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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言

康复是指综合、协调地应用各种措施，对功能障碍者提供一系列基础训

练、专业技术和环境支持的服务，使其达到和维持身心最佳的功能状态。培

智学校学生（以下简称学生）是高度异质而多样化的群体，除智力障碍之

外，多数伴有运动、感知觉、沟通与交往、情绪与行为等障碍，其个体间差

异及个体内差异较为显著。教育与康复的有机结合，能补偿学生身心缺陷，

满足其学习与发展需求。康复训练课程对提升学生生活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

特殊功能，在培智学校（以下简称学校）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课程性质
康复训练课程是为满足不同学生的康复需求而设置的选择性课程。本课

程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及康复需求，注重功能改善与潜能开发，体现基础

性、发展性、功能性、综合性、实践性的特点。

（一）基础性

课程强调训练学生日常生活及学习所必备的实用基本技能，包括动作、

感知觉、沟通与交往、情绪与行为等方面，为学生其他课程学习及参与各项

活动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发展性

课程强调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从其现有的基础入手，依照学生的最

近发展区逐级设定目标，开展有梯度的多样化训练，逐步提升学生生活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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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能力。

（三）功能性

课程强调依据学生潜能，在实际生活情境中训练和发展学生动作、感知

觉、沟通与交往、情绪与行为等方面，并充分提供支持，使其更好地发挥在

生活和学习中的作用。

（四）综合性

课程强调训练内容涉及动作、感知觉、沟通与交往、情绪与行为多个领

域，需针对学生不同的康复需求，制订个别化康复训练计划，采取多学科、

跨专业的综合模式实施训练。

（五）实践性

课程强调以训练为主要手段，宜在校园、家庭、社区等真实或模拟情境

中，培养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提升其动作、感知觉、沟通与交往、情绪与

行为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二、基本理念
“教育与康复相结合”是学校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康复训练课程以促

进学生能力提升和身心健康发展为主要目的，遵循三大理念构建。

（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课程以学生发展为根本，强调从学生现有水平出发，满足其个性化康复

需求。通过科学、合理、有效的康复训练，实现缺陷补偿和潜能开发，为学

生适应社会以及终身学习与发展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二）个别化教育的理念

课程应根据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需求，针对学生的动作、感知觉、沟通

与交往、情绪与行为等功能障碍，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制订并实施个别化

康复训练方案，增进学生的生活、学习与社会适应能力，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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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方位支持的理念

课程应注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需要，针对其身心障碍导致的功能受限，

提供全方位的自然支持和专业支持，包括提供辅具和环境改造等，充分利用

环境中的积极因素补偿学生缺陷，改善其身心障碍状况，提升其活动和参与

能力。

三、课程设计思路
康复训练课程秉持学生为本理念，以当代康复医学理论为基础，借鉴国

内外康复训练经验，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科学设定课程目标和课程内

容。在全面提高学生能力的同时，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康复训练作为选择性课程，面向有康复需求的学生进行针对性训练。训

练过程以教育康复训练为主，医学支持等手段为辅助，需要专业人员参与。

课程目标包括总目标和分目标。根据总目标、分目标构建课程内容体

系；课程内容设计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分为动作、感知觉、沟通与交

往、情绪与行为四个康复训练模块。因学生的发展水平不同、需求不同，课

程内容不分学段、不分等级，贯穿于义务教育全过程。课程实施主要以学生

现有能力为起点，遵循“小步子多循环”原则，最终达成课程目标。



208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

一、课程总目标
课程总目标是通过康复训练，改善学生在动作、感知觉、沟通与交往、

情绪与行为等方面的功能障碍，提升其注意、记忆、言语、思维、情绪等发

展水平，促进其潜能开发，为学生适应日常生活与学习活动，以及终身发展

奠定基础。

二、课程分目标
动作训练目标：提升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能力，以满足学生日常生活及

学习活动中移动、运动、工具操作等方面的需求。

感知觉训练目标：提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前庭与本体觉

以及综合运用的能力，以满足学生日常生活及学习活动中对不同信息接收、

处理、运用等方面的需求。

沟通与交往训练目标：提升言语准备、前沟通技能、非语言沟通、口语

沟通等基础能力，以满足学生日常生活及学习活动中沟通交往的需求。

情绪与行为训练目标：提升正确理解和适当表达情绪的能力，以满足学

生日常生活及学习活动中人际交往的基本需求；制订并实施积极行为支持方

案，使学生表现适当行为，减少或消除不适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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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分为动作训练、感知觉训练、沟通与交往训练、情绪与行为训

练四大模块。

一、动作训练
动作训练包括粗大动作训练、精细动作训练。粗大动作训练分为姿势控

制、移动、平衡与协调三个部分。精细动作训练分为手部动作、手眼协调、

握笔写画、使用工具四个部分。

粗大动作训练

1 姿势控制

  1.1 坐位、立位下能维持头颈部直立

  1.2 在地面或座椅上能维持坐位

  1.3 俯趴 *、爬、跪坐或立位下能维持手部支撑

  1.4 能维持双膝跪位或单膝跪位

  1.5 能维持立位

  1.6 能维持蹲位

2 移动

  2.1 坐位、立位或俯趴下能完成头部活动

  2.2 侧卧位、仰卧位或俯卧位下能翻身

  2.3 能从侧卧位、仰卧位或俯卧位转换至坐位

  2.4 能腹爬、四点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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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能通过跪位移动

  2.6 能进行姿势的转换，如：由跪坐位到立位、由蹲位到立位等

  2.7 能行走

  2.8 能快走，为跑步做准备

  2.9 能上下楼梯

  2.10 能双脚跳或单脚跳

3 平衡与协调

  3.1 能在仰卧位进行活动

  3.2 能在俯卧位双上肢支撑下进行活动

  3.3 能在四点跪位进行活动

  3.4 能在坐位进行活动

  3.5 能在跪立位进行活动

  3.6 能在立位进行活动

精细动作训练

1  手部动作

  1.1 能伸手朝向要取的物品

   1.2  能完成指点、抓握、拿取、摆放、摇晃、敲击、按压、推拉、揭开、扭转等基本

动作

  1.3 能双手配合完成拍手、双手捧、传递等手部动作

2 手眼协调

  2.1 能完成叠积木等活动

  2.2 能完成串珠、插棒等活动

  2.3 能将拼图对准并放在准确的位置

3 握笔写画

  3.1 能用前三指握笔涂鸦

  3.2 能在一定范围内涂色

  3.3 能模仿画线条及简单图形，如：“  |  ”“—”“○”等

4 使用工具

  4.1 能使用瓢、勺类工具舀（倒）物品

  4.2 能使用粘贴类工具粘贴物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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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能使用夹子夹取物品

  4.4 能使用印章等工具印画

  4.5 能开合剪刀剪纸

*注：俯趴是指俯卧位下双上肢支撑。

二、感知觉训练
感知觉训练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前庭与本体觉六个

部分。

1 视觉

   1.1 能对各种视觉刺激有反应

   1.2 能追视眼前移动的人或物品

   1.3 能辨别不同物品

   1.4 能利用视觉完成简单的动作模仿

   1.5 能察觉到人或物品从原来的位置消失

   1.6 能察觉部分被遮挡的物品

   1.7 能感知不同方位的人或物品

2 听觉

   2.1 能对各种听觉刺激有反应

   2.2 能追踪声源

   2.3 能辨别不同声音

   2.4 能对相同的声音再次出现时做出相似的反应

3 触觉

   3.1 能对各种触觉刺激有反应

   3.2 能辨别物品的形状、大小、软硬、干湿等

   3.3 能分辨出刚刚触摸过的物品

4 味觉

   4.1 能对各种味觉刺激有反应

   4.2 能辨别酸、甜、苦、辣等味道

   4.3 能分辨出刚刚品尝过的食物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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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嗅觉

   5.1 能对各种嗅觉刺激有反应

   5.2 能辨别各种气味

   5.3 能分辨出刚刚闻过的气味

6 前庭与本体觉

   6.1 在不同状态能感知身体各部的位置

   6.2 在运动或受到外力作用时，能保持身体平稳

   6.3 在活动中能维持身体协调

三、沟通与交往训练
沟通与交往训练包括言语准备、前沟通技能、非语言沟通、口语沟通四

个部分。

1 言语准备

  1.1 在说话时能恰当呼吸

  1.2 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如：哭、笑声等

  1.3 能辨别语音

  1.4 能正确发出简单语音

2 前沟通技能

  2.1 能有与人沟通的动机

  2.2 能发现身边出现的人、物品及事件

  2.3 两人互动时能关注对方

  2.4 能关注多人互动的焦点并转移注意力

  2.5 能根据沟通情境的变化做出相应反应

3 非语言沟通

  3.1 能与他人有意识地保持目光接触

  3.2 能对他人沟通信息有恰当的响应

  3.3 能用表情、动作或沟通辅具等与他人有基本的沟通

  3.4 能用表情、动作或沟通辅具等表达自己的情绪

  3.5 能用表情、动作或沟通辅具等简单描述事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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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口语沟通

  4.1 能理解语音的含义

  4.2 能听懂常用词语和词组

  4.3 能听懂日常沟通中的简单句

  4.4 能听懂日常沟通中两个以上的指令

  4.5 能用声音、简单词语进行表达

  4.6 能用常用词语和词组表达需求、拒绝、情绪和描述事件

  4.7 能用常用句表达需求、拒绝、情绪和描述事件

  4.8 能使用两个以上句子表达需求、拒绝、情绪和描述事件

四、情绪与行为训练
情绪与行为训练包括情绪识别、情绪表达、情绪理解、情绪调节、行为

管理五个部分。

1 情绪识别

  1.1 能从面部表情、言语、动作等识别高兴或不高兴的情绪

  1.2 能从面部表情、言语、动作等识别其他简单的情绪

2 情绪表达

  2.1 能以面部表情、言语、动作等适当表达自己的情绪

  2.2 能在不同情境下适当表达自己的情绪

3 情绪理解

  3.1 能辨别不同情境并理解自己的情绪

  3.2 能辨别不同情境并理解他人的情绪

4 情绪调节

  4.1 能用安全、不干扰他人的方式调控自己的情绪

  4.2 能用寻求帮助的方式调节自己的情绪

5 行为管理

  5.1 能用适当行为获取他人注意

  5.2 能用适当行为选择喜欢的物品或活动

  5.3 能用适当行为逃避不喜欢的物品或活动

  5.4 能用适当行为获取感官刺激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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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

本课程应制订合理的课程计划，安排合适的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

方式，并依据学生的个性化康复需求设定弹性课时。课程实施过程中，应结

合各地、学校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康复治疗相关专业人员指导下，借鉴物

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心理治疗等专业技术，因地制宜地开展康复

训练。

一、教学建议

（一）根据课程性质，全面落实课程目标

教师应把握本课程的性质和理念，以提升学生能力和促进其发展为目

的，有机整合课程内容，培养和提高学生参与日常生活及学习等各项活动的

基础能力。应尽可能结合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境开展有意义的功能康复活动，

不宜机械地使用课程内容进行训练，也不宜仅在隔离式场所对单一目标进行

反复训练。

（二）依据课程定位，处理不同课程关系

本课程作为选择性课程，是为其他课程学习奠定基础。当学生因某种功

能障碍不能有效参与其他课程学习时，教师可以通过本课程实施有针对性的

康复训练，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基本技能，并可逐步参与其他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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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恰当选择内容，有机拓展教学资源

教师对康复训练内容的选择要基于学生的身心发展需要，强调功能性、

实用性及个别化；要关注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障碍，提

供动作、感知觉、沟通与交往、情绪与行为等方面的有效训练。教师还可充分

利用学生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环境等康复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康复服务。

（四）采取多元形式，有效开展训练活动 

康复训练形式要符合学生的生活经验、认知基础、学习方式。教师可根

据目标、内容、条件、资源等，因地制宜地选择多样化的训练形式，如个别

训练、小组训练、集体训练等；也可通过班级支持服务、家庭支持服务等途

径，将康复训练与日常生活、学校学习有机结合，多渠道开展训练。

（五）倡导循证实践，科学规范训练程序

康复训练宜采用“评估—训练—再评估”的程序。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教

师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评估”学生的现有水平，并制订康复训练方案；

依据方案开展针对性的“训练”，并通过阶段性检测，在训练中适时调整

目标和内容；对训练效果进行全面的“再评估”，进而制订后续的康复训

练方案。

二、评价建议
课程评价应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能力发展水平，采用恰当的方

式，突出评价的诊断性、发展性和激励性功能，进而改善教师教学，促进学

生能力提升。

（一）评价目标的合理性

通过比较学生在康复训练前后的能力提升程度，评价康复训练目标拟订

的合理性，从而及时、动态调整学生康复训练的目标，提高康复训练的效

果，以促进教师更好地把握学生的能力水平。

（二）评价内容的适切性

通过分析康复内容与目标的匹配度、教学内容与生活的相关性，观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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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课堂中的参与状况，评价康复训练内容选择的适切性，从而适当调整康

复训练内容，以促进教师更好把握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需求。

（三）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评价应有多方人员参与，包括教师、专业人员、家长等。教师可以通过

日常观察，客观记录学生在活动中的各种表现，也可通过访谈家长、其他相

关人员以及学生本人，获得有关学生发展的相关信息。

（四）评价方式的多样性

评价应坚持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评价方式具体包括观察、访

谈、调查、测验、动态评价、成长资料袋评价等。不同的评价内容所采用的

评价方式不同，在评价过程中要灵活运用。

（五）评价结果的指导性

评价结果对康复训练具有指导意义，不仅为相关人员提供学生不同阶段

能力发展的信息，还可发现学生的特殊需要和身心发展优势。这对改进康复

训练方法，调整和制订康复训练方案大有裨益。

三、教材编写建议
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用书，是教学与学习的主要材料和资

源。教材编写是落实课程标准的重要环节和步骤。本课程教材属于广义的教

材，建议以指导手册的形式呈现。

教材编写遵循以下原则：

（一）现实性原则

教材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师资状况，以及

学生实际发展水平的差异等，精选基础的、易行的、大多数地区和学校在现

有条件下可以操作的内容。

（二）支持性原则

教材编写在注重康复训练内容的同时，还应关注自然支持、专业支持、



│ 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 │

217

环境改造等相关内容。家庭支持作为自然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教材编

写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灵活性原则

根据学生的障碍类别及障碍程度，灵活选择教材内容。针对学生个体及

个体间的不同差异，弹性设计教学活动。注重教材呈现方式的多元化，如文

本教材、数字化教材等。

（四）生活化原则

教材编写应贴近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活动。内容的选择与呈现应突出生

活化，采用活动形式，注意将训练的过程、方法、技能融合起来。活动的设

计应有趣味性和可操作性。

四、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一）开发校本康复资源

学校应积极打造具备康复专业素养的教师队伍，提供丰富的康复训练器

材或辅具支持，创设无障碍校园环境，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康复服务。

教师可通过多种途径及时了解康复训练的新理念、新技术，借鉴国内外

康复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立足本校实际情况开发、利用校本资源，探索教育

与康复相结合的特殊教育模式。

（二）挖掘家庭康复资源

学校可充分挖掘家庭中的康复资源，把康复训练的内容生活化、功能

化，教师要指导家长充分利用家庭中的生活场景配合学校开展康复训练，以

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

（三）利用社区康复资源

学校应主动加强与残联、民政等相关部门的联系，积极关注相关康复政

策，争取各类康复项目和经费支持。学校还应与社区康复服务点建立联动机

制，利用其场地、设备、设施和专业人员开展社区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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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专业合作关系

学校应与卫生部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等进行专业合作，拓展康复信

息资源，如聘请相关专家来校指导，对教师进行康复相关专业培训。学校还

可利用当地卫生部门的专业资源，为学生提供专业评估及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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