
柚、草莓
蔬菜油（例如：橄欖油、黃豆油、花生

β胡蘿蔔素

類胡蘿蔔素

葉黃素跟玉
米黃素
花青素

礦物質鋅

油、葵花子油）、堅果類（例如：核桃、
杏仁、腰果、花生、松子、葵花子）、小
麥胚芽
深綠、深黃色蔬菜，紅蘿蔔、菠菜、紅甘
藷、黃色水果、蛋類、牛奶、乳製品、奶
油
深黃、深綠和紅色蔬果，南瓜、綠花椰
菜、紅蘿蔔、甘藷、青辣椒、番茄、玉
米、木瓜、哈密瓜、芒果、西瓜、杏桃
菠菜、甘藍菜、芥蘭菜、芥菜、西洋芹
紅、紫、紫紅、藍色等顏色的蔬菜、水果
或漿果，紅甜菜、茄子、藍莓、蔓越莓、
黑櫻桃、紫色葡萄、加州李
蠔、貝類、魚蝦、小麥、堅果

其實可以保護眼睛的食物有很多種，掌握一個要點：均衡
飲食，才能保護眼睛。
6. 教師登入學校營養午餐教育網站，配合使用本週學校營養
午餐菜單，一起來檢視均衡飲食可以攝取那些護眼營養？

7min

7. 在歌曲裡面有提到「遠視近視還有閃光眼 離我遠一
點」，若是營養攝取不足、不良的用眼習慣， 容易造成那
些眼睛疾病呢？
3min
學生回答：近視、遠視、散光。
近視 眼睛看近處清楚而看遠處不清楚
散光 較難細微地看清景物，通常都會伴有近視或遠視
遠視 看不清近距離的事物，和近視相似，但方向相反

8. 配合臺灣健康促進學校的動畫遊戲：打敗邪眼怪物
http://goo.gl/bNCEcX ，進行視力闖關。
5min
【統整與總結】
1. 視力保健有很多方式，教師分享 視力保健參考標語 ，將
視力保健透過簡潔扼要的句子整理呈現，並將這些標語與
課堂上學過的經驗作連結。
2. 視力保健是長久性的，必須持之以恆才能保有明亮的靈魂 5min
之窗。
3. 教師發下學習單：視力小天使保健宣言。請同學創作一句
視力保健標語、設計簡單的圖標，回家與家長簽上視力保
健宣言，貫徹親子共同視力保健的決心。

評量
重點

5min
1. 學習單的設計，不只是學生單純的書寫與回答，從學習單的閱讀
中，也能再次複習課程教才內容，並且做為下次課程的動機。
2. 透過 愛眼健康操 帶動唱的影片，讓學生從歌曲、舞蹈中，了解
眼睛保健的方式，並能精確書寫於學習單中。
3. 3010+120 不是數學，是一種眼睛保健的方式。透過紀錄表，讓學
生自我提醒適時適當的做好眼睛保健，並於一週之後共同檢視成
果。
4. 學生放學之後，視力保健往往都被補習時間、觀看電視時間耽
擱，設計親子保健宣言，一起來為學生的視力做好牽手保健。

參考
資源

1. 臺灣健康促進學校
http://hpshome.giee.ntnu.edu.tw/Document/Document.aspx?mtype=4&type=67
2. 康軒 四下 四-3 做眼睛的好主人
3. YouTube 頻道 http://tw.youtube.com

參附
資料

01 教案.doc
02 學習單_3010120.doc
02 學習單_視力小天使保健宣言.doc
02 學習單_愛眼健康歌.doc
03 飲食.ppt
04 視力保健參考標語.txt
熊貓.ppt
臺灣黑熊.ppt

愛眼健康操 – YouTube.mp4
新聞-TVBS- 狂玩平板 5 小時 女眼球下垂、視力模糊 – YouTube.mp4
新聞-中天新聞-高中生日玩手機 2 小時 視力 1.0 變 0.2 – YouTube.mp4

新聞-中視新聞-幼園大班童天天玩手機 近視 1000 度.mp4
新聞-民視新聞-平板電腦不離身 視力大退步- YouTube.mp4
藍光-手機 YouTube.mp4
藍光-眼鏡 – YouTube.mp4
藍光-學生用 3C 過度 黃斑部竟病變出血 – YouTube.mp4
藍光-學生用 3C 過度 黃斑部竟病變出血.mht

臺中市 102 學年度辦理國民中小學視力保健教學模組教案活動報名表
活動報名表
收件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報名組別

■國小組

國高中組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

服務學校
參賽者資料

1

教師姓名

廖憲邦

職稱

教師

E-mail

samba@tc.edu.tw

手機

0921726956

備註

2

※若投稿二件以上作品，必須分開準備上述各項資料。
※請將教案及多媒體資料燒錄成光碟，並於光碟正面註明參選
【組別、題目、作者】。
※繳交內容：1.報名表 2.教學方案（紙本） 3.光碟（請寫上教
學方案名稱及參賽者姓名） 4.授權書（需所有參賽者簽名）
若不符合上述規定，將不予審查。

承辦人:

主任:

中 華 民 國

103

校長:

年

4

月

10 日

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

所編寫之教案，
所編寫之教案，如經入選為 103
103 年

臺中市政府辦理高中、
臺中市政府辦理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視力保健
職以下各級學校視力保健教學模組教案比賽
視力保健教學模組教案比賽，
教學模組教案比賽，將無償
提供給主辦單位做為教學、
提供給主辦單位做為教學、文宣、
文宣、及為宣導正確用藥所做的宣導品。
及為宣導正確用藥所做的宣導品。本人並
保證所提供之照片或圖片，
保證所提供之照片或圖片，絕無侵犯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
絕無侵犯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若有本人願負一切
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雙方並同意以臺中地方法院為訴訟之法院。
雙方並同意以臺中地方法院為訴訟之法院。教案著作權及所有權仍歸
作者本人所有 。
此致

立同意書人
廖憲邦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身分證字號
N123562747

住

址

臺中市烏日區民權街 158 巷 6 號

中 華 民 國 103
103 年 4 月 10 日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