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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的科學探究教學 

—以科學闖關活動為例 

                             蔡明富  郭閎君 

                 

壹、 前言 

在我們生活中，科學無所不在，舉凡食品、清潔劑、生活工具等，都與科學息息相關。教育

部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提

到「一個有科學素養的公民，應具備科學的核心概念、探究能力及科學態度，並且能初步了

解科學本質」(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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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包括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其

在各領域學習由於認知、溝通等方面的限制，學習往往面臨困境，但是這群學生也需要學習科學，

成為有科學素養的公民。國內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大部分安置在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自然

科學領域為特教老師所教導，但並非特教老師均具有科學專長，但為培育學生應有的科學素養，

發展適性的科學教材有其必要性。 

蔡明富（2018）執行科技部的科普活動計畫，曾在嘉義縣舉辦科學闖關活動，第一梯次

在朴子體育館場次執行成果已發表 (蔡明富、陳明聰、郭閎君，2019)。本文則以在嘉義縣

舉辦科學闖關活動第二梯次（水上國小場次）及第三梯次（竹崎高中場次），對象以學習功

能嚴重缺損學生為主，並從科學活動關主（大學生）提供具體的教學回饋，說明學生的學習

表現、並提供各關卡教學注意事項，供未來教學者參考。本文首先探討科學探究教學理念，

接著說明科學探究與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最後彙整科學探究教學應用在國小學習功能嚴

重缺損學生科學闖關的學習表現及教學注意事項。 

 

貳、 科學探究與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 

Jimenez、Spooner、Browder、DiBiase 和 Knight（2008）提到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

學學習可以幫助學生認識他們所處的世界，且能與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認識世界有很大關

聯。為達成這些目標，科學教育需要教導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提出問題且分享發現，而首要

步驟就是科學探究。顯示探究活動對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科學的重要性。十二年國教

課綱—自然領域課綱，將「探究能力」列入重要得學習表現的項目，可知探究教學的重要。

科學探究的學習重點包括 1.提供學生探究學習、問題解決的機會，並養成相關知能的科學探

究能力；2.協助學生了解科學知識產生方式，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習慣的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3.引導學生學習科學知識的核心概念（教育部，2018）。研究顯示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採

取動手做科學的活動，以科學探究式的工作分析進行教學，對學生的科學學習有所幫助（Browder& 

Spooner, 2011；Courtade, Browder,Spooner, & DiBae, 2010）。近年國內學者將科學活動應用在中重

度智能障礙學生（蔡明富、陸弈身、陳怡婷，2018；蔡明富、陳明聰、郭閎君，2019；蔡明富、

郭閎君、陳志軒，2019），透過科學探究和動手做活動，學習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在科學學習方面，

有正向的學習成效。 

由於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在認知及學習特質的限制，學習面臨困難，尤在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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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這些抽象概念的學習，更有所挑戰，如何調整普通課程，讓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能夠

學到科學基本的知識，培養應有的科學素養，值得探討（莊妙芬譯，2016）。在數學方面，

許多特教學生，因受限於障礙特質，而在學習數學上面臨許多困難，尤在學習功能嚴重缺損

的學生，更是困難。文獻指出教導數學時，教學流程應從具體到半具體再到抽象概念，抽象

概念的學習應由觀察與操作具體事物開始，教學順序應為具體→半具體→抽象的學習，呈現

的教材應與學生的先前知識相配合（侯禎塘，2004），因應學生學習數學的歷程以及考量特

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學習需求，本文提及之科學闖關活動中，數學關卡重視觀察以及動手做

的歷程，建立學生的數學概念。 

 

參、國小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的科學探究教學-以科學闖關活動為例 

蔡明富教授（2018）執行科技部的科普活動計畫，在嘉義縣特教科學活動，闖關活動各

關卡皆由普通班課程進行調整，讓活動更能符合特殊教育學生需求，運用 D(示範)O(觀

察)E(解釋)-P(預測)O(觀察)E(解釋)兩階段六步驟的科學探教學方法，每關卡設計依學生能力

設計不同的過關標準，活動發現結合科學探究及動手做科學活動，有助於特殊教育學生參與

科學的興趣，增加學生的科學知能，對特殊教育學生有正面的成效。本次科學闖關活動以

DOE教學方法，由於闖關活動時間的考量，以及示範過程對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極為重

要，故本文說明之科學活動設計，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以 DOE 的科學探究課程為主。  

 

一、 嘉義縣特教科學闖關活動實施概況—以水上國小及竹崎高中為例 

蔡明富（2018）帶領高雄市實務經驗豐富的自然教師、國中小特教教師，活動關主為嘉

義大學特殊教學生 40名，分別於嘉義縣水上國小（108年 1 月 21日）及竹崎高中（108年

1月 22日）辦理特教學生科學闖關活動，本文以針對兩梯次參與之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

(以下稱 B組學生)共 31名，設計科探究活動並進行闖關，活動包括物理、化學和數學共 12

道關卡，物理關卡包括吸管抽水機、磁浮列車、空中紙花、消失的筆跡；化學關卡包括自動

充氣的氣球、晶靈傳奇、酸鹼玩玩樂、遇水則發；數學關卡包含偶數骰子樂、方塊翻轉變、

SAME~靠關係、資料疊疊樂，共十二道關卡。並透過 DOE-POE 的探究學究策略來學習，藉

動手做和科學探究設計，讓參與的每一個學生都能習得符合其需求的科學核心知識，並提升

對科學的興趣。 

活動中大學生關主為主要教學者，並由教師們從旁協助，活動實施後，透過關主所填寫

詳細的回饋，從回饋單中第一題「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在協助特

教學生實施科學活動有何心得與想法？(協助特教班學生的心得與想法)」及第三題「國小特

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對協助的關卡有何任何建議，可供未來修正關卡內

容」，整理內容結果做為資源班學生的科學學習及教學注意事項進行說明。 

 

二、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在各關卡的學習表現與教學注意事項 

以下為嘉義縣科學闖關實施過程中教學者(關主)針對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在各關卡學

生學習情況與關主教學應注意事項說明之： 

（一）物理關卡 

以下以 P1、P2…代表化學區關主陳述內容。 

1.磁浮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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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學習 

經由適切引導，學生獲得學習成效，如關主 P12：「在當關主的過程中，遇見一個能力

很不好的學生，他是坐輪椅（不確定是腦麻還是其他疾病）且智能障礙的學生，所以對他進

行單獨的引導，從一開始的教學引導，慢慢地將難度下降直到學生可以理解即停止並完成教

學，在過程中有種學生在學習我也在學習的感覺，在帶完這個學生之後有種滿滿的成就

感…」 

（2）教學注意事項 

關主應注意教具擺設，考量學生注意力問題，如關主Ｐ11：「這一次竹崎梯次的 B組學

生還蠻躁動的，常常還沒坐下就開始玩關主的器材，或是講到一半一隻手就這樣伸了過來

想要取走東西，常常讓關主的手很忙，讓手不只要拿字卡，還要演示器材，然後還要擋住

不時伸過來的某雙手。」另建議輪椅生進行一對一教學，並降低難度，如關主 P11：「在竹

崎高中的場次時，因有一位輪椅學生，它實在是無法參與闖關，在闖關時，也是只能在一

旁看，且關主也無法全精力都把在她身上，而這時就有一位老師和我們借了一組的教材，

就直接擺在她面前，幫她講解最簡化的內容，讓她可以在闖關時快一點，並多一點互動、

觸碰的過程，所以我覺得對於需坐輪椅，很重度者，應該可以設一個專門一對一的快速通

關區…。」 

2.吸管抽水機 

（1）科學學習 

B組學生對 A組教材感興趣，如關主 P3：「因為這次擺了兩組 A組的有關角度的吸管

抽水機，有些 B組的小朋友看到也會很好奇所以有時候也會跟 B組的學生分享有關角度的

吸管抽水機。」 

（2）教學注意事項 

注意用水的教材以及學生特質，少數學生很排斥被水噴到，如關主 P3表示：「有一位小

朋友被水噴溼時會有小情緒，剛好他們又是一群人來很容易一直被潑溼，好險老師在旁邊有

安撫和控制小朋友的情緒。」 對能力較重的學生來說，教師示範有必要，如關主 P1：「調

整而不是省略：在第三梯次時有接觸到一位Ｂ組學生，他幾乎無口語，只聽得懂台語，沒有

辦法照著我的指令進行看到水就想把手伸過去。由於我面對的都是Ａ組學生，突然來一個Ｂ

組又沒辦法控制的學生有點措手不及，不知道該如何調整，甚至有想乾脆就讓他操作就好

了，是旁邊協助這個學生的老師提醒我先示範，我才想起來示範是個很重要的步驟，不能因

為學生的障礙程度就自動省略掉。」         

3.跟著種子去旅行—空中紙花 

（1）科學學習 

  學習態度方面，有些學生手部動作困難學生，但能在協助下成功操作空中紙花並很開

心，如關主 P5：「在帶領 B組孩子的過程中，我遇到一位肢體障礙的學生，因為無法操作剪

紙的活動，所以我拿了已經剪好的模板讓他試著夾起迴紋針並去體驗從空中落下的感覺，看

見孩子玩的很開心，自己也真的很滿足。」 

（2）教學注意事項 

學生能力越嚴重，應調整教學，可以讓學生覆誦和多次操作，如關主 P6：「在三個梯次

的活動結束後，我大致上都有因為學生的能力去調整過關的標準，但大致上因為學生能力較

低，所以我都以學生能聽完關主講解，然後在一起跟關主以及其他同時來闖關的夥伴一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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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玩一次空中紙花即成功。會這樣調整是因為學生大致尚無法將解說內容用口語表達出，

只能透過讓學生覆誦以及重複的操作為主。」B組學生需求不同，可做調整標準，以利學生

適性學習，如關主 P5：「雖然已有 A、B組的安排，但每位學生的能力、特質仍然有所不

同，在這方面上，我會針對學生的能力進行調整，我覺得可以設置一個組內裡的標準，可能

是達成幾個目標的訂定，讓孩子們可以從中真的去學習到，不會感到無趣乏味。」 

4.消失的筆跡 

（1）科學學習 

在多鼓勵學生後，學生能有更好的表現，在消失的筆跡關卡，關主 P13：「B組的學生

大部分都會說是原子筆，對於自己的答案都會感到不確定，所以在回答的時候會比較小聲和

沒自信，但是在經過口頭鼓勵之後，都能有比較好的的反應。」 

（2）教學注意事項 

讓學生在等待時間有事做，必要時可以請熟悉學生的老師協助，在「消失的筆跡」關

卡，關主 P13：「有一位學生帶等待的時候因為感覺到學生的焦躁，因此先拿紙筆讓學生畫

畫，誤打誤撞剛好學生非常喜歡畫畫，所以在等待的時候都能好好地坐著，等到輪到時在經

預告與秒數倒數後，也能乖乖地參與活動，但是因為學生對於自己的畫作不容被擦拭，因此

在體驗擦擦筆，可以經由摩擦將筆跡擦拭的時候開始展現不開心的樣子，總是撥開我的手不

讓我們示範如何將筆跡擦拭掉，後來經由帶隊老師協助，也有成功讓學生仿說瞭解摩擦生熱

與熱傳導等。」注意教學可以視學生先備能力而調整順序，若學生沒見過擦擦筆，先建立學

生擦擦筆的概念，如關主 P8：「我認為前面讓學生認鉛筆跡的部分和後面的連接有點不搭，

學生可能會不了解為什麼找完筆跡後要再弄擦擦筆，也許一開始跟Ａ組一樣，讓學生直接使

用擦擦筆會比較容易連接一些。」 

（二） 化學關卡 

以下以Ｃ1、Ｃ2…代表化學區關主陳述內容。 

1.遇水則發 

（1）科學學習 

學習態度方面，學生能對遇水則發教材感興趣，如關主 C8：「B組的學生因較少的生活

經驗，因此在發泡錠放入水中時，因著發泡錠在水裡面冒著泡泡，所以產生出驚奇、驚嘆的

表情及聲調，此實驗的材料，的確吸引 B組學生的注意力，且增進了他們動手操作的動

機。」 

（2）教學注意事項 

若為食品安全材料，可以善用多感官教學，讓學生體驗，也要注意學生的安全。如關主

C8：「上述的實驗材料趣味性，同時帶來使 B 組的學生表現出衝動的特質，如：出現擠捏塑

膠杯、想喝喝看品嚐味道，如果是人數較少的活動場次中，因時間較為充裕，或許可以讓學

生實際喝一點溶解過後的水溶液味道，但因為本次實驗所使用的水來源為自來水，因此不適

合做為飲用。」如關主 C10：「我們這個關卡是用發泡錠來讓學生做觀察的練習，有發現操

作過程中，許多學生都會詢問:「可以喝嗎?」，這時關主就會回答學生，因應做實驗，使用

的水(自來水)和發泡錠都是不能喝的，學生便會露出失望的表情。也許未來在進行此實驗

時，一開始操作時便主動向學生說明，學生可以更清楚的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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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動充氣的氣球 

（1）科學學習 

關卡能引起學生主動表達學習的意願，如關主 C10：「說到口語能力，我也碰過老師帶

著學生來，我問學生問題時，學生一直不說話…經由引導，而他的反應也不錯，只是一直沒

有被鼓勵要回答問題或者注意關主，無法一對一鼓勵他多做點反應實在有點可惜。」 

（2）教學注意事項 

注意學生能力不同可能會相互干擾，可以分開或讓 B組學生一起聽，如關主 C1：「A、

B 組的闖關地點可以稍有差別，例如：在同個學校的不同場地，就可以避免兩組在一起操

作實驗的時候，學生一直被隔壁的 A或 B組影響到，雖然 A、B組實驗已經有做難易度的

調整，但 A組的實驗通常是搭在 B組的實驗上頭，且後來講解的內容，因事關主操作實驗，

學生不需要操作，我覺得也可以讓 B組的學生一起聽。」 

3.酸鹼玩玩樂 

（1）科學學習 

多位學生一起上而能力不同時，高組學生先示範有利於 B 組學生學習，如關主 C12：

「由於會出現同時有 AB組學生一起來的情況，所以會優先讓 A組學生進行答題，使 B組

學生有示範，再請 B組學生回答問題，通常這樣做他們會比較敢於回答。」 

（2）教學注意事項 

化學液體混合，須注意比例若不同，可能會影響實驗結果，在酸鹼玩玩樂關卡，如關主

C12：「在材料上供應十分足夠，完全不用擔心不夠用，甚至還可以讓學生操作二至三次實

驗，愈加熟練，但是在關卡道具上並沒有針對上次所提出的修正進行改善，酸鹼溶液加上蝶

豆花所呈現的顏色應當先用隔板或是其他紙張蓋住原先答案，由於要在白色紙上才能清楚看

出色澤變化，所以不得已讓學生們看到了答案。每一次所條配的濃度、溫度都對顏色有極大

的影響，因此無法順利地按照答案卡上的顏色調配，到最後我們都是以「實驗會有誤差的情

況發生。」應注意化學材料學生的接受度，如關主 C12：「食用醋可以斟酌調整為檸檬水，

因為有些學生害怕醋的味道而不想操作甚至不願來闖關。」 

4.晶靈傳奇 

（1）科學學習 

學生動手做，有助增進注意力，關主 C5：「帶 B組學生時，能夠學到很多課程調整的技

巧，因為每位學生所需要的幫助不盡相同，像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可能就可以多讓他操

作或回答問題，提升他在活動中的專心程度。」 

（2）教學注意事項 

教學時應考量 B組學生口語問題，如關主 C5：「有時 B組學生的能力不太好，無法回

答問題，但我們這關很多都需要學生回答問題來進行互動，因此，感覺這關的難度對認知

和口語能力較差的同學就會比較吃力。」教學前了解學生能力，如關主 C4：「B組的孩子狀

況與 A組學生相互比較起來，會有比較多關主無法預料到的意外，畢竟關主是第一天接觸

學生，所以對學生的狀況會不了解，例如第三天佈關時帶到一個不會說話的自閉症孩子，

當下我並不知情，透過老師的提醒，我才知道他的狀況，但想要改說明方式也已經來不及

了，如果老師可以在到達關卡時告知關主學生狀況，或許會有利關主說明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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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關卡 

以下以M1、M2…代表數學區關主陳述內容。 

1.資料疊疊樂 

（1）科學學習 

在知識學習方面，第二、三梯次給予學生有思考的時間與回答的機會，確認學生學會，

關主 M11：「給予學生多一點反應時間：「因為第一次的人數眾多，會有很多人來排隊，為

了不要那麼阻塞會加快速度，後面兩個梯次因為人數較少，所以節奏步伐有放慢，讓每個

小朋友都有思考的時間與回答的機會，所以也會發現學生間的差距，再針對比較不懂的學

生去詢問。」後兩梯次，確認學生學過後，教學快速進行，學生過關很開心，關主 M12：

「不會堅持要照流程跑完，讓學生出現不耐煩的狀況，…在後兩個梯次我遇上這樣的學生

時，我有改變作法，我先確認他們是真的知道、理解這些後，就詢問他們要不要也貼便利

貼留下自己的名字，這些學生都有這個意願，而在他們貼完後我就讓他們過關了，他們對

於能很快過關都還蠻開心的，於是也就較少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當然，在碰上有看過長

條圖但不是很能理解的學生時，我還是有再帶他們進行跑關流程。」 

（2）教學注意事項 

課程內容與生活連結，在資料疊疊樂關卡：關主M13表示：「障礙程度較重的學生，可

以引導學生製作「立體雨量圖」和「立體氣溫圖」。前者可以準備不同量筒，讓學生依照不

同雨量的題目，倒進不同的量筒中，透過不同量筒之間水量的高低差，直接比較雨量多寡；

而後者可以準備表示不同溫度的溫度計圖片，引導學生在溫度計上記點後再連起來完成折線

圖。透過這些比較具體的操作活動，幫助認知程度較差的學生理解「使用長條圖和折線圖的

意義」以及跟生活有關的連結。」考量精細動作困難學生，教具可以更適性，且教具要堅固

又容易操作，在資料疊疊樂關卡，關主M13表示：「便條紙只能浮貼，對於精細動作不好的

學生來說不好對齊，而且原本的材質太輕容易掉落，學生在貼的過程中常常不小心撥到地

上，甚至有遇到有衝動特質的學生想要破壞教具，容易造成混亂。原本使用的材質容易損

壞，也不能重複使用太多次。而 PP板材質較硬，也能重複使用，需要替換名字的話也可在

PP板上增加魔鬼氈替換名牌。」 

2.SAME~靠關係 

（1）科學學習 

在透過讓學生輪流回答不同問題，學生能夠理解知識，關主 M1：「闖關時可能一次有 3

個學生來，此時關主可以用輪流先開始的方式，讓學生都有答題的機會，且透過問不同的

問題，可以測驗學生是否聽懂老師的講解，而不是只跟著上一個答題的人的操作。」 

（2）教學注意事項 

對本活動建議有應注意各年級的先備知識：如關主M2，「每個年級的數學領域：第一次

的闖關年紀幾乎都是中高年級，所以在幾何圖形的知識上沒發現甚麼問題，但第三次時有

一、二年級的小朋友來闖關，當時馬上調整到常見的幾何，如：三角形、長方形、正方形、

圓形，我想這也是自己比較欠缺的地方，每個年級所要會的層面不同，要如何調整也是自己

該學習的地方。」對本活動建議要降低語速及講解簡單化：「需要用更慢的語速以及更簡單

的話講解給學生聽，讓學生可以更快理解關卡所要帶給他的觀念， 最後再請學生覆誦一次

關主講解的話或是關主再問他一次，更能幫助學生記憶。」教學注意學生專注力，對本活動

說明注意事項有：「不管是關主與學生眼神接觸，或是學生要專心看著如何操作教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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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需要適時移動教具或是改變講話的語氣，使學生的專注力一直在關卡上面，例如：學生

明顯分心時，可以在他眼睛前面稍微晃一下教具，並請他協助老師示範操作，可以使學生專

注於關卡當中。」 

3.偶數骰子樂 

（1）科學學習 

在動手做方面，讓視障學生以聽覺及觸覺多感官學習，如關主 M8：「B 組這一次有視

障的學生，剛開始教學時，會讓學生先摸摸看骰子和骰子鐘，並將骰子鐘移到學生耳邊，

讓他聽聽看骰子在骰子鐘裡旋轉的聲音，當學生在數點數時，會肢體協助學生藉由摸凹下

的點數來感受並回答點數。」 

（2）教學注意事項 

能力好學生，可以增加骰子，而數數有困難學生可以用肢體協助，讓學生成功，在偶數

骰子樂關卡，如關主M8：「B組的學生原本預計是使用一顆骰子，骰到偶數即過關，但是之

後嘗試之後，發現有一些學生也可以學習兩顆骰子加起來是否為偶數。此外，學生在算骰子

點數時，會用目視或是手指點算，但有時會不小心漏算或多算，這時就會用肢體協助(握住

手肘)或是和學生一起來點算。」 

4,方塊翻轉變 

（1）科學學習 

學生在數學關卡學習獲得成效。關主M6：「不要因為他是 B組學生而受限了他的學

習，我發現到每個學生都有自己擅長的部份，像是我們這關培養的能力主要是空間感、邏

輯，而在這部分中有些 B組的學生其實是擅長的，因此在活動的過程中學生的表現會出乎

我意料之外，因此學習到在面對學生時可以藉由觀察其反應確認其能力。」 

（2）教學注意事項 

能力低學生，在此關卡可獨立學習，如關主M6：「在這次的活動中，有些 B組學生的

能力是無法與其他人一同進行闖關的，因此有時會特別獨立出來，讓他單獨做一點符合他能

力的小活動，從這樣的過程中我感受到雖然不是每個學生都有能力完成關卡，但我們要做的

就是從我們的關卡中找出帶給他的學習重點，並努力讓他闖關成功。」關主提供具體示範，

讓學生對照，如關主M7：「增加提示，當學生找不到適當的積木組合時，就會視學生情形，

例如學生找到圖形的其中一塊積木了，但另一個積木還未找到時，就問學生:「二連方塊在

哪裡?」讓學生不但能複習二連方塊的涵義還可以幫助其更順利的找到積木組合出圖形，或

者是在找積木的時候，如其一直找不到時，就拿兩塊積木讓他選出符合所要找的積木，是能

力增加提示情形。」 

 

肆、結語 

十二年國教特教實施規範中，說明特教學生有學習數學、自然領域的必要，並提及需善

用課程調整：重視課程與教材的鬆綁，因應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故本文科學闖關活動，透

過普通課程調整，讓課程能更符合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需求。科學闖關活動實施過

程，從關主與帶領教師的回饋中發現教科學活動的注意事項，透過調整教學，學習功能嚴重

缺損學生也可以學習科學，且透過動手做產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並學到科學基本的知識，

未來特教班教師在編製科學領域時，可以參考本文的活動實務經驗及教學注意事項，讓學生

也可以學習科學基本的素養，未來應用在生活中。 綜合上述，說明「科學探究」是學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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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重要歷程，對許多特殊教育學生均有助於習得自然科學知識，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在

各領語學習有困難，但透過適當的課程調整，這些學生也能進行科學探究，本文說明學習功

能嚴重缺損學生的課程課程與教學建議，希冀在調整教學後，學生能有效的學習科學。如果

對本次科學闖關活動關卡有興趣者，可直接在蔡明富特教資源網-「特富 TV」下「身障科學

教學」觀看關卡教學影片（http://140.127.68.67/Ming_Fu_TV/MovieListNV.aspx?CID=17）。另

對本活動辦理成果影片可直接在蔡明富特教資源網-「特富 TV」下「身障科學活動」觀看活

動辦理成果（http://140.127.68.67/Ming_Fu_TV/MovieListNV.aspx?CID=8）。 

 

 

誌謝：本文章內容為行政院科技部補助計畫(MOST 107-2515-S-017 -005)的部分成果。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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