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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使用行動載具—行動顯微鏡及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軟

體，以生物（昆蟲探究）為教學內容，辦理行動學習營，加以探究偏鄉國中智能障礙學生自

然科學領域之學習表現。共蒐集 47位偏鄉國中資源班智能障礙學生回饋單，輔以輔導員以及

講師的回饋心得。結果發現偏鄉國中行動學習營的實施，智能障礙學生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表

現的成果如下，從學生回饋單中，量的分析顯示：「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及「科學態度」

項目，整體平均成效為七成八；另外，從學生、輔導員和講師的回饋單中，質的分析顯示：

1.「科學認知」項目，學生能學會記憶、了解的認知層次；2.「科學探究」項目，資料顯示學

生在思考智能中僅推理論證 1 項有所呈現，而在問題解決中有觀察與定題、計劃與執行以及

討論與傳達等 3 個子項目有所呈現，顯示在科學探究能力中，問題解決的學習成果優於思考

智能；3.「科學態度」項目，資料顯示激發出學生科學探究的興趣。文末對偏鄉國中智能障

礙學生自然領域的教學及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行動學習、智能障礙學生、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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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d-disability groups included children variously classified as having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ies,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behavior disorders. Learning disabilitie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and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are 

among the most common childhoo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aiwa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of mobile learning (uhandy microscope and augmented reality) 

integration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y hands-on activities can raise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motivation of science learning and science skills. In this plan,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 of 

4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The activities of science education 

need tutors who ar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ach class. The activities of scientific inquiry 

curriculum are developed by experienced teachers in scienc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develop hands-on activities of mobile learning can raise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students’ 

cognitive science, scientific inquiry and scientific interests. The mobile learning can also help 

tutors ignite a passion for scientific interests and raise scientific skills. 

     

Keywords: Mobile Learning,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Uhandy Microscope, Augmen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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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 O 一九年，台灣從「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進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時代。

對於教育的看法，從「知識的學習」移轉到「重視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教育部，2014）。

在科學知識的學習規畫上，更將以往九年一貫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在十二年國教中將

其分成「自然科學領域」及「科技領域」；在國小階段要求電腦課融入各科，鼓勵課程使用科

技載具；在國中階段要求自然科要落實實驗課，注重課堂「探究與實作」（教育部，2018）。

至此，「自然科學領域」成為全民教育之一，而「科技能力」成為適應未來生活不可或缺的技

能。 

智能障礙學生是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

上有顯著困難者。在台灣，智能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場所依據障礙等級，分成三種：資源班、

自足式特教班以及特教學校（何華國，2009），其中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多安置在普通學校裡的

資源班，然而學習不利學生（包含學習障礙、輕度智能障礙等），雖然大多數安置於一般班級

中，不代表他們的學習權益已經受到保障；因為其在語言、文字接收或表達能力的缺陷，造

成學習時可能面臨科學概念和科學文本理解的困難，因此身心障礙是影響科學學習成效的主

要因素（葉靖雲，2011）。陳益民（2014）也發現國小特殊生在自然領域學習理解能力不足、

學習反應時間較長、易偏好於群體的模仿、學習的參與度不高和在自然領域習作完成有困難。

然而資源班的教學又以國語、數學以及特殊需求領域為主，未包含自然科學領域，因此自然

科學領域在資源班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效非常值得探究。 

Quinn（2001）指出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就是透過行動運算裝置來進行學習。它

是一種跨越地域限制，充分利用可攜式行動載具的學習方式；行動學習不只是數位化，還兼

具有「移動」的性質（羅景瓊、蘇照雅，2009）。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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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8），指出科學學習的方法，應從激發學

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主動學習的意願為起點，引導其從既有經驗出發，進行主動探索、實驗

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生能具備科學核心知識、探究實作與科學論證溝通能力。行動學習

（Mobile learning）的移動性、數位化特點，可打破偏鄉學校交通、地域及人力等資源的限制，

並結合做中學等教學策略，以因應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基於行動學習的優勢以及落實

科學教育的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和科學態度等具體的學習表現，本次「偏鄉國中資源班學生

行動學習實作營」的活動，將行動學習藉由行動載具（行動顯微鏡及AR軟體）帶入偏鄉，以

生物（昆蟲探究）為教學內容，帶領身心障礙學生進行生物科學的探索與學習，希冀培養身

心障礙學生成為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民，具備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和科學態度，進而解決生活

中問題，適應未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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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行動學習在教育的運用 

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就是透過行動運算裝置來進行學習（Quinn，2001）。科技

為人類帶來生活型態的改變，也影響到教育和學習的方式。從教育的角度來看，行動學習透

過行動科技的輔助，將原來受限的學習環境，延伸到無限的空間，打破空間上的限制（羅景

瓊、蘇照雅，2009）；另一方面，科技能力，也是教育者希望孩子帶得走的基本能力之一，

因此近年來行動學習應用在教育的例子時有所見；例如游維琦（2017）將「數位融入，虛實

共學」的理念，帶到偏鄉國中，利用實體課程搭配線上影片的模式，成功地提升學生國際素

養的學習成果。另外在校本環境教育、英語領域、科技教育領域以及自然科學領域，也都看

到運用行動輔具的學習，為教育帶來的嶄新學習成果（郭晴之、荊溪昱，2016；黃昭銘、張

至文、汪光懿、鄭文玄，2017；薛慶友、傅潔琳，2015；蕭顯勝、蔡福興、游光昭，2005）。

行動學習不僅在一般教育廣為運用，在身心障礙的學習也有所發揮；李盈穎、吳雅萍、陳明

聰和陳政見（2018）使用行動學習的擴增實境，來提升自閉症學生自然科學領域－熱能單元

的成效，結果發現教學實施後，國小高年級自閉症學生該單元的學習動機和成效皆獲得提升。

蔡浩軒、孟瑛如（2020），設計數學比和比值的教材，然後使用擴增實境教學，發現相較於沒

有使用擴增實境教學的圓面積單元，學習障礙學生在使用擴增實境教學的比和比值單元，學

習成效上升，並且在課堂注意力之圖畫、語文、推理注意力向度上，都有立即提升的效果。

另外凃保民、楊子玄和楊振銘（2018）也比較兩位多重障礙（輕度智能障礙加上輕度腦性麻

痺）在國語的學習上，使用行動學習的輔助和傳統教學法教學的學習成效，發現使用行動學

習輔助的多重障礙學生，在處理期的學習效果優於使用傳統教學法的多重障礙學生，但在維

持期則兩者的學習成效相當。 

本研究的行動學習是指為縮短城鄉差距，突破地域、交通和人力等的限制，將行動載具

（行動顯微鏡及 AR軟體）結合生物課程（昆蟲探究），帶入偏鄉，使國中資源班學生能增加

生活中的科學體驗，彌補因資源不足所帶來的教育落差（林家惠，2017）。 

二、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的素養導向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的課綱（2018）中提到，人類需要觀察研

究各種現象和變化，巧妙的運用科學來解決問題、適應環境及改善生活。而我們的生活周遭

充斥著不斷創新的科技產品，因此我們的國民更需要具備科學素養，能善用科學知識和方法、

以理性積極的態度和創新的思維，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和科學有關的問題，以做出評論、判

斷和行動。根據以上基本理念的引導下，發展出自然科學領域的課程目標，學習重點內涵有

三：一是引導學生學習科學知識；二是養成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三是培養學生探究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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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和本質，藉由此三大內涵的實踐，培育出學生的自然科學素養。而此三大內涵符應在學

生的學習表現也正是科學認知、探究能力及科學的態度與本質，下表 1 詳列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習表現架構表。 

本研究以此三項學習表現，來檢視行動學習營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成果，為方便記憶及

分類，本研究分析項目分成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另考量本活動為短期營隊活動，非正規自

然科學領域課程，故將分析重點放在「科學態度」的探討，因此本研究所分析的學習表現項

目分成：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和科學態度。其中科學認知包含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

鑑、創造六個層次；科學探究包含思考智能和問題解決，思考智能又分成想像創造、推理論

證、批判思辨及建立模型四個子項目，問題解決又分成觀察與定題、計劃與執行、分析與發

現及討論與傳達四個子項目，總共八個子項目；科學態度則有科學探究的興趣和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 

 

表 1 

學習表現架構表 

項目 子項 

科學認知 
對應相關學習內容，區分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

創造六個層次。 

探究能力 

思考智能 

想像創造 

推理論證 

批判思辨 

建立模型 

問題解決 

觀察與定題 

計劃與執行 

分析與發現 

討論與傳達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 

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 

認識科學本質 

 

三、 身心障礙學生的科學探究學習 

蔡明富（2018）整理文獻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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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益民（2014）也發現國小智能障礙兼過動症兒童，他們在自

然領域學習理解能力不足、學習反應時間較長、易偏好於群體的模仿、學習的參與度不高和

在自然領域習作完成有困難。而探究式教學則能減少身心障礙學生在科學課堂中所面臨的挑

戰，比傳統的教科書教學來得有成效（蔡明富，2018），因此蔡明富（2018）提出中重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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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科學探究教學流程，階段一為DOE，分別是D代表Demonstration

示範，O代表Observation觀察，E代表Explanation解釋；階段二為POE，P代表Prediction預測，

O代表Observation觀察，E代表Explanation解釋。再則動手做科學活動有利提升一般學生的學

習興趣（Holstermann, Grube, & Bogeholz, 2010；張美珍、王裕宏、錢文國、陳育新，2017；

張美珍、莊楊峻偉、王裕宏，2017），對於國內身心障礙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及知能，亦有正

面成效（蔡明富、陳振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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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考量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以及在自然科學領域學習的困難，利用行動載具

結合昆蟲探究，並採用DOE的科學探究教學設計原則，再加上動手做科學的方式，盼能提升

身心障礙學生自然科學的學習動機、培養探究精神，降低科學認知學習的困難度。 

參、研究方法 

一、行動學習營活動內容 

（一）課程設計理念及活動內容安排 

本次舉辦科普活動名稱為：偏鄉國中資源班學生之行動學習實作營—以昆蟲探究為例。

本活動課程重點主要以認識及運用行動載具，融入生物課的昆蟲探究，剛開始以行動顯微鏡

的特色觀察生物構造，可讓學生提昇學習的興趣，再使用擴增實境軟體，引導學生觀察米蟲

的生態。活動分為四單元（即4節課），每個單元皆是由國中自然科學課本單元內容，及十二

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領綱適性調整，使活動更富生活化、趣味性，同時顧及安全性並符合身

心障礙學生的需求。單元內容安排如下：一、小昆蟲大發現—「行動顯微鏡的使用」；二、小

昆蟲大發現—「運用行動顯微觀察昆蟲的身體」；三、昆蟲寶可夢—「擴增實境（AR）教學

軟體的使用」；四、昆蟲寶可夢—「運用擴增實境（AR）認識昆蟲身體」。 

（二） 活動對象及教學調整 

本活動為科技部科普計畫補助，由高師大蔡明富教授主持，目前共辦理十個梯次（十個學校），

以偏鄉國中資源班學生（含雲嘉南高屏地區）為活動對象，一個學校為一梯次，每梯次分A、B

兩組，A組為國中資源班智力正常學生，包括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等，授課講師為

蔡瑞琴主任。B組為國中資源班智力缺損學生，包括輕度、中度智能障礙，含伴隨智能障礙的自

閉症學生，授課講師為黃聖智老師。兩組同時間進行活動，不同場地，分別上課：A、B兩組的課

程時間安排相同（均為四節課，每節40分鐘），內容相似，但教師呈現方式有所不同，A組較多

口語和示範連續影片；B組則因應智能障礙學生，調整為口語較簡單，較多具體實物呈現，且一

個步驟一個步驟教學練習。 

二、研究對象 

本次科普活動對象為雲嘉南高屏地區偏鄉國中資源班學生，每一梯次皆包含智力正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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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A組或稱達人組）以及智力缺損學生（B組或稱高手組），因本研究著重在智能障礙學生

的自然科學習表現，因此只選取 B組（高手組）學生當作研究對象，十個梯次學校及 B組學

生人數如下：第一梯次屏東縣恆春國中 3人、第二梯次屏東縣車城國中 5人、第三梯次屏東

縣高樹國中 4人、第四梯次屏東縣鹽埔國中 3人、第五梯次嘉義縣六嘉國中 10人、第六梯次

嘉義縣東榮國中 5人、第七梯次台南市玉井國中 6人、第八梯次台南市山上國中 2人、第九

梯次台南市將軍國中 7人以及第十梯次北門國中 2人，共 47位。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共有三種，為活動實施後學生、輔導員及講師所填寫的回饋單。其中

學生回饋單共有兩份，一份為「小昆蟲大發現」，有關行動顯微鏡的回饋單；一份為「昆蟲寶

可夢」，有關擴增實境的回饋單。兩份均有6題選擇題，1題開放性填答；選擇題部分，有4題

關於「科學認知」的題目，分別是能不能知道「真鈔和假鈔的不同點？」、「蝴蝶和米象身體

構造上的不同點？」、「AR軟體（Quiver）可以使蝴蝶飛起來呢？」和「米蟲的腹部在哪個位

置？」；有4題關於「科學探究」的題目，分別是能不能成功地「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指紋呢？」、

「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到米象呢？」、「操作AR軟體（Quiver）呢？」和「找出米蟲的身體構

造？」；還有4題「科學態度」的題目，分別是「在行動顯微鏡的使用活動中」、「在觀察昆蟲

的身體活動中」、「在AR軟體（Quiver）的操作活動中」和「在認識米象的身體結構活動中」

你覺得你的心情如何呢？共12題。本研究量的資料來源即為此12題選擇題的填答。 

每一份回饋單上最後一題都有開放性填答，題目是：對於這兩節課，我還想說       。

本研究質的資料來源即為此開放性填答，以及輔導員和講師所填寫的回饋單。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量的資料是依據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習表現的三個項目—科學認知（共4題）、科學探究

（共4題）、科學態度（共4題），將回饋單上的題目予以分類並加以統計，分別計算出

每個題目的百分比以及每個項目的平均百分比。 

（二）質的資料： 

來源有四，一為「小昆蟲大發現」回饋單最後一題的開放性填答內容，一為「昆蟲寶可

夢」回饋單最後一題的開放性填答內容，還有輔導員回饋單和講師回饋單。 

本研究質性資料的編碼皆包括三個部分：學校編號—資料來源—來源序號。 

第一欄：學校編號，依據梯次序，將學校予以編號，恆春國中編為「J1」；車城國中編為

「J2」；高樹國中編為「J3」；鹽埔國中編為「J4」……依此類推。 

第二欄：資料來源，小昆蟲大發現的回饋單編為「F1」；昆蟲寶可夢的回饋單編為「F2」；

輔導員心得編為「C」；講師心得編為「T」 

第三欄：B組學生、輔導員、講師序號。第一位學生編為「1」，第二位編為「2」，……，

依此類推；第一位輔導員編為「1」，第二位輔導員編為「2」，……依此類推；講師黃聖智老

師編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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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總計回收學生回饋單－「小昆蟲大發現」47份；學生回饋單－「昆蟲寶可夢」47

份；輔導員心得 26份；講師心得 6份。依據以上資料，從學習表現的三個項目「科學認知」、

「科學探究」及「科學態度」加以分析。 

一、從「科學認知」項目來看 

（一）量的分析： 

在學生回饋單中，符合「科學認知」的題目有 4題，分別是 1.「真鈔和假鈔」的不同點，

表示「知道」的佔 85%，「經過老師提醒才知道」佔 15%，「不太清楚」佔 0%；2.「蝴蝶和米

象」身體構造的不同點，表示「知道」的佔 77%，「經過老師提醒才知道」佔 23%，「不太清

楚」佔 0%；3.「AR軟體（Quive）」可以使蝴蝶飛起來，表示「知道」的佔 74%，「經過老師

提醒才知道」佔 26%，「不太清楚」佔 0%；4.「米象的腹部」在哪個位置，表示「知道」的

佔 77%，「經過老師提醒才知道」佔 23%，「不太清楚」佔 0%。經統計學習表現中的「科學

認知」整體平均學習成效「知道」的佔 78%，「經過老師提醒才知道」佔 22%，「不太清楚」

佔 0%。「科學認知」量的學習成效詳列在下表 2。 

 

表 2 

學習表現「科學認知」量的學習成效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1.你能不能知道「真鈔和假鈔」的不同點？ 

知道 

經老師提醒才知道 

不清楚 

85% 

15% 

0% 

2.你能不能知道「蝴蝶和米象」身體構造的不同點？ 

知道 

經老師提醒才知道 

不清楚 

77% 

23% 

0% 

3.你能不能知道「AR軟體（Quive）」可以使蝴蝶飛起來呢？ 

知道 

經老師提醒才知道 

不清楚 

74% 

26% 

0% 

4.你能不能知道「米象的腹部」在哪個位置？ 
知道 

經老師提醒才知道 

不清楚 

77% 

23% 

0% 

 

（二）質的分析—科學認知 

從學生回饋單中發現在學習表現的「科學認知」項目，有的學生能達「記憶」層次，記

住昆蟲的特徵，有的學生達到「了解」層次，將生活中的經驗與學習的經驗連結。以下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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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單中關於科學認知的描述。 

J4-F1-1「認識了昆蟲有 6隻腳，2個觸角，下次還要玩」 

J8-F2-1「上完課才知道米裡有蟲」 

J10-F2-2「我可以認識米象的構造，每一個部位」 

J6-C-5「AR軟體能夠提升學生在知識學習上面的吸收速度及成果成正比」 

（三）討論 

本研究分析偏鄉國中智能障礙學生在「科學認知」的學習表現，量的部分顯示整體平均

成效達七成八，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透過行動學習科技輔具的介入能有效提升學生

的科學知識（黃昭銘等人，2017；蕭顯勝等人，2005；郭晴之、荊溪昱，2016）；動手做能提

升學生科學概念知識的學習（張美珍等人，2017）。而在身心障礙學生的研究中，也都提到行

動學習和動手做科學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科學認知具有影響的效果（蔡明富等人，2018；蔡

明富等人，2019；McMahon, Cihak, Wright, & Bell, 2016；Rivera, Hudson, Weiss, & Zambone, 

2017）。 

本研究在質的部分學生回饋中，發現有的學生能達到「記憶」層次，有的學生能達到「了

解」的層次。此部分的結果，在文獻中目前尚未找到相符應的結果可以加以比較，亦即目前

行動學習應用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尚未針對學生科學知識獲得的層次，加以深入研究，

此點可做為日後研究者研究方向的參考。 

二、從「科學探究」項目來看 

（一）量的分析 

在學生回饋單中，符合「科學探究」的題目有 4題，其中第 1~3題符合科學探究的子項

目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第 4 題符合科學探究的子項目問題解決／觀察與定題。學習成效

為 1.「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指紋」，表示「可以成功」的佔 74%，「經老師協助才成功」佔 26%，

「無法成功」佔 0%；2.「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到米象」，表示「可以成功」的佔 74%，「經老

師協助才成功」佔 26%，「無法成功」佔 0%；3.「操作 AR軟體（Quive）」，表示「可以成功」

的佔 79%，「經老師協助才成功」佔 21%，「無法成功」佔 0%；4.「找出米象的身體構造」，

表示「可以成功」的佔 85%，「經老師協助才成功」佔 15%，「無法成功」佔 0%。經統計學

習表現中的「科學探究」整體平均學習成效，「可以成功」的佔 78%，「經老師協助才成功」

佔 22%，「無法成功」佔 0%。「科學探究」量的學習成效詳列在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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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習表現「科學探究」量的學習成效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1.你能不能成功地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指紋呢？ 

可以成功 

經老師協助才成功

無法成功 

74% 

26% 

0% 

2.你能不能成功地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到米象呢？ 

可以成功 

經老師協助才成功

無法成功 

74% 

26% 

0% 

3.你能不能成功地操作 AR軟體（Quive）呢？ 

可以成功 

經老師協助才成功

無法成功 

79% 

21% 

0% 

4.你能不能成功地找出米象的身體構造？ 
可以成功 

經老師協助才成功

無法成功 

85% 

15% 

0% 

 

（二）質的分析-科學探究 

1. 「科學探究-思考智能／推理論證」項目 

從學生回饋單中，發現有些學生將自己的舊經驗和自然現象連結，推論出其中的關

聯，顯現出害怕昆蟲或是誤解昆蟲的行為，是學習表現的「科學探究」項目當中的子項

目「思考智能／推理論證」的實踐；以下列舉學生回饋單中關於「科學探究—思考智能

／推理論證」的描述。 

J3-F2-4「學到昆蟲的構造 AR的昆蟲比較不噁心，一起拍照很好玩。」 

J7-F2-3「雖然米象很恐怖，但是可愛但是想摸牠」 

J9-F1-5「蝴蝶米象不好玩不喜歡昆蟲」 

J6-C-1「小婷一開始看到學習單封面的蜘蛛時，就拿其他的紙張將蜘蛛蓋起來，並

顯示出害怕的樣子，跟老師告知她很怕蜘蛛。因老師帶著許多昆蟲模型和標本，小婷嚇

到跑去躲到輔導員的後面聽課。……經過兩節課的學習，漸漸突破自己對昆蟲的恐懼，

下課的時候還主動去摸獨角仙模型，仔細觀察其構造」 

J1-T-1「本次課程中可以發現有些特教生對昆蟲標本（蝴蝶）具有排斥，幸好行前準

備，大家有建議用夾鏈袋裝蝴蝶，讓學生減少恐懼」 

J2-T-1「有幾位學生對昆蟲的認識是以自我喜好爲分類，蟑螂很噁心，不是昆蟲。螞

蟻不噁心是昆蟲。爲了保證這樣的說法，我用理情行為法去駁斥這樣的想法，讓他們重

新認識昆蟲」 

J3-T-1「認爲有毛的生物就是昆蟲，在課堂上運用一些認知衝突的方式，讓學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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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確認自己所認知的昆蟲。」 

J5-C-2「一開始告知小淳要觀察米象時，她的表情是有點厭惡的。直到後來使用顯

微鏡結合平板，才發現其中的有趣之處，變得願意主動去觀察米象的外觀。」 

2. 「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觀察與定題」項目 

從學生回饋單中發現學生能運用科技，自然環境，進行各種觀察，是屬於「科學探

究」項目當中的子項目「問題解決／觀察與定題」的學習表現；以下列舉學生回饋單中，

關於「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觀察與定題」的描述。 

J3-F2-3「學拍照著昆蟲的身體，學到很多的知識。」 

J3-F1-2「我用顯微鏡看到米象、蝴蝶、獨角仙…，希望以後可以看到更多昆蟲」 

3. 「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項目 

從學生和輔導員的回饋單中，發現學生能正確安全的操作，適合其學習階段的物品、

器材和儀器，是屬於「科學探究」項目當中的子項目「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的學習

表現；以下列舉學生回饋單中關於「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的描述。 

J2-F2-3「比起顯微鏡，AR更能了解米象的構造，而且很好玩」 

J5-C-1「能跟著老師的教學操作平板看到虛擬昆蟲，會自行探索各個按鍵的功能，

老師還沒教時，就發現可以幫昆蟲上色的按鍵，及可以看到昆蟲四齡成長過程的按鍵」 

J5-C-1「下課時間，有的學生拿著平板，去照別人塗鴉的蝴蝶，看看別人畫的蝴蝶，

會變成什麼樣的虛擬蝴蝶」 

J6-C-2「學習到如何使用行動顯微鏡觀察昆蟲、Quiver 軟體……。此外也可以準確

地運用複式顯微鏡及解剖顯微鏡在對的東西上」 

J6-C-3「學生對於操作 AR軟體很有興趣，還自己摸索出老師沒有教導到的技能（釘

選）並且與老師們分享」 

4. 「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討論與傳達」項目 

從學生和輔導員的回饋單中，發現學生會在回饋單中，使用文字描述出今天的學習

過程和發現以及可能的運用，是屬於「科學探究」項目當中的子項目「問題解決／討論

與傳達」的學習表現；以下列舉學生回饋單中關於「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討論與傳達」

的描述。 

J1-F1-1「覺得顯微鏡很好玩，可以發現自己的手紋」 

J1-F2-2「更清楚米象的構造，用 iPad看米象比較好玩」 

J3-F1-3「很高興來到高樹國中，一起跟大家學習和玩，跟老師一起參加，我有學到

昆蟲、鈔票、蝴蝶的不一樣，很好玩很喜歡」 

（三）討論 

本研究分析偏鄉國中智能障礙學生在「科學探究」的學習表現，量的部分顯示整體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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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達七成八，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蔡明富等人在 2018和 2019年分別在高雄、台

南、屏東、嘉義、台東，實施動手做科學的科學營活動，發現學生在技能方面大多能獨立完

成操作，所不同的是過去文獻研究對象均是國小身心障礙學生，而本研究的對象是國中智能

障礙學生，本研究發現偏鄉國中智能障礙學生，在「科學探究」項目，也同樣能習得操作技

巧及觀察能力。 

本研究在質的部分學生回饋中發現，行動學習營的實施，使得偏鄉國中資源班學生，得

以展現科學探究能力。黃昭銘等人（2017）使用行動科技在自然科學習的成效，發現實驗組

和控制組，在降低迷思概念並沒有顯著差異，亦即使用行動科技和傳統教學法，均能降低學

生的迷思概念，此點在本研究得到印證，在子項目「思考智能／推理論證」的質性描述中，

有的學生會害怕昆蟲，但是經由 AR軟體的使用，就比較不害怕昆蟲；在老師的回饋中（J3-T-1）

發現，有些迷思還是需要老師的說明和講解才能破除，因此使用 AR 軟體教學和傳統教學，

均能降低學生的迷思概念。 

質的部分，學生回饋中發現，在學習表現的架構表中，探究能力的子項目思考智能 4 個

項目中，學生回饋出來的學習表現，僅有推理論證 1項，而在問題解決 4個項目中，學生有

呈現出觀察與定題、計劃與執行和討論與傳達等 3個項目，顯示本研究學生科學探究的成果，

「問題解決」項目多於「思考智能」項目，蕭顯勝等人（2005）的研究也證實，行動學習的

活動，能幫助學生解決滑翔翼製作的問題。推究其思考智能的探究能力較為缺乏的原因，可

能為本研究考量學生障礙特質以及營隊時間規劃，故在探究課程設計只使用 DOE的教學，而

省略 POE的步驟，根據吳雅萍、陳明聰（2017）的文獻回顧，嚴重認知障礙學生也適用探究

教學法，雖然目前還沒有研究嘗詴開放式的探究教學，但是引導式探究和結合工作分析法的

探究教學法，已有不錯的證據。 

三、從「科學態度」項目來看 

（一）量的分析 

在學生回饋單中，符合「科學態度」的題目有 4題，第 1~4題均符合科學態度的子項目

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學習成效為 1.「行動顯微鏡的使用」活動中，你的心情如何？表示「很

開心」的佔 77%，「開心」佔 23%，「不開心」佔 0%；2.「觀察昆蟲的身體」活動中，你的心

情如何？表示「很開心」的佔 77%，「開心」佔 23%，「不開心」佔 0%；3.「AR軟體（Quiver）

的操作」活動中，你的心情如何，表示「很開心」的佔 85%，「開心」佔 15%，「不開心」佔

0%；4.「認識米象的身體構造」活動中，你的心情如何？表示「很開心」的佔 79%，「開心」

佔 21%，「不開心」佔 0%。經統計學習表現中的「科學態度」的整體平均學習成效「很開心」

佔 78%，「開心」佔 20%，「不開心」佔 0%。「科學態度」量的學習成效詳列在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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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學習表現「科學態度」量的學習成效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1.在「行動顯微鏡的使用」活動中，你覺得你的心情如何呢？ 

很開心 

開心 

不開心 

74% 

26% 

0% 

2.在「觀察昆蟲的身體」活動中，你覺得你的心情如何呢？ 

很開心 

開心 

不開心 

74% 

26% 

0% 

3.在「AR軟體（Quiver）的操作」活動中，你覺得你的心情如何呢？ 

很開心 

開心 

不開心 

79% 

21% 

0% 

4.在「認識米象的身體構造」活動中，你覺得你的心情如何呢？ 
很開心 

開心 

不開心 

85% 

15% 

0% 

 

（二）質的分析—科學態度 

在學習表現的科學態度項目，學生及輔導員的回饋單中，發現有些學生能激發出科學探

究的興趣，學生有許多具體的表現，例如： 

J1-F1-3「我想摸摸看蝴蝶的口器，我對昆蟲有更深的了解」 

J8-F2-1「用 AR可不可以用其他昆蟲？例：蜜蜂、蚊子」 

J6-C-1「到了第四節課，小婷已經完全不怕昆蟲，可以在老師的昆蟲模型面前，放鬆心

情學習，也可以伸手撫摸模型，仔細的觀察，在用行動顯微鏡看蝴蝶標本時，小婷仔細地尋

找昆蟲的各個部位，然後拍照下來，甚至連極小的”口器”，因為角度的關係不好觀察到，小

婷還主動去拿了其他的蝴蝶標本來看，一定要看到”口器”的樣子，不僅克服了自己恐懼昆蟲

的心情，也激起了對生物探究的好奇心」 

J7-C-2「下課也去講台前看老師的昆蟲標本，和老師討論獨角仙會在哪個季節出沒」 

J8-C-1「A 學生據學校老師所述，他平常上課很容易分心，但這四堂課，該生認真回答

問題、樂於操作行動顯微鏡及平板，還在蝴蝶上寫自己的名字，看看用軟體拍，自己的名字

會不會在蝴蝶上面，非常喜歡本次的課程」 

J9-C-3「李生下課後到戶外檢樹皮回來觀察，並將米蟲放上樹皮上」 

（三）討論 

從以上的資料分析，發現在學習表現的「科學態度」項目，量的部分顯示整體平均成效

達七成八，在質的部分，學生也對於想再加以探究的項目多所描述，顯示學生透過動手實作，

培養出對科學探究的興趣和好奇心。此部分與過去文獻結果相同（張美珍等人，2017；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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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等人，2017）。而在身心障礙學生的研究中，也都提到動手做科學，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科

學態度，具有提升的效果（蔡明富等人，2018；蔡明富等人，2019；McMahon et al., 2016；

Rivera et al., 2017）。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行動載具—行動顯微鏡及 AR 軟體，以生物（昆蟲探究）為教學內容，辦理

行動學習營，發現智能障礙學生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表現的成果如下，從學生回饋單中，量的

分析顯示：「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及「科學態度」項目，整體平均成效為七成八；顯示出

偏鄉國中行動學習營的實施，對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育具有正向的學習成果表。從學生、

輔導員和講師的回饋單中。質的分析顯示：1.「科學認知」項目，學生能學會記憶、了解的

認知層次；2.「科學探究」項目，資料顯示學生在思考智能中，僅推理論證 1 項有所呈現，

而在問題解決中，有觀察與定題、計劃與執行以及討論與傳達等 3 個子項目有所呈現，顯示

在科學探究能力中，問題解決的學習成果優於思考智能；3.「科學態度」項目，資料顯示激

發出學生科學探究的興趣；而質的資料，顯示出不論對於偏鄉教育或是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

教育，都是值得再加以持續和延伸的活動。 

依據討論，對於今後相關的營隊或是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育，提供以下具體建議： 

一、 關於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育日益受重視，且對於認知功能嚴重缺損學生的科學教育，仍是

希望學習適齡的普通科學教育課程（吳雅萍、陳明聰，2017），然而現今文獻，對於學生科學

認知表現的認知層次（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著墨不多，若能了解科學教

學法與認知層次間的關聯性，則對於智能障礙學生科學教育須做怎樣的調整，將有很大的幫

助。 

二、 關於智能障礙科學教育教學設計 

（一）加強學生科學探究的深度：即使是智能有所缺損的身心障礙學生，仍可使用 DOE-POE

兩階段六步驟科學探究教學中的 POE教學，其中的 P-預測，加強學生的科學探究的深

度，若限於智能障礙學生無法開放式的探究，也能嘗詴使用引導式探究和結合工作分

析法的探究，以加強科學探究中的思考智能所缺乏的想像創造、建立模型、分析發現

等能力。 

（二）提高行動學習輔具的可及性：在質的分析，有學生表示第一次使用顯微鏡（J2-F1-2）、

行動顯微鏡比教室的顯微鏡方便（J1-F1-4），而團隊在使用 AR軟體時，受限於軟體開

發團隊的國籍，有時須使用英文介面，因此建議添購輕薄的行動學習輔具，以及多加

開發科學相關的 AR軟體，提升行動學習科技輔具可及性，將是身心障礙學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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