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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的自然科學教學模組研發 

蔡明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兼特教中心主任 

 

壹、前言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說明「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指

學生在某一特定領域科目因身心障礙影響致使其學習成就嚴重落後一般同年齡或同年級學

生(教育部，2019)。故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在學習方面有許多限制，然而自然領域有諸多抽

象概念，如何讓這些學生有效學習自然科學，乃值得探討。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多數安

置於普通學校特教班或各特殊教育學校中，與本研究所指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相近。 

目前特教班的科學活動課程仍相當缺乏，而且特教教師多數非自然科學領域專長畢

業，在特教班現場實際進行自然科學領域教學會有難度。故如何提供現場一套適合中重度

智能障礙學生的教材，甚為重要。十二年國教自然課綱建構科學素養中，說明除了培養學

生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外，需培育探究與實作能力及科學態度。並提到自然科學課程應引

導學生經由探究、閱讀及實作等多元方式，習得科學探究能力、養成科學態度，以獲得對

科學知識內容的理解與應用能力(教育部，2018)。教導特殊需求學生自然科學，須考量學

生不同特質設計教學，尤在特教班學生特質和功能異質性大，課程客製化乃是有必要的，

除了因應學生特質與需求外，亦要思考和普通教育的關聯性，以及習得後是否能應用在現

在和未來的情境(詹孟琦譯 2013)。故本次設計科學闖關活動內容會與國小課本內容給合，

並納入學生的生活經驗。Spooner 等人(2011) 認為教導重度障礙學生，考量其獲得對科學

世界的好奇與瞭解、提出問題與分享發現、以及提升生活品質等因素，提出教導重度障礙

學生以探究本位的自然科學學習(葉瓊華譯，2016)。 

據研究顯示，動手做科學活動有利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蔡明富、陸奕身、陳怡婷，

2018；蔡明富、陳明聰、郭閎君，2019；蔡明富、郭閎君、陳志軒，2019；Holstermann,Grube, 

& Bogeholz, 2010）。Mastropieri 與 Scruggs（1992）指出，設計生動活潑且可操作的道具，

能引起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動機。故本書課程因應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的學習特質及需

求，採科學探究教學結合動手做科學活動，協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進而習得重要的科學

知能。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採取動手做科學的活動，以科學探究式的工作分析進行教學

(inquiry-based task analysis)，對學生的科學學習有所幫助（蔡明富、陸奕身、陳怡婷，2018；

蔡明富、陳明聰、郭閎君，2019；蔡明富、郭閎君、陳志軒，2019；Browder & Spooner, 2011；

Courtade, Browder, Spooner, & DiBae, 2010）。研究顯示探究式教學對中重度智能障礙的科學

學習極重要。蔡明富（2018）根據科學探究理念，提出身心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科學

探究教學策略。第一階段為示範(Demonstration)、觀察(Observation)、解釋(Explanation)，

第二階段為預測(Prediction)、觀察(Observation)、解釋(Explanation)。本書課程編製將採取

兩階段六步驟科學探究教學策略(DOE-POE)進行課程編製，並考量中重度智障礙學生的生

活化及趣味性等一般性教學原則，在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則參考國小自然領域課本內容，編

製課程納入科學探究式的工作分析教學、科學動手做等科學教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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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書編製程序及目的，（一）首先以焦點訪談方式瞭解國小特教班教師教導

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自然領域課程的實施現況和需求。（二）以調查方式瞭解國小特教班教

師教導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自然領域課程，有哪些迫切需要課程。（三）針對上述焦點訪談

及調查結果，依國小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需求，採取課本化、科學探究與實作、

趣味化及生活化等原則，邀請具特教及自然領域專長教師編製課程，發展適合國小中重度

智能障礙學生的自然科學領域教學模組（包含教學教案、學習單、示範影片等）。期盼本書

出版，協助解決國小集中式特教班自然科學的教學困境。 

貳、編製流程 

一、焦點訪談特教教師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實施現況之結果 

為瞭解目前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學生適合的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的自然科學領域課

程，進行焦點訪談，訪談題目如下：（一）請問老師曾經教過哪些自然科學相關的活動或單

元？（提供國小現有自然科教學單元供老師參考）；（二）請問老師當時是如何選擇自然科

教材內容?又是如何進行教學的呢?（三）相信老師多少曾在教導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上會面

臨到大大小小的困難，無論是學生的回饋亦或是在教學不符預期等等，請您分享幾個曾經

遇到過的教學困境?（四）依您目前已使用過的自然科教材或是坊間其他教材而言，老師認

為什麼樣的課程內容對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的學習上是有實際幫助的?（五）如果未來有一套

自然科教材是以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為主，老師建議宜提供哪些課程與教學設計等材料，以

利您進行自然科教學活動？總共訪談來自北、中、南三區共 21 位特教老師，以下分別以北

區、中區、南區進行訪談結果說明如下： 

(一)焦點訪談北區(桃園)特教老師重點統整發現：1.曾教過的單元：溶解(泡奶茶)、 

植物裁種(豆莢)、光、天氣等。2.教學困難：自然實驗多需要操作，特教班學生人數多且個

別差異大，教學有所困難。3.若有一套教材希望有的單元：溶解、生活安全、天氣等。4.

教材建議：生活化、實用性的教材，對學生才有幫助。5.教具建議：容易取得、且可以重

複使用、安全、好操作，有趣可以吸引學生。 

(二)焦點訪談中區(台中)特教老師重點統整：1.老師曾教過的科學單元：玩具裝電池、

校園植物、防災、地震、拍花草植物、認識交通工具等，整體教學內容包括生活、社會、

植物及幼兒園等相關題材。2.老師曾設計自然教材的方式：(1)生活、具象、可操作、可觀

察、安全及有趣等題材。(2)採跨科方式：校外教學、國語、特殊領域(家庭生活、生活管理)，

結合國立科學博物館、地震博物館及菜市場等資源。(3)上網找相關影片供學生觀看。3.老

師教學上的困難：(1)學生常忘記，採反覆練習，每學期四大單元內容，僅教兩大單元。(2)

學生動作控制欠佳，採練習或工作分析方式來克服。(3)有些學生害怕蟲、氣球，選擇材料

宜避免。4.老師認為對學生的學習上是有幫助教材有哪些？(1)電器、電源使用(插頭使用)，

以安全性為主。(2)日常生活：如溶解(奶茶)。(3)未來職業：食物、電器等。(4)地震(安全)：

安全保護。(5)社區適應：冷熱、天氣、植物、昆蟲等。(6)認識交通工具：汔車、公車。5.

若有一套教材是以特殊學生為本位來設計，老師期待的模式及建議：(1)每單元要有圖示，

學生要學會認識語詞。(2)希望有單元材料包。(3)重度障礙學生，可編製 VR 教材，教導學

生社區適應。(4)針對重度障礙學生，提供替代方案。(5)學生可經由看影片，先了解上課重

點。老師也可以重覆播放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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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點訪談南區(高雄)特教老師重點統整：1.曾教過的單元：水的變化、天氣與氣候、

昆蟲、樂器、光與影、食物保存、水資源、食物相關單元等。2.曾設計自然教材的方式：

就地取材，例：帶學生參訪農業科技博覽會，教師也可結合校本課程進行教學；結合社區

資源，帶學生去科工館參觀。3.教學上的困難：(1)學生的個別差很大，都需要一對一的教

學，礙於一個班最多只有兩位老師，因此老師在教學時須依學生的能力給予差異化的協助。

(2)AB 兩組教材中挑選要教學的單元，礙於人力不足，只能看整體學生的程度。(3)可以依

學生能力分為 AB 兩組，讓 A 組學生協助 B 組學生進行學習。3.老師認為對學生的學習上

是有幫助教材有哪些？(1)較適合學生學習的面向：安全、生活、生涯、實用。(2)對學生而

言會天天接觸的、經常使用的、生活化的、與未來生涯相關單元及課程對學生的學習較有

幫助。例如：溶解、天氣—風災、如何省水、如何愛護動物、運輸工具—如何搭乘大眾運

輸工具、熱對物質的影響—教導用火的安全、災害防治—地震、聲音—教導不可製造噪音；

而像磁鐵等單元對他們而言不常接觸，就比較不會選取此單元。4.若有一套教材是以特殊

學生為本位來設計，老師期待的模式及建議：(1)希望可提供材料包，若沒材料包，教案中

可以多提供生活中的實例來進行教學，或是提供小玩具或模型供教師進行示範。(2)材料需

要具有耐用性；簡單且能重複使用。(3)進行實驗教學時，期待能有協同教學的夥伴一起進

行，因擔心只有一位老師進行教學無法注意到所有學生的狀況及安全。(4)操作部分希望能

融入肢體的復健動作。(5)能結合力的概念，如何正確施力才省力，例如：如何以正確姿勢

提水桶、如何以較省力的方式使用剪刀、如何用用正確的身體姿勢進行推與拉的動作。(6)

希望教材內容的用詞與用句淺顯易懂。 

綜上所述，從焦點訪談北、中、南三區特教老師，國小特教老師認為目前學生在自然

科學領域教材需求，根據訪談結果後發現教師們建議教材需生活化、用詞符合學生能力、

動手操作、教學應考量教學者人數、以及須考量學生差異而設計不同目標…等，故本模組

設計乃參考訪談結果，採生活中重要的單元、每單元學生皆能動手操作、並考量學生的特

教需求，在教案特別增設特教注意事項及特教小叮嚀，以提供現場教師教學的建議。 

二、調查國小特教教師對自然科學領域教材需求之結果 

(一)本科學教學模組設計方式為由特教老師進行問卷填答，問卷內容為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6 年級教學單元，由特教老師勾選出認為學生最需要學習的五到十個單

元，再由研究者針對國小特教教師的填答結果，統計出來的結果作為教材設計的依據。 

(二)本科學教學模組邀請北中南地區的特教老師一同參與問卷的填寫，填寫問卷的特

教老師來自桃園市有 5 位、臺中市有 7 位、彰化縣有 7 位、嘉義縣有 3 位、臺南市有 11

位、高雄市有 14 位、屏東縣有三位，共計 50 位。 

(三)經過 50 位國小特教老師之問卷調查結果可得出特教老師認為 10 個學生最需要學

習的主題，各單元獲得之票數為：「認識運輸工具」35 票、「食品保存」32 票、「天氣對生

活的影響」29 票、「大家來種菜」26 票、「地震與防災」20 票、「氣象報告」19 票、「植物

與生活」18 票、「燃燒與滅火」18 票、「溶解的應用」17 票。 

上述前 10 單元的課程，在考量動手做科學的原則，及自然科教師認為較重要單元，最

後從中選出 7 主題，以供此次編製科學教學模組之參考，7 個主題內容包括：食品保存、

燃燒與滅火、溶解的應用、空氣，另考量自然科學專家認為與物理領域主題亦是重要，如

光及磁力亦是重要學習內容，故亦納入編製單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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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編製結果 

一、編製完成 7 個自然科學教學模組 

本教材主要參考自國小三至六年級自然課本單元，並透過以上全國各區共 50 位特教老

師焦點訪談及教材單元勾選狀況，瞭解特教老師認為學生最需要學習的單元，參考這些單

元並考量單元對學生的重要性，最後決定編製 7 套模組分別為溶解、磁鐵的魔力、空氣、

燈泡亮了、光明磊落、安全用火、食品保存的自然領域科學教學模組，每個模組細分為三

個小單元（每單元上兩節課），由 9 名國中小老師(自然教師、特教老師)協助編製，在 107

年 7 月至 108 年 8 月間，共進行十五次會議，多次教案的校正及演示，並邀請六位國小特

教班或特教學校教師現場給予回饋，屢次修改教材而編製出符合中重度障礙學生需求的科

學教案，並拍攝教學影片，提供現場特教老師教導科學教材之參考。關於教材編製過程如

下： 

(一)教材出處 

編製教材單元為挑選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到六年級課本單元做為依據，並透過焦點

訪談，統整北區、中區、南區 50 位特教老師認為特教班學生目前最需要的主題作為編製本

教材之參考，最後決定主題為溶解、磁鐵的魔力、空氣、燈泡亮了、光明磊落、安全用火、

食品保存七大主題。 

(二)教材編擬 

本教材共進行多次會議，編製者有特教老師、自然科學教師、資優班教師共九位，編

製過程中，由自然教師提供專業的科學知識，加上特教老師的專業知能，讓教材更加完善。 

1.第 1 次會議至第 7 次會議：主要為教材編選階段。 

(1)課本選材：教材編製小組討論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對中重度障礙學生重要的

單元。 

(2)焦點訪談：訪談北區、中區、南區共 21 位特教老師，以蒐集特教老師認為特教

學生在自然科目的學習需求，並勾選認為重要的單元，最後統計 10 個特教老師認

為最重要的單元為：認識運輸工具、食品保存、天氣對生活的影響、大家來種菜、

地震與防災、氣象報告、植物與生活、燃燒與滅火、溶解的應用。 

(3)選材確認：教材編輯者決定適當的單元最後決定主題為溶解、磁鐵的魔力、空氣、

燈泡亮了、光明磊落、安全用火、食品保存七大單元。 

2.第 8 次會議至第 12 次會議：主要為教材編寫階段 

(1)教材說明及演示：由編製教材老師說明教材規劃，教案、帶教具來演示每個主題

教學內容，讓其他教師給予回饋，補充及修正教材 

(2)特教老師回饋：為使本教材能符合更多中重度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特邀請六位

經驗豐富的特教班教師(包含特教班老師及特殊教育學校老師)，現場提供具體的

回饋，如教學實際經驗、學生能力描述、課程內容調整的詳盡建議，供編製者參

考，並修正教材。 

(3)學習單、簡報編製：本教材每個單元均提供學習單，學習單包含認知、情意、技

能的面向，提供每小單元的學習評量，讓學生學習後可以複習。另每小單元也搭

配簡報說明，簡報上也詳細附上每單元 DOE-POE 教學流程，提供未來現場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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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參考。 

3.第 13 次會議至第 15 次會議：教材編製完成階段(教材校對、影片編製) 

(1)教材校閱：教材趨於完成階段，教材編製群共同檢閱教材格式是否完整或需補

充，例如新增設計理念、給使用者的話、教案細部澄清、特教小叮嚀等，最後每

個編製者將內容完成後，於第十四次會議再度邀請編製群將自己的教案再校正，

並互相檢視其他老師教案及提供回饋。 

(2)影片編輯：每單元編製好教案，教師們針對 21 個單元皆拍攝教學示範影片，影片 

包含 DOE-POE 的科學探究教學理念，並透過實際的示範教學過程，讓現場特教教

師可以更清楚如何教學。教學影片詳見：蔡明富特教資源網站之「特富 TV」下「身

障科學教學」專區。 

(三)編製自然科學教學模組 

1.七大主題教案：最後完成七大主題教材，每個大主題包含三個小單元，主題有溶解、

磁鐵的魔力、空氣、燈泡亮了、光明磊落、安全用火與食品保存，每個主題皆由國

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單元改編，詳細 21 個小單元及與課本相關單元，內容說明如

下表一： 

表一  國小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自然科學教學模組各單元主題與內容 

主題 單元 與國小課本相關單元 

一、溶解 

1.溶了嗎？ 

2.大顆小顆誰最快？ 

3.泡杯冰涼的飲料 

康軒版_三上 

廚房裡的科學 

康軒版_五上 

水溶液 

二、磁鐵的魔力 

1.磁鐵的磁力 

2.磁力強弱 

3.認識磁極 

翰林版_三上 

生活中有趣的力 

三、空氣 

1.認識空氣 

2.空氣佔有空間_氣球膨脹了 

3.空氣可以被擠壓_打氣筒 

翰林版_三上 

空氣和風 

四、燈泡亮了 

1.燈泡怎麼亮了？ 

2.燈泡更亮了！ 

3.燈泡不亮了！ 

康軒版_四下 

奇妙的電路 

五、光明磊落 

1.暗黑箱裡的秘密 

2.驚喜看得更清楚了！ 

3.光跑到哪裡去了？ 

翰林版_四下 

光的世界 

六、用火安全 

1.物質可燃性 

2.滅火(隔絕助燃物：空氣) 

3.滅火(降低燃點) 

康軒版_五上 

空氣和燃燒 

七、食品保存 

1.溫度與食品的關係 

2.水與食品的關係 

3.空氣與食品的關係 

翰林版_五下 

防鏽與食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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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示範教學影片 

本教材教學影片主要以示範教學為主，包含七大主題(如表一)，共 7 個主題(每個

主題各 3 個單元，共 21 單元)的教學影片，教學影片由編製教師自己拍攝及編輯，影

片內容為教師實際操作教材，並提供詳盡的 DOE-POE 教學流程示範，現場的教師可

參考之。 

(四)專家審查 

最後，根據編製完成 7 主題自然科學的學模組，進行 3 名專家(包含科教教授、國

小自然專長教師及特教教師)對撰寫內容，進行專家審查，再根據意見予以修正。 

二、本科學教學模組的編製原則 

本科學教學模組共有六大編製原則，茲說明如下： 

(一)課本化 

以國小自然課本內容為基礎，挑選重要的單元，進行簡化與減量，以編製更符合

中重度障礙學生學習的科學教材，例如：溶解主題，是採用康軒版三上廚房裡的科學

及五上水溶液的單元作為依據。 

(二)DOE-POE 系統化的探究式教學 

每個單元均採 D(示範)、O(觀察)、E(解釋)、P(預測)、O(觀察)、E(解釋)的系統化

教學，讓學生學習更有結構性，從老師示範，到學生觀察，最後引導學生表達簡單的

科學原理，讓學生更容易學習。 

(三)循序漸進原則 

本教材主題中，每主題各包含三個小單元，內容由簡單至困難，例如：在溶解主

題中，教學單元設計由簡至難，(1)溶了嗎？(2)大顆小顆誰最快？(3)泡杯冰涼的飲料，

三個小單元是循序漸進而加深難度，讓學生先在前面單元建立基本概念，再學習下一

單元。 

(四)科學動手做 

本教材 21 個單元均採用科學動手做，透過動手操做的學習過程，以提昇特教學生

的學習興趣。 

(五)生活化 

本教材每單元皆與生活作結合，例如：食品保存的主題是生活中常見的例子；磁

鐵的魔力的主題亦使用學生上課常見的磁鐵作為教學內容。 

(六)趣味化 

為讓學生感到課程有趣，提昇學生學習動機，本教材內容富含趣味性，例如：磁

鐵的魔力單元，以釣魚遊戲、磁力推車有趣的內容，讓學生樂於學習。 

肆、結語 

傳統的自然科學教育非常重視講授式和自然科學教科書的教學文本內容(Brigham, 

Scruggs, & Mastropieri, 2011)。通常教師教學很少考量學生對自然文本字句的瞭解和理

解的重要性，學生面對複雜的詞彙及先備知識不足交互影響下，學生的科學學習易產生困

難(Mason & Hedin, 2011)。另國小集中式特教班的自然科學教材待開發，以利解決現場教學

問題。本書所編製自然科學教學模組，主要以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為主，採取科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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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動手做、生活化及趣味化等原則，相信有利提昇特殊教育學生的自然科學學習。 

本書內容包含理念篇及課程篇，課程篇包含詳細教案、教學簡報、學習單及影片，供

現場特教班老師做為教導科學的參考。教學影片包含七大主題(溶解、磁鐵的魔力、空氣、

燈泡亮了、光明磊落、安全用火與食品保存)，每主題有 3 個單元，故總共完成 21 單元教

學影片，目前教學影片已公佈於網站(蔡明富特教資源網「特富 TV」下「身障科學教學」

專區)，供現場教師教學參考。另在書籍中，每個單元第一頁右上角，會提供每一教學單元

QR Code 供使用者掃描，立即觀看教學示範影片，教師經由觀看影片示範教學後，有助於

教師使用此套教材。 

 

 

誌謝：本書能夠順利完成，感謝科技部經費補助（107-2511-H-017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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