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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習功能輕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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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中在「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指在某特定

領域科目學習非僅因學習動機和成就低落影響，而是因其身心障礙之限制，造成與一般同年

齡或同年級學生有部分落差，並提到為落實融合教育，身心障礙學生設計課程須以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作為首要考量 （教育部，2019）。因此特殊教育學生除了語文、數學等部定
課程及特殊需求課程，也要學習自然科學。教育部（2019）在中小學科學教育中程計畫指出
「國民需具備基本數學及科學素養，了解數學及科學的貢獻與限制、善用數學及科學的知識

與方法、以理性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思維，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與數學和科學有關的問題，

在學習數學及自然科學的過程，學生應培養對其的學習興趣，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說

明每個國民應具備數學及及科學素養，身心障礙學生也應學習數學及自然科學，培育應有科

學素養。 
蔡明富（2018）執行科技部的科普活動計畫，曾在嘉義縣舉辦三場科學闖關活動，第一

梯次在朴子體育館場次，針對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及學習功能嚴重缺損的學生，執行結果已發

表，發現動手做科學活動對特殊教育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及科學知能均會有所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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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以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為主，並從活動教學者

（關主）提供具體的教學回饋，說明學生正向的學習表現、並提供各關卡教學注意事項，供

未來教學者參考。本文首先探討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科學學習，接著說明以國小學習功

能輕微缺損學生的科學探究教學-以科學闖關活動為例，彙整科學探究教學應用在國小學習
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科學闖關的正向學習表現及教學注意事項。 

貳、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科學學習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之學生大部分安置在普通班並接受資源班服務，過去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總綱稱「認知或學習功能輕微缺損之學生」包

含某一或某些領域認知或學習功能有輕微缺損之智能障礙學生、學習障礙學生、情緒行為障

礙學生及中高功能之自閉症學生。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自然課綱）說明身為一個有科學素養
的公民，應具備科學的核心概念、探究能力及科學態度，並初步了解科學本質（教育部，

2018）。近年來國內學者將科學活動應用在視障、聽障、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自閉症、輕度
智能障礙等學生（吳仲卿，2014；黃玉枝，2016；蔡明富、陳振明，2011，2015；蔡明富
編，2019；蔡明富、陳明聰、郭閎君，2019），可知特殊教育學生的科學探究與實作受重
視。科學探究可以促進學生對科學概念的理解，學習者在設計並進行探究活動，會發現探究

內容與概念間的落差，引發好奇心及動機，讓學習者將新發現的科學概念和其既有的知識進

行結合來構成答案 (Lazonder, Wilhelm, & Hagemans, 2008)(引自張立杰、黃若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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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是科學活動核心，培育探究能力的課程目的在提供學生科學實踐經驗，科

學探究的學習起於學生提出有興趣、有意義的問題，並針對問題規劃科學活動與思考過程 
(劉湘瑤，2016）研究顯示，探究式教學能減少身心障礙學生在科學課堂中所面臨的挑戰，
過去研究顯示使用探究式教學會比傳統的教科書教學來得有成效（Scruggs, Mastropieri, 
Bakken, & Brigham, 1993）。Brooke 與 Solomon（2001）研究發現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概念
學習中，親手科學實作活動對學生的學習有其益處（引自蔡明富，2018）。學習輕微缺損領
域之學生由於不同的障礙類別與學習特質，故使用探究式教學能在過程中更了解學生學習狀

況而進行調整，使學生習得科學的本質。本文在科學活動乃透過探究的方式，並針對身心障

礙學生所設計，透過課程的調整以及科學動手做，讓特殊教育學生也能學會探究、發現並學

習科學知能。 
 

參、國小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的科學探究教學-以科學闖關活動為例 
蔡明富（2018）依據科學探究理念（Champagne, Klopfer, & Anderson, 1980；Gunstone & 

White, 1981），提出身心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DOE-POE）科學探究教學策略。兩階段六
步驟，在第一階段為 D（示範）O（觀察）E（解釋），第二階段為 P（預測）O（觀察）E（解
釋），結構性的教學設計科學活動。本文科學闖關活動乃以 DOE-POE科學探究策略並結合動
手做科學，協助特殊教育學生科學的興趣及增加學生的科學知能。本文乃將科學探究應用在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以嘉義縣科學闖關第二梯次及第三梯次為例），由闖關過程瞭解學生

對科學的學習情形。 
一、嘉義縣國小科學科學闖關活動概述－以水上國小場次及竹崎高中場次為例 
高師大特殊教育學系蔡明富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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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組學生)共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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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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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對科學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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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資源班學生的心得與想法)」及第二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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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功能輕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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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習功能輕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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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物理區關主陳述) 
1.「磁浮列車」關卡 
（1）科學學習方面 
在學習態度方面，磁浮列車能夠引起學生好奇，如關主 P12：「第三梯次的學生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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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兩次相比較須多加提醒，學生會想動手拿教具，需要關主再提醒手要放桌上等規矩。在

這一梯次也有幾個學生的反應很好，會覺得桌上的教具很酷，感到好奇，也會問一些與原理

相關的問題。當學生有這些反應時，身為關主就會更有動力講解這些現象背後的磁力原理，

學生也都會很專心聽。」 
（2）教學注意事項 
可以結合學生課本中的舊經驗，讓學生產生共鳴，如關主 P12：「學生可以將自己過去

可能學過或學校老師沒教過的知識運用或學習到（例如：磁力的特性，有的老師會引導學生

回憶過去曾經學習到的觀念；讓學生有機會可以學習科學知識），讓我覺得這樣的活動對於

特教學生是很有意義的。」能力好學生，可以調整教學，如多提問、互動，如關主 P10：
「在協助第二梯次的關卡時能感受到學生的認知普遍都不錯或是較多是已經學過磁力原理的

學生，他們的動機可能就較不高。這時我會調整講解的方式，再多問一些問題，也會讓他們

動手操作，告訴我其中的原理。講解速度也會稍微加快，讓他們快速複習。」 
2.「吸管抽水機」關卡 
（1）科學學習方面 
活動中學生及現場老師增加科學知能，如關主 P2：「這兩梯次學生人數比較少，在關卡

進行的節奏也能自己彈性的做調整，不會因為後面塞車而趕趕趕，這一次可以給予程度較

低、反應時間較慢的學生多一點思考的時間，或是透過多次的操作來讓學生習得知識的記憶

更加深刻。這兩梯次的帶隊老師也較第一次的老師們對關卡更感興趣，會主動詢問關卡的道

具、原理或是自己開始動手操作，大家對生活體驗的脫水機也感到相當好奇。」 
（2）教學注意事項 
吸管抽水機操作時應考量學生精細動作。如關主 P2：「如果是三位學生一起來闖關

時，會請學生一人嘗試一種角度的吸管抽水機，在同學嘗試的過程中大家要仔細觀

察，而有些學生比較能抓到訣竅，在角度小的也能濺出水；有些學生就算操作角度大

的吸管抽水機也可能因為手部精細動作不佳的關係而有較不明顯的水花。」在教導聽

障生，可能有聽力表達上面的困難，可以靠近以確認學生回答，如關主 P1：「聽障生經驗—
在第三梯次時有位聽障生，在他到我們攤位後，發現他有配戴助聽器，因此我有調整一下語

速（稍緩，沒有刻意放慢）和面對他說話（沒有刻意誇張嘴型），發現他的聽力狀況比想像

中好，有時候我面對其他小朋友問問題他也能快速的回答，但他的回答較不清楚，要很仔細

的聽才能知道他在說什麼，我會比較靠近他一點聽清楚他說的然後再複誦一次，等他點頭是

這個意思的時候再繼續下去」 
3.跟著種子去旅行—空中紙花 
（1）科學學習方面 
在學習態度方面，學生能有主動思考的精神，並且踴躍回答，如關主 P5：「透過學生在

觀察、操作空中紙花上，從中觀察到學生的優勢能力，有些孩子在觀察上會很認真的去思考

關主問的問題，在回答問題時也會有著很特別的答案，記得在講解空氣阻力的概念時，有些

學生還會反問我相關的科學知識，讓我覺得他們非常厲害，而且，看著孩子們照著指令完

成」。學生主動提問，如關主 P5：「在第二、三梯次中我發現有些孩子他們的想法很特別，
我遇到一位孩子很認真的和我討論空中紙花的原理，我慢慢的傾聽並從中回應他的提問，看

到孩子這麼認真的聽我講解，讓我從中體會到那種很真實的小小成就感。」 
（2）教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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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方面，可以增加空中紙花模板寬度、加深模板黑線，如關主 P5：「在操作材料上，
經過第一梯次與指導老師討論過後，有將空中紙花的模板的寬度修正過，讓學生在操作上比

較容易進行，但在第二、三梯次有發現到有些模板上的黑線標示不是很清楚，有些學生在操

作上容易產生疑惑；在剪紙上，有些學生的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在關卡進行時可能需要多加

留意。」學生未學過或理解困難，可以將講解語句簡單化、搭配實物，如關主 P5：「針對 A
組的學生，雖然他們的能力上較 B組孩子好，但每位學生的認知能力、專注力不盡相同，
經過第一梯次的經驗，會先考量到孩子的能力進行講解，若發現孩子沒有先備知識或是較無

意願聽從講解，會透過實物搭配簡單的口吻讓孩子理解，在第二、三梯次時實際做這方面的

改善，發現孩子真的會比較集中注意力聽，並也會回應我們的問題。」 
4.消失的筆跡 
（1）科學學習 
  在學習態度方面，學生主動分享，如關主 P7：「此次 A組學生反應能力很好，認識的自
然原理也較多，操作上速度更快，有時也會遇到學生提出吹風機吹也會讓擦擦筆筆跡消失的

分享，讓我感覺很訝異，表示學生知道摩擦筆遇熱會消失的原理，很開心能夠再接著跟學生

介紹其他各種能讓擦擦比筆消失的方法。」學生感到好奇，如關主 P13：「大部分同學對於
擦擦筆都滿熟悉的，都會知道擦擦筆的墨水可以被擦掉，但是到後來發現除了擦拭頭，其他

東西過摩擦後都能使其顏色消失都感到驚奇。」 
（2）教學注意事項 
教學可以連結學生生活經驗，關主 P8：「在 A組的回饋中，他們能很快速的和生活連

結，像是在關卡中提到熱傳導的內容，學生能想到在冬天時摸熱湯的經驗，或是煮火鍋的例

子，而透過這樣的生活連結也能讓學生對關卡更有興趣，也能讓學生對該知識更加深刻。」

教具要注意學生動作能力，或調整為學生易拿、易操作成功的教具。關主 P7：「使用各種道
具摩擦擦筆跡時，學生比較無法使用不織布成功擦拭成功，多會再給學生紅色塑膠管增加摩

擦力，可能是不知不需要耗費的力氣對部分小孩來說無法負擔，因此後面的學生多採用志工

示範用不織布擦拭較多。」 
(二)化學關卡 
以下以Ｃ1、Ｃ2…代表化學區的關主陳述內容。 

1.遇水則發 
（1）科學學習方面 
透過動手做來學習，學生更容易學會科學知識，如關主 C8：「操作互動，增進科學知

識概念，藉由實際動手操作的活動，幫助學生在體驗中，學習到科學的知識，也連結至日

常生活中，以了解「溶解」的知識概念，特別是，使用熱水加快溶解的速度的實驗觀察，帶

給學生明白使用溫度高的水，可以加速溶解的速度。」 
（2）教學注意事項 
針對學生在新學習的名詞，可以進一步解釋及說明，如關主 C9：「 比第一梯次的學生

需要講解得更詳細，對於名詞的記憶較需要被提示，例如：溶解，第一梯次的學生短期記憶

感覺比較好一點，第二、三梯次的學生可能較無法在短短的幾分鐘內將溶解這個名詞記起

來，需要有一個和現象相關的句子來進行記憶，例如：溶進水裡慢慢分解，就是溶解。需要

在做每一個實驗時以這句話來強調並記憶。」學生易混淆的詞彙，可以透過操作或舉例說

明，如關主 C9：「之前有討論到關於溶解和溶化很多學生會搞混，在這次的教學中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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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但我用溶解會改變水的性質，然後透過每一個實驗以及後面生活中的例子，來強調水會

改變，例如：水是透明的，黑糖粉放進去後，看不到黑糖粉，但是水變成黑色的，聞起來也

甜甜的，如果此時學生舉例冰塊，則會詢問水是否會改變，喝起來或聞起來、看起來是否有

改變，學生回答沒有改變，我就會說這就不是溶解喔!然後再讓學生舉例看看，有些學生在
舉例的部分比較弱，就會用故事性的去引導他，例如：早上起來好想喝東西啊!我把水倒
好，在放進甚麼，就是我最愛的東西了。透過這樣的呈現，學生基本上都可以自己想出來實

際的例子。」 
2.自動充氣的氣球 
（1）科學學習方面 
學生能夠順利學習關卡的重點，關主 C1：「這兩批的 A組學生感覺上程度比第一梯次要

好一些，有更多孩子在講解前就能猜到接下來的實驗步驟及反應的產生，是很好的事，但若

是可以針對他們的反應，對他們做更深入的探討我想對他們來說收穫更大，只是礙於時間以

及後頭還有人排隊，就無法再跟孩子有更多的互動。」 
（2）教學注意事項 
講解內容長度，應考學生注意力而調整，如關主 C1：「對於 A組來說需要更多的解說與

學生的理解，但時間一拉長便容易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被隔壁 B組的同學分散注意力的
情況發生，常常在講到最後時，學生的注意力已經不在實驗身上，而是分散到其他地方，需

要再設法拉回學生的注意引起他們的興趣，我覺得如果可以有老師在一旁陪同或指導我們，

便可以更快使我們抓到技巧吸引學生注意」若材料足夠，可以讓學生多操作，如關主 C2：
「發現其實有很多小朋友對於放入較多材料，也就是 A組第二個實驗部分較感興趣，建議
未來在這一部份可以改為讓小朋友親自操作，而非只是讓關主示範，況且最後材料也剩滿

多，一方面小朋友的注意力才不容易分散，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他們對於起實驗的記憶和興

趣，我覺得是可行的。」 
3.酸鹼玩玩樂 
（1）科學學習方面 
在學習態度方面，學生好奇主動提問，如關主 C11：「給予更多實驗的機會：我們的關

卡會讓小朋友將蝶豆花倒入不同的溶液中，進行觀察顏色的變化，但發現這次小朋友有些會

自己提出，如果全部都倒在一起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覺得與其回答他或者跟他說這不在我

們今天的關卡內容中，不如就實際讓他操作看看，畢竟沒有任何的危險性又能增加小朋友探

究的精神。」學生主動分享，如關主 C11：「踴躍回答且觀察力佳，蠻多小朋友都已經認識
蝶豆花這個植物，因此他們都很踴躍的分享他們的經驗，這時候我也會讓他們發表，並且給

予回應及稱讚。而在做實驗的過程中，小朋友也會相當踴躍的回答我所詢問的問題。」 
（2）教學注意事項 
應注意教具擺放，如關主 C11「因為小朋友的能力較好時，常常會迫不急待自己拿

起器具就要開始動手操作，或是搶著要使用，這時候我都會提醒小朋友先把器具放

好，等我先介紹完，而不是放任小朋友就開始，而當有兩個小朋友都想做的時候，我

也會採取用剪刀石頭布的方式，這些過程雖然好像很一般，但相信多少也有讓他們學

習到等待即輪流的規矩。」提示可以先遮起來，讓學生自己觀察回答，關主 C14：
「在我們的關卡板中，因為已經將顏色打出來給學生看，導致有些急著闖完關卡的學

生，會在還沒實驗之前就搶先說出顏色，少了實驗的神秘感，但我們還是會將整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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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呈現給他們，所以我們想到的修正方式是先將顏色的文字遮起來等變色後再呈現文

字。學生也會因為圖片上的顏色不夠真實，而提出疑問。」動手操作，可以增加學生

注意力，如關主 C14：「學生的反應，學生一開始來到這關看到桌上有很多杯子和材料都會
感到很好奇，在介紹碟豆花後就會因為不了解而開始分心，不過在倒溶液時，邀請他們一起

動手操作，就又能引回他們的注意力，讓我發現到了能讓學生專注的重點，就是讓學生能夠

參與在其中。」 
4.晶靈傳奇 
（1）科學學習方面 
在學習態度方面，學生能認真聽並回答，如關主 C5：「A組學生在聽我們解說過程中，

都能專注的聽取我們講述的科學知識，並適時回答關卡中所需回答的問題，讓我們在教學上

有很大的成就感，也能從中得知他們哪些方面比較弱，能特別講解那個部分，使他們對我們

這關有清楚的認識和從實驗中獲取科學知識。」關主 C7：「在活動中，可以感受到小朋友的
熱情和喜悅。過程中也不會因為快樂而忘記去學習，大家抱持著快樂學習的態度，參與闖關

活動。而我身為關主，也盡心盡力的去傳遞關卡重點和科學知識給小朋友，希望帶給他們的

不只是「這次獎品很棒」、「今天很開心」而已，而是更多的「我的科學晶靈長的好高

喔！」、「咦～你的科學晶靈怎麼比較細緻！？」等等，去帶動他們的思考與觀察力。」 
（2）教學注意事項 
若學生能力好，可以對材料做進一步說明，關主 C4：「科學晶靈本身極具吸引力，所

以如果可以再說明「為什麼」明礬和磷酸二氫氨適合做結晶？還有什麼可以做結晶…
對學生而言會更有收穫。」講解時，部分名詞可以更具體，如關主 C7：「關卡說明及故事
中的名詞可以更統一及具體，讓孩子可以更清楚知道我們所指的物品。當我們在帶關卡時，

提到許願晶靈、科學晶靈、結晶...，說到某一名詞時，常常看到孩子露出疑惑眼神。」關卡
板搭配圖示，如關主 C7：「關卡板上面的照顧結晶方法及科學原理說明，可以再加上圖示，
讓學生更好理解、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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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習方面 
課程內容能夠連結學生學過的知識，關主M13：「經過第一梯次的活動後，我發現 A組

大部分學生的程度比預期的還要好，甚至很多人學生已經在學校學過。這次遇到已經學過的

學生時，我會把提示降到最低，盡可能讓學生自己回想上課內容，經過第一梯次到第三梯次

的演練，我覺得自己更能掌握在遇到不同學生時如何調整講解內容。」 
（2）教學注意事項 
教學材料方面，應讓學生好操作，如增加厚度，讓學生更容易拿取與對齊，並能重複使

用，如關主M13：「A組的長條圖可以改用 PP板，由於原本的設計是用便條紙和一般紙
張，材質較軟且便條紙只能浮貼，對於精細動作不好的學生來說不是很好對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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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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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法教學，可能對部分學生來說動機較低弱，關
主M11：「可能學生程度落差就會有出來，有些學生就真的是聽不懂或是坐不住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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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可能就會需要多一點的活動或事多花點時間，因為我們這關真的偏講述，有些小

朋友聽了一下子就說又要上課了喔，可以明顯感受他們是動機較低的。也有些小朋友

是年級較大的，因為已經上過了所以他們都會而不願意聽，這時就真的是考驗隨機應

變的能力了，畢竟這是一個闖關園遊會，希望他們能學到東西又希望他們可以開心

玩。」 
2.SAME~靠關係 
（1）科學學習方面 
學生參與能夠習得關卡的知識並能適時回應，關主M1：「這兩梯次的學生人數和第一梯

次相較，人數較少，在活動過程中，學生遵守良好的秩序和安靜等待的好行為，這兩梯次參

與的學生多半認知功能佳，透過動手操作，很快就能明白，且能舉一反三，舉出各式各樣不

同的圖卡組合。」 
（2）教學注意事項 
應注意學生先備經驗以及年級，關主M2：「先備經驗：在第三次的關卡有年紀小或是沒

玩過撲克牌的學生，需要對學生解釋撲克牌是什麼與觀察他是否會因為材料不熟悉而無法適

應的問題。」可以增加連結生活經驗，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關主M1：「在生活經驗的連結，
學生也能快速的聯想到圖形在生活當中哪裡可以看見，有些學生甚至舉例了在上數學課會使

用到的工具，例如:三角板是三角形的，更滔滔不絕的想和我們分享其他生活中的圖形，由
此可見，與生活連結可以使學生的參與度很高，而且更喜歡這個關卡。」 
3.偶數骰子樂 
（1）科學學習方面 
學習態度方面，學生樂於挑戰更高難度內容，關主M9：「這次的學生有許多能力都很

好，往往不用數，看一下就知道加起來總共幾點。針對能力較好的學生，我會增加骰子的數

量，最多有到五顆。而且假如一開始是三顆，問學生想不想要繼續挑戰更多顆，學生都相當

樂意也很有意願挑戰，我覺得很棒！」學生對骰子鐘充滿好奇，關主M8：「本關卡為偶數骰
子樂，過關方式是若學生骰到偶數即可過關。當詢問 A組學生該如何讓骰子鐘裡的骰子動
起來時，有些學生第一時間就說出將骰子鐘拿起來搖，有些學生提出「有機關」，或是壓下

面按鈕、壓蓋子、轉蓋子……，學生的反應都不太一樣，不過大多都很好奇要怎麼讓骰子動
起來。」 
（2）教學注意事項 
可以連結生活中的偶數，如關主M9：「我覺得可以增加更多生活當中的「偶數」，可以

是圖卡，或是小故事說明等等，幫助學生連結數學與生活間的關係，讓學生瞭解到數學不僅

僅只是數學，數學也是可以很多樣化、很有趣！」注意學生能力差異，如關主M9：「若是一
組裡面同時有高年級與低年級的學生一起闖關，在骰完骰子後，高年級學生能很快說出答

案，但此時低年級還在運算當中，就會造成低年級學生的計算過程被打斷，沒辦法練習到。

這時我會跟高年級學生說：哇！你很厲害，這麼快就算好了，但你先不要講出來，等等就換

你回答囉！」 
3.方塊翻轉變 
（1）科學學習方面 
學生能主動完成任務，關主M5：「永遠不要低估學生的能力：由於我們這關主要跟空間、邏
輯有關，本來一直很擔心我們的關卡對於特殊學生有一定的難度、擔心他們沒辦法拼出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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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圖形，不過在這次的過程中就發現有些孩子在這方面厲害到我都認為他不是特殊孩子

了，即使在沒有我的提示、引導下他們自己就能找出指定的方塊，並做出組合；而一些程度

沒那麼好的孩子，其實只要給予合適的指導語、合適的提示，他們其實一樣也可以有所學

習，所以每個孩子其實都存在著不一樣的可能性。」  
（2）教學注意事項 
講解內容視學生能力調整講解方式、提示方法，如關主M5：「在帶完第一梯次後就發現

自己的不足處以及可以調整的地方：內容講解要視學生能力刪減講解內容或變詞語、任務分

配要視學生能力直接指定要找的方塊、提示宜視學生狀況提供不同的提示方式……等方面。
果不其然，在些微的調整後，就發現整個活動下來相較於第一次更為順暢，遇到問題時也更

為知道該如何處理。」能力好學生，可以調整講解內容，多給予操作，如關主M5：「…這時
我就會跳過一些簡單的說明，或是調整說話的詞語、讓他有較大的主導性…盡量快速帶至操
作的部分，果不其然就發現該名學生的不耐煩隨之而漸漸消退，很開心地融入闖關活動

中。」 
 
肆、結語 
一般科學教材對大部份資源班學生學習未必適性，加上國內大多評量方式多為紙筆評

量，不利於諸多資源班學生，雖然有實驗課程，但由於普通班人數通常較多，特殊學生操作

時間被同儕均分，是否能有正向學習效果值得思考，另在大班教學，自然老師也需挑戰差異

化教學的能力，故本文以嘉義科學闖關實例，為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調整適合的科學課

程，提出教學注意事項供未來使用者參考，發現科學教學應用在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透

過探究實作的方式並根據學生不同特質與需求進行教學調整，他們能在科學領域有所收穫，

透過動手做，提升學生對自然科學的學習興趣，學到科學的基本知識，成為具科學素養的公

民，並期許學生能在未來生活中應用這些基本的科學原理來解決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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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十二
道關卡教學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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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