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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  
科學探究教學 

蔡明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壹、前言 

教育部（2003）公佈「科學教育白皮書」，

宣示科學教育是一項全民教育，並指出我國

科學教育目標是「使每位國民能夠樂於學習

科學並了解科學之用，喜歡科學之奇，欣賞

科學之美」。在科學教育白皮書中提到大眾科

學教育之推動應強化各相關資源的引入，轉

化成科普知識，並經由各類管道，傳送給社

會大眾，亦重視科學教育的人文關懷，同時

在強調科學的學習歷程中，養成關心與關懷

生命、大自然的態度，其內涵表現於外則為

關懷特殊族群的科學教育，給予學習低成

就、身心障礙、原住民、社會條件不利者、

女性、及資優學生等與一般學生均等且適合

其個別差異的科學教育機會。以上內容顯示

身心障礙學生的科學教育是大家應重視的議

題。在校園中，身心障礙學生自然科學的教

學者是否運用相關資源與策略來因應其多元

的學習需求，為落實身障學生科學教育宜努

力的重要項目。過去國內科學活動運用以視

障、聽障、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及自閉症學

生為主（吳仲卿，2014；黃玉枝，2016；蔡

明富、陳振明，2011，2015），較少以中重度

智能障礙學生為對象，如何協助中重度智能

障礙學生的科學學習，是一項值得大家重視

的課題。 

在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及未來要實施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之學習，均強調

身心障礙學生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學

習，重視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接軌，特教教

師有必要為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進行自然科

學領域的教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課程目標

之一，是希望學習者能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

來的生活，此相同於特殊教育的基本精神：

培養身心障礙學生獨立生活能力，尤其現今

日常生活與科技高度結合的環境，身心障礙

學生更必須學習自然與生活科技知識與技

能，以培養日後獨立生活的基本能力，所以

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在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

習更不能缺席。 

因為目前集中式特教班的教師教學內容

需要教導學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現

今特教班的科學教學活動仍相當缺乏，而且

特教教師多非自然科學領域專長畢業，導致

特教班現場實際進行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會

有難度。從師資專長、現場教學而言，顯示

研發適合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之自然科學教

學策略，實相當迫切。 

貳、科學探究與智能障礙學生的

科學學習 

一、科學探究教學的重要性 

科學探究教學要求學生使用科學推理和

批判思考來發展他們的科學認知時，要同時

結合科學過程技能與科學知識。科學探究有

下列特徵（NRC, 2000, p.25）：1.學生參與科

學導向的問題。2.教師給予學生證據，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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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發展和評價符合科學導向問題的解釋。3.

學生從證據形成解釋，以確定科學導向的問

題。4.學生評價自己的解釋和其他解釋，特

別反映他們對於科學的理解。5.學生溝通並

辯護他們所提出的解釋。Jimenez、Spooner、

Browder、DiBiase 與 Knight（2008）提出中

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學習可以幫助學生

認識他們所在的世界，科學學習也可以與中

重度障礙學生個體認識世界有重大相關性。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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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探究是這個方法的首要步驟。顯示探究活動

對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在科學學習的重要

性。 

傳統的科學教育非常仰賴講授和科學教

科書的教學文本內容（Brigham, Scruggs, & 

Mastropieri, 2011）。通常教師教學不會考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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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於身心障礙學生特

徵的影響，促使學生在科學課上表現不好，

因而失去學習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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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來許多國家的科學相關組織均肯定探究式教

學的成效，其中採取科學動手做的學習方式

能使學生藉由透過問題解決和協商，進行實

驗和建立連結來參與發現核心概念。探究式

教學側重於重要的觀念，而不是死記硬背的

事實，這有助於學生更容易保留學過的資

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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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有相關文獻探討如何協助中重度智

能障礙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教學（Browder & 

Spooner, 2011；Courtade, Browder, Spooner & 

DiBae, 2010）。顯示探究式教學對中重度智能

障礙的科學學習相當重要。總結來說，上述

對中重度智能障礙或其它障礙學生實施科學

活動，以科學探究為主，並結合科學動手做

活動，可以讓多數的身心障礙學生體驗和學

習科學。故本文提出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

科學教學，將採取科學探究教學，並結合動

手做科學的活動，協助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

的學習。 

二、科學探究在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

的教學運用 

過去有文獻闡述科學探究教學方法已運

用在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整理相關文獻說

明如下： 

(一)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四階段科學探

究教學 

Courtade、Browder、Spooner 與 DiBae

（2010）採四階段科學探究教學之工作分析

策略，訓練特教教師教導中重度智能障礙學

生，明確說明教師進行探究式教學的工作分

析階段及每個階段的步驟應達到標準，共分

為四個階段十二個步驟，階段一為參與

（Engagement），此階段的步驟有 1.讓學生看

課程中科學技能相關的圖片或資料，2.請學

生回答圖片/材料是什麼，3.詢問學生他們對

圖片/材料的看法（關於圖片/材料他們知道

什麼），4.詢問學生關於圖片/材料他們想要

了解什麼；階段二為探討和敘述關聯性

（Investigate and Describe Relationships），此

階段的步驟有 5.詢問學生如何收集有關這個

材料的資訊，6.請學生回答什麼地方是相同

的（型態/模式），7.請學生回答什麼是地方不

同的（型態 /模式）；階段三為建構解釋

（Construct Explanation），此階段的步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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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解釋相關的普遍科學知識，9.引導學生說明

（預測），10.對於說明做測驗（如果可能的

話）；階段四為報告（Report），此階段的步驟

有 11.請每位學生輪流報告他/她的發現，12.

以字面提問加強學習過的概念。教師採取上

述四階段十二步驟的探究式引導科學教學，

有助於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學習。 

(二)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 15 步驟科學探究

教學 

關於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學，

Browder 與 Spooner（2011）提出科學探究教

學之工作分析策略，將探究式教學分成 15

個步驟，教學過程讓學生思考並表達他們的

想法，讓教師協助完成填寫 KWHL 圖表中的

我們該知道什麼？（Know）、我們想要知道

什麼？（Want to Know）、我們如何找出？

（How）、我們學到什麼？（Learn），逐步建

構教學歷程。教學步驟包括：1.教師介紹使

用的材料（例如毛毛蟲的蛹），2.對學生提問

「這是什麼？」或鼓勵學生提問題，3.詢問

學生「對於這些材料瞭解多少？」。4.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K（「知道」）欄，5.對學生

提問「對於材料想要瞭解什麼？」，6.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W（「想要知道」）欄，7.要

求學生預測若依照第五個步驟，可能會做出

的行動，8.對學生提問學生「我們該如何發

現？」，9.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H（「如何」）

欄，10.透過進行實驗指導學生，11.請學生比

較發生變化後的材料和原來的材料，「什麼還

是一樣？什麼不一樣？」，12.讓學生完成且

閱讀概念說明，13.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L

（「學習」）欄，14.讓學生把說明和實驗連

結，並檢視實驗成果，15.詢問學生一個要用

概念說明回答的問題（「蛹裡面有什麼？」）。 

綜上所述，Browder 與 Spooner（2011）

提出科學探究教學之工作分析策略，與

Courtade、Browder、Spooner 與 DiBae（2010）

提四階段科學探究教學之工作分析策略有相

通之處，例如：Browder 與 Spooner（2011）

探究式教學之 1~6 教學步驟與 Courtade 等人

（2010）所提第一階段（參與）相似，步驟

7、8、9、11 則與第二階段（探討和敘述關聯）

相近，步驟 10、12 則與第三階段（建構解釋）

相仿，步驟 13~15 與第四階段（報告）類似。

兩者對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學均相

當重視科學探究教學的工作分析，可供未來

設計給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學參

考。 

參、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兩階

段六步驟科學探究教學 

早期 Champagne、Klopfer 與 Anderson

（1980）設計 DOE 探究式教學流程，依序為

示範（Demonstration）、觀察（Observation）、

解釋（Explanation），是指教師事先設計示範

實驗，要求學生預測示範實驗可能發生的現

象，並加以說明理由，接著由教師進行實驗，

學生仔細觀察實驗活動現象並指出與先前預

測不同之處，且再次提出解釋；教師在整個

過程中須對學生的回答作澄清直到確認了解

學生的想法為止。針對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

的科學教學，在第一階段的教學過程中，教

師的示範顯得相當重要，故教學之初，先採

取 DOE 的科學教學流程，將有利學生的學

習。 

Gunstone 與 White（1981）嘗試改良

DOE，提出探究式教學 POE，POE 教學流程

的三個步驟依序為預測（Prediction）、觀察

（Observation）、解釋（Explanation）。在科學

探究的教學中，常採取預測、觀察、解釋之

教學策略（簡寫為 POE）來實施，教師在探

究學生的理解時，必須執行上述三項工作

（ White & Gunstone,1992 ）。 White 與

Gunstone（1992）說明 POE 教學策略：1.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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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運用其原有的知識對某些現象、某一個事

件去預測結果，其預測必須要有其支持的理

由；2.學生必須觀察實驗完成後的結果，具

體的描述他們所看到的現象，這是科學活動

操作後的真正結果；3.學生要去解釋他的預

測和真實結果之間的矛盾，學生必須調整介

於預測與觀察之間的任何衝突；4.激發學習

者面對個人既有知識架構與科學活動結果出

現不一致時，重新調適與組織，以形成新的

知識體系，達到概念改變的目的。POE 教學

策略有助於學生進行預測變因、驗證變因到

提出結果解釋。 

筆者根據 DOE-POE 的科學探究教學概

念，並參酌上述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

探究教學文獻（Browder & Spooner, 2011；

Courtade, Browder, Spooner & DiBae, 2010）， 

提出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科

學教學，階段一為 DOE，階段二為 POE，並

提供下圖供參考（以漂浮陀螺為例），各步驟

內容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DOE 步驟（示範、觀

察、解釋） 

(一)示範(D)：由於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在

科學學習，剛開始需要教師先進行材料的介

紹及說明，再使用教師示範讓學生具備基本

概念，未來操作時較易瞭解要操作什麼、觀

察什麼。  

(二)觀察(O)：根據教師示範教學以後，學

生親自動手做實驗，並同時觀察現象，再找

出變因。  

(三)解釋(E)：當學生實際觀察、操作活動

以後，要讓學生試著說明實驗過程中的發

現，經由口頭報告，讓學生能組織概念並說

明。  

二、第二階段：POE 步驟（預測、觀

察、解釋） 

(四)預測(P)：依據學生能力高低，決定由

學生自行預測變因，或由教師提供變因給學

生，能力高的學生由學生預測變因，能力低

的學生則由教師提供變因。  

(五)觀察(O)：讓學生進行實驗並觀察，再

請學生描述觀察到的任何變化。  

(六)解釋(E)：請學生回答問題以檢視實驗

成果，讓學生說明活動結果和實驗間的關連

性，最後以學習單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 ※ ※ 

單元名稱 漂浮陀螺 

【教學目標】 

1.學會操作與製作漂浮陀螺。 

2.能發現影響漂浮陀螺飛行因素。 

3.能說出影響漂浮陀螺飛行因素。 

4.能自行創作不同條件的漂浮陀螺。 

【實驗器材與材料】 

．器材：刀片、剪刀、尺、切割墊。 

．材料：乒乓球、珍珠板。 

【準備工作】 

1.事先將學生所需的材料備妥。 

2.將學生分成若干組。 

【實驗裝置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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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階段一：DOE(示範、觀察、解釋) 

步驟一：示範(D) 步驟二：觀察(O) 步驟三：解釋(E) 

•介紹材料 

•教師示範 

•說明原理 

•學生操作 

•學生觀察 

•找出變因 

•學生報告 

•學生回饋 

•學生評量 

 

＊向學生展示照片或與科學

技能相關的物體。 

＊教材介紹與討論，引起學生

注意與動機。 

＊對學生提問對於材料（如：

珍珠板、乒乓球）有多少了

解？其特性為何？ 

＊教師示範如何製作「漂浮陀

螺」。 

＊引導學生思考看到什麼？ 

＊說明「力學」等概念。 

＊利用具體觀察到的操作結

果，讓學生從做中學，進而

進行概念改變。並讓學生預

測可能的結果。 

＊藉由指出觀察到的特徵，引

導學生觀察漂浮陀螺轉動

的型態及模式。 

＊另外也可同時培養學生認

識不同的影響變因。 

 

＊請每位學生輪流報告他/她

的發現。 

＊以提問方式加強學習過的

概念。 

＊若學生沒有辦法回答，則老

師提供選項讓學生思考並

回答。 

＊讓學生填寫學習單以檢視

學習成效。 

 

 

•階段二：POE(預測、觀察、解釋) 

步驟四：預測(P) 步驟五：觀察(O) 步驟六：解釋(E) 

•學生預測變因(高能力) 

•教師提供變因(低能力) 

•學生討論變因 

•學生操作 

•學生觀察 

•驗證變因 

•學生報告 

•學生分享 

•學生評量 

 

＊視學生能力引導學生說明

並做預測。 

＊若學生沒有辦法做出預測，

則教師提供變因選項，讓學

生做思考預測。 

＊以口頭及視覺線索呈現特

徵以及相關的事實，來幫助

學生產生說明的內容。 

 

 

＊藉由指出觀察到的特徵，引

導學生觀察漂浮陀螺轉動

的型態及模式；如果有必

要，提供型態及模式的選項

讓學生做選擇。 

＊使用圖片或象徵等解釋知

識；相關的知識也可以幫助

學生說明他們所觀察到的

現象。 

＊讓學生瞭解操作結果及思

考為何得到此發現。 

＊讓學生把說明和實驗連結，

並檢視實驗成果。 

＊引導每位學生要用概念說

明回答的問題。 

＊若學生沒有辦法回答，則老

師提供選項讓學生思考並

回答。 

＊讓學生填寫學習單以檢視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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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綜上所述，探究式教學對中重度智能障

礙學生的科學學習相當重要，結合動手做科

學活動有助於提高與保持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文考慮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及

相關文獻，最後提出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

兩階段六步驟科學探究教學（DOE-POE），

根據科學探究教學的理念，結合科學動手做

的方式，提供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真實且富

趣味性、挑戰性之學習，提昇中重度智能障

礙學生之科學學習興趣與能力。本文提出

DOE-POE 科學教學策略，未來實施時，建議

仍需要考量學生的特質及教材難易度進行調

整，故每單元的上課節數可以一至多節，以

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期盼本文提出科學教

學策略能協助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開啟自然

科學學習的另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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