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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呈現 2020年屏東縣國中特教班學生科學園遊會之實施成果，本次動手做科學活

動結合數學、物理、化學以及生物共四個領域，由 5 名資深特教教師協助設計生活化的四大

領域關卡，每領域 3關共計 12關教材，並召募培訓 27名現職特教老師主導教學，再由高雄

師範大學特教系學生 6人擔任輔導員，協助本次活動參與特教生 83名，進行科學活動學習探

究，活動結果顯現出在自然科學領域學習架構能力中，參與的特教班學生在「科學認知」部

分，大多數可以做到記憶、了解，少數可以達到應用、分析；在「科學探究」能力部分，幾

乎都可以做到「問題解決」指標中各分項能力，唯獨在「思考智能」的部分幾乎沒有呈現；

在「科學態度」的發展則受到參與時間和候答時間影響， 

可以完整參與的項目能展現出較顯著的態度，其中生活經驗的關聯可以協助特教班學生

在這個項目發展更完整的學習。 

 

關鍵詞：特教班學生，科學探究、動手做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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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of the science park party for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students in Pingtung County in 2020. This hands-on science activity combines the four fields 

of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5 seni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 four courses in daily life are designed. Each field 3 checkpoints for a total of 12 

checkpoin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cruited and trained 27 current special teachers to lead the 

teaching. Then 6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of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cted as instructors, and assisted 83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to conduct scientific 

inquiry in this activity. The results of the activity showed that in the learning structure abilit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participating in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part can achieve memory and understanding, and a few can achiev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In the part of "scientific inquiry" ability, almost all of the sub-abilities in the index of 

"problem solving" can be achieved, but in the part of "thinking intelligence" almost no perform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ttitude" was influenced by the time of participation and waiting 

time. Projects that can be fully participated in show significant attitudes. The relevance of life 

experiences can help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develop more complete learning in this program.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Hands-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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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科學教育白皮書」揭示我國科學教育目標為「使每位國民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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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科學教育是一項全民教育（教育部，2003），

2019 年，教育部宣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時代正式實施。108 課綱對於學生運用知識

的能力更為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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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創造出讓特教班學生更有效的學習方式，就成了值得大家重視的議

題。故本科學園遊會採用科學探究教學策略，結合動手做科學的方式，帶領特教班學生進行

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的探究與學習。此次活動是以「集中式特教班」為主，有別以往活

動大多是資源班學生參加，是為了提供這些孩子們有更多的人群接觸和對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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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統計 108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有 2 萬 6,986 人，其中有 2 萬 6,223 人

（97.17%）安置在一般學校，在集中式特教班的有 2,749 人（10.48%）（教育部，2020），我

們期望透過這樣的科學園遊會，讓這群隔離安置在集中式特教班的學生可以走出教室，也藉

由活動中的教學設計，提供他們的特教老師在未來規劃課程上有一些新的刺激和想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特教學生在科學探究活動下，對於自然科學相關領域的學習參與情況。

可以看到十二年國教總綱自然科學領域學習架構中，「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和「科學態度」

三個層面的那些素養指標？並嘗詴在結論中給予未來建議。 

此外為了讓活動關卡教材更貼近生活化，在生物關卡的設計上更是採用了具有屏東觀光

特色的鮪魚、星砂入題，結合屏東在地化特色，使得科學園遊會更加具差異化與特色化。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一、科學探究在教學上的運用 

Turner（2008）指出科學教育是為全體學生所設計（science for all），特教學生學習科學

教育不能被排除在外。科學遊戲是一種利用科學原理，富有教育意義且好玩、神奇又有趣味，

還能訓練科學思想、態度、啟發創造發明的活動（張淑慧，2003）。教師要發展學生學習科學

的興趣，遊戲是最有利的方式之一。謝甫宜與洪振方（2009）認為遊戲的特徵包括遊戲過程

中充滿歡樂、兒童主動參與而非壓迫、遊戲中無時間的限制、無輸贏的心理負擔、能自我掌

控遊戲進行的「我能感」，本次活動透過多次的課程籌備會議，兩次的關主集訓，為的就是可

以確保讓最大限度的特教班孩子盡可能的動手操作，去提升學習的意願並從中取得學習成就

感，增加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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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S和美國國家科學教師協會（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2011）非常鼓勵每

個特教教師要為所有學生使用探究教學。根據課程內容探究的程度（由多至少），將探究教學

的分類分四種，分別為開放或完全探究（open or full inquiry）、引導式探究（guided inquiry）、

結合式探究（coupled inquiry）、結構式探究（structured inquiry）（Martin-Hansen，2002）。所

以，探究教學不是將探究的責任完全寄託在學生能力上，課程設計的老師應該要依據學生的

認知與學習特性，選擇適合的探究教學活動。其目的除了讓學生學會目標能力，更希望藉由

課程設計的量身打造讓特教生喜歡學習。 

Supovitz與 Turner（2000）認為高品質教學的專業發展要素，包括：（一）透過示範，讓

參與的學習者融入探究；（二）密集性和持續性的專業課程發展；（三）讓教師實際且具體應

用在教學上；（四）加深加廣教師對教學主題的專業知能。因此，本次活動參考上述的專業成

長要素，為這次園遊會參加的特教教師，設計了三次科學教學專業成長方案，以及多達 11次

的教學課程籌備會議。 

研究顯示，探究式教學可以減少身心障礙學生在課堂中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偏向學術

性的科學，而過去的研究也呈現出，使用探究式的教學所產生的學習成效，會比傳統的教科

書講授式教學來得有成效（Scruggs, Mastropieri, Bakken, & Brigham, 1993）。教學中採取科學

動手做的學習方式能使學生透過問題解決和協商，並藉由進行實驗和建立連結來參與發現核

心概念。探究式教學聚焦在重要的觀念，而不是死記硬背的功夫，這對於學生來說更容易保

留學過的資訊。 

雖然探究存在不同的形式，但有四種技能是在任何科學探究活動中所共同具備：（1）提

問、預測及計畫探究；（2）通過觀察使用訊息源蒐集數據；（3）分析、詮釋及解釋；（4）溝

通、辯論及反思評估（Harlen,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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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科學活動教學必頇先由教師示範、再讓學生進行觀察與操作，最後讓學生提出其所觀察到

的狀況並予以解釋。Gunstone與White（1981）提出 POE探究式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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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教學策略來實施科學教育。蔡明富（2018）

根據上述科學探究理念，提出身心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科學探究教學策略（DOE-POE）。

本次科學闖關活動乃以 DOE的科學探究教學策略進行設計。惟因本次對象皆為特教班學生，

其障礙程度普遍來說較嚴重，所以本次活動主要還是著重在，利用特教班學生參加活動後的

回饋單，進行 DOE的成效探討，而藉由關主回饋單，去觀察特教班學生在活動中，可以做到

預測、觀察、解釋到甚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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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良榮（2008）指出，科學遊戲融入教學需要經過教學者的過濾與組織，避免只是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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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起學生興趣，而缺乏學習的內涵，必頇掌握讓學生主動探究或解決問題的原則。因此本

活動參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簡稱十二年國教總綱）（教育部，2013），強調以普通

教育課綱為依據，根據學生特殊需求，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課程之調整。而依據「十二年國教

總綱」中，提到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習架構分為科學認知、探究能力和科學的態度與本質三個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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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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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體在學習表現的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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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生在科學探究上的表現 

根據研究顯示，動手做科學的實際操作活動除有利提昇一般學生的學習興趣

（Holstermann, Grube, & Bogeholz, 2010），針對國內特教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和知能也有極為

正面的成效（蔡明富、陸奕身、陳怡婷，2018；蔡明富、陳明聰、郭閎君，2019；Browder & 

Spooner, 2011；Courtade, Browder, Spooner, & DiBae, 2010）。教育部（2003）公佈的「科學教

育白皮書」中，宣示科學教育是一項全民教育，其內揭示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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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也指出，減量和簡化普通科學課程，特教學生也能

有效學習科學課程（Jimenez, Browder, Spooner, & Oibiase, 2012；Knight, Spooner, Br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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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 Wood, 2013），除了傳統特教領域的教學法外（工作分析、最少至最多提示…等），

更有研究證實特教學生也能從探究教學法中獲益（Courtade, Spooner, Browder, & Jimenez, 

2012；Jimenez et al., 2012）。故本次科學闖關活動乃結合科學探究及動手做科學活動，在維持

學習核心概念下，多次調降難度簡化過程，力求最大多數特教生可以動手操作，以激發特教

學生的科學學習。 

總結以上文獻所呈現，特教班學生也可以和普通班學生一樣進行科學教育，並透過實際

動手操作的方式進行科學探究，在經過教材的簡化後，特教生除了可以進行自然科學學習，

也有相當高昂的學習興趣。 

參、研究方法 

一、參與團隊成員與小組籌備會 

本次科學活動團隊結合大學特教系教授、實務經驗豐富的國中小特教教師共 38人，另有

6名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學生（擔任工作人員）。本教學團隊群在 108年 12月 25日至 109年

12月 24日期間於高雄屏東兩地，共進行 20次籌備會議，主要討論重點包括科學園遊會活動

流程安排、關卡內容、關卡海報設計、科學教材設計與修改、課程內容詴教、拍攝示範影片、

有獎徵答題目討論等。 

二、參加對象及辦理方式 

本活動參與對象主要來自屏東縣國中特殊教育學生，活動地點在屏東縣中正國中體育館，

全部共有 12個關卡，考量學生能力及參與時間，規定至少闖滿 10關即可過關。正式參與本

次科學闖關活動，共有 83位國中特殊教育學生（其中 2名即使在老師引導下也完全無法作答）。

除了科學闖關活動之外，另有開場活動表演、摸彩和最後的科學知識有獎問答等豐富而精采

的活動，有助於引發學生的參與動機。 

而本次活動中最重要的關卡成形，則是從 109年 1月 21第四次籌備會開始討論到 109年

12月 15日第 18次籌備會議全部定案，歷經 11次籌備會議討論，9次（第 5、8、7、10、11、

12、13、14、18籌備會議）針對關卡內容的呈現方式和教具教材操作方式進行修訂而成。 

三、師資培訓 

此次科學闖關活動，需要屏東縣特教教師帶領校內身障生共同參與，為了讓特教教師及

早了解當天活動進行流程以及各關卡實施概況，109年 10月 18日（星期日）和 11月 19日

（星期四）辦理共 12小時的師資培訓。 

當天的研習重點包括：（一）首先說明特殊教育學生與科學探究的重要性（利用科學玩具

引導教師們去思考）；（二）介紹二階六步驟的科學探究策略（DOE-POE），提供工作分析的

教學步驟供教師們參考；（三）分享過去辦理科學園遊會的經驗；（四）接著帶領教師實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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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紙螺旋、平衡等科學器材，並提供變因，讓教師們可體驗 DOE的教學策略；（五）提供科

學活動，讓各組學員們有機會實際進行 DOE教學策略討論。 

此外，研習的另一個重點包括：提醒參與特教教師帶領特教學生參與科學闖關時，如果

遇到特教學生無法順利闖關時，特教教師的協助甚為重要。尤其在最後問卷的作答和回收上，

會非常需要特教老師們的引導，因為這些特教班的孩子們，平時相處最久最熟悉的就是導師，

在互信基礎之下，引導學習和作答的效果會比較有效率。 

四、關主行前訓練 

此次科學闖關活動需要屏東的特教老師擔任關主（共徵得 37名老師及 2名資優班學生），

為了使屏東的特教班老師了解關卡，以順利帶領學生進行，在 109年 10月 18日進行第一場

次關主培訓活動，以利提昇現場國中小特教教師，能夠對科學教育理念與教材實作。讓各組

學員們有機會實際進行DOE-POE教學策略討論。109年11月19日進行第二次關主行前訓練，

討論各個關卡的人員配置和關卡進行流程的初步演練。最後在活動前一天 109年 12月 24日

進行第三次關主行前訓練，除了到場協助場佈，也進行關卡活動的演練，透過以上三次的關

主行前訓練，讓當天擔任關主的特教老師們能熟悉活動內容、科學闖關流程、注意事項並能

在活動過程中觀察與省思。 

第一次關主行前訓練重點（109年 10月 18日）：說明科學闖關的內容及 DOE-POE的科

學探究理念，接著帶著關主們進行實際科學操作，每組均由高雄市國中小督導教師帶領下，

進行關卡介紹、講解及練習。最後，除了讓屏東縣的特教老師將負責關卡的教案帶回研讀外，

也將關卡材料讓屏東縣的特教老師帶回去，有更多的實際演練機會。第二次關主行前訓練重

點（109年 11月 19日）：首先讓將會擔任關主的屏東縣的特教老師進行各組佈關，接著進行

關卡操作與講解，督導教師並協助各關主，能用更淺白的字詞解釋艱澀的名詞。總結說明活

動當天流程、介紹場地位置，並說明關主任務，有任何需求可以跟在場老師溝通。此外，每

關闖關速度要適中，關主間要彼此相互支援。 

五、活動實施 

（一）科學闖關內容 

1. 課程設計理念 

本活動以 DOE-POE 的科學探究教學為設計原則，因應學生不同特質與學習需求，

關主可以在教學內容分以 DOE做為教導方式，重視具體明確的示範過程以及教導科學的

重要知能，藉由 DOE教學流程，讓科學闖關活動更加系統化，以及具科學探究的精神。

每關卡皆需要動手做，透過動手操做的過程，提昇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樂趣。 

2. 各關卡介紹 

闖關活動為豐富學生的科學知能，分為生物區、物理區、化學區與數學區四大部分，

每一部分皆有 3 道關卡，共 12 道關卡（請見表 2），且每個關卡皆是由生活化的生物、

物理、化學與數學內容進行調整，使活動更富趣味性、生活化、安全性，並能符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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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生的需求。 

 

表 2 

活動課程名稱與執行方式 

 

領域 
關卡名稱 執行方式 

生物 

「鮪鮪」到來 
1. 對四種鮪魚進行辨認 

2. 學生層次較高，進行進階關卡—說出鮪魚用途 

蟹保王 
1.用測螃蟹的教具—量蟹尺，去量玩具螃蟹甲殼的長度 

2.辨別螃蟹的性別（公、母），找出不可以抓的螃蟹 

星沙 
1.使用行動顯微鏡，夾在平板的鏡頭上，來找出星沙，並且利

用鑷子將他挑出 

化學 

逃離的顏色 
1在杯子倒入 1/2的水，並加入色素攪拌均勻 

2.加漂白水還原，再於澄清液體中加入色素，顏色會快速消失 

彩虹果汁 

1.加入濃度由高到低的果汁各 50ml到透明杯中 

2.以杯子盛裝各種果汁，由杯緣依序由濃度高到低，加入不同

顏色的果汁，最後加入水分最多的 

檸檬會發電 
1.準備檸檬當電解質，切開 

2.將鋅、銅兩片各插入水果，以電線連接 LED燈 

物理 

彈跳高手 

（跳跳火箭） 

1.將紙捲在彈力球上，另一顆小顆的彈力球放入其中 

2.將作品自然放開往地面掉落，觀察其彈跳高度 

誰是大力士 

1.將牛奶糖捏成角錐狀，並放置在地上黏好，角錐朝上 

2.將椰子對準牛奶糖尖銳處自然放手讓其落下 

3.成功的話，牛奶軟糖捏的角錐會釘入椰子殼裡 

會跳舞的毛毛蟲 

1.把小杯子放入紙碗中 

2.折毛根 

3.同時播出音樂，觀察結果（毛根會隨著音樂動，且兩個毛根

轉動方向會不同） 

數學 

對稱之美 
1.在紙上先做好線對稱的視覺提示 

2.生活應用跟民間的剪紙藝術做結合 

等差找座位 1.利用火車票了解等差的概念 

零用錢拼圖 
1.以零用錢的方式，學習圓餅圖的概念，除此之外，同時利用

百分比的概念輔助學習 

 

（二）科學闖關活動流程 

本次科學活動在屏東縣中正國中體育館舉行，活動規劃包含開幕式節目表演、科學闖關

活動（12道關卡）、科學知識有獎問答及摸彩等活動。當天活動流程，請見表 3。每一個關卡

由兩位現場老師及若干志工協助，每位學生在一個關卡闖關的時間約 6-8 分鐘，並讓關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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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障礙程度進行闖關調整，當學生闖滿 10關時，到服務台出示闖關卡後，由志工協助分發

問卷，並由該特教生的老師指導或引導協助填寫回饋單，憑填寫完畢的回饋單能換小禮物，

而闖關卡同時也是抽獎聯。早上 10點到 12點之間，在舞台前方有大螢幕，讓排隊等待闖關

的學生，或闖完關的學生可以觀看各關主拍攝之相關關卡說明影片。11：20後便進行科學知

識有獎問答及摸彩，問答題目內容則是早上闖關的關卡重點，讓學生複習早上闖關活動的內

容，為鼓勵學生發表，答對者立即贈送小禮物。 

 

表 3 

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負責團隊 

8:30~9:00 報到 
中正國中 屏東縣特教資源中心 

9:00~9:20 開幕式 

9:20~11:20 科學闖關活動 高師大蔡明富教授 

每關 2-3位關主教師 11:20~12:00 有獎徵答 

12:00~12:30 賦歸、撤展 中正國中 

12:30~ 活動檢討會 屏東縣特教資源中心 

 

（三）學習評量工具 

本科學闖關活動實施後，為了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的實施成果，採以學生回饋單及關主

填寫問卷作為本次活動的評量方式。而考量本次活動參與學生大多為中重度身心障礙生，因

此在問卷的說明方式和題數上，都予以簡化和精簡化。回饋單乃針對當天活動完成後（完成

至少 10 關認證），特教生對闖關單元的整體回饋，包括科學認知（你今天有學到自然科學的

知識嗎？）、探究能力（你今天有學到如何動手做自然科學活動嗎？）和科學的態度（你喜歡

今天的活動嗎？），學生填寫回饋單時，能力好的就自己以勾選方式評量，能力較差的，就請

導師協助填答，最後無力自行填答者，則請導師在參酌學生的反應後代為填答。 

在科學認知方面題目為：「你今天有學到自然科學的知識嗎？」學生勾選的選項分別為「學

到很多」、「學到一些」和「沒有學到」，而探究能力方面題目為：「你今天有學到如何動手做

自然科學活動嗎？」學生勾選選項分別為「學到很多」、「學到一些」和「沒有學到」，在科學

的態度方面題目：「你喜歡今天的活動嗎？」選項為「非常喜歡」、「喜歡」、「不喜歡」，從以

上學生勾選結果，得知其在科學認知、科學探究、科學態度上的回饋來檢核本次學習成果。 

在關主問卷方面，在活動實施後，讓關主填寫兩分回饋問卷，第一份為回饋單，第二份

則為活動心得分享。回饋單第一題題目為「請問您在協助國中特教班學生科學闖關活動，在

學生參與過程中，遇到學生有哪些特殊的表現？（例如：學生參與動機如何、闖關過程中特

別的歷程、學生反應等....），請至少寫三點，並詳述之。」第二題題目為「本次闖關活動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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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中特教班學生，當遇到不同特質或能力的學生您會如何調整教學，讓學生能順利參與？

請至少寫三點，並詳述之。」第三題題目為「請問您在協助國中特教班學生闖關過程中，有

哪些心得或收穫（至少寫三點）？」第四題題目為「在國中特教學生參科學闖關活動後，請

您對協助的關卡或其他協助工作提供建議，可供未來辦理科學活動之參考，以下分別由關卡

內容及整體活動說明之。」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持續比較法（Bogdan & Biklen, 2007）進行資料分析，研究者在資料蒐集後，

先將資料建檔、賦予代碼。閱讀原始資料後，找出各資料的共同原則與層級，並予以歸納。

並分析其在科學認知、探究能力和科學的態度與本質三個層面結果呈現。分析從質與量兩個

部份來探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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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題）、科學探究（1題）、

科學態度（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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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質的資料： 

來源有二，一為「關主回饋單」的開放性填答內容，一為「關主活動心得分享」的

開放性填答內容。 

本研究質性資料的編碼皆包括三個部分：資料來源—領域編號—該問卷題目序。 

第一欄：資料來源，關主回饋單編為「關主」；關主活動心得分享編為「心得」。 

第二欄：依照各領域編序號。數學編為「M」，物理編為「P」，化學編為「C」，生物

編為「B」；該領域第一位關主編為「1」，第二位關主編為「2」，……依此類推。 

第三欄：關主回饋單共有四題開放性問題，依題目序編碼第一題為「1」，第二題為

「2」，……依此類推。 

肆、成果與討論 

本研究總計回收學生回饋單 81份；關主回饋單 27份；關主心得 27份；小志工心得 2份

（歸類在關主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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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表統計結果如表 4。 

一、量的分析： 

（一）從「科學認知」項目來看： 

學生回饋單符合「科學認知」的題目是「你今天有學到自然科學的知識嗎？」表示「學

到很多」90.12%，「學到一些」9.88%，「沒有學到」0%。 

 

2021全國特殊教育教學實務學術研討會

177



（二）從「科學探究」項目來看： 

學生回饋單符合「科學探究」的題目是「你今天有學到如何動手做自然科學活動嗎？」

表示「學到很多」分別為 83.95%，「學到一些」16.05%，「沒有學到」0%。 

（三）從「科學態度」項目來看： 

學生回饋單符合「科學態度」的題目是「你喜歡今天的活動嗎？」表示「非常喜歡」87.65%，

「有點喜歡」12.35%，「不喜歡」0%。 

以上數字統計，均呈現本次活動對於對特殊教育學生具有正面的成效，不論是在科學認

知、科學探究或科學態度上，都獲得特教班學生的高度正面回應。 

 

表 4 

學生回饋單統計資料 

項次 題目 選項 人次 百分比 

1 你今天有學到自然科學的知識嗎？（科學認知） 

學到很多 73 90.12% 

學到一些 8 9.88% 

沒有學到 0 0.00% 

2 
你今天有學到如何動手做自然科學活動嗎？

（科學探究） 

學到很多 68 83.95% 

學到一些 13 16.05% 

沒有學到 0 0.00% 

3 你喜歡今天的活動嗎？（科學態度） 

非常喜歡 71 87.65% 

有點喜歡 10 12.35% 

不喜歡 0 0.00% 

 

二、質的分析： 

（一）從「科學認知」項目來看： 

從關主的回饋單和心得中發現，生物和物理領域大部分孩子可以達到「科學認知」裡的

「了解」層次，少數需要旁人協助。化學領域普遍可以達到「科學認知」裡的「了解」層次，

少數功能性較高的孩子可以發展出「應用」的能力，而數學領域則在零用錢的關卡觀察到了

幾個功能性較好的特教生具有「應用」的素養，以上表現有顯著回應「科學認知」在科學學

習上的表現，茲列舉關主回饋單中關於「科學認知」的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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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P1-2孩子對『放下』椰子殼有的沒概念，關主要加上口令『1.2.3放』 

關主-P3-4 學生多數皆能理解或經由提示下，說出其原理：「彈力」；但對於「彈性碰撞」

則更過抽象，無法理解，故可以省略不談之。 

關主-C7-2在面對多重障礙的學生（視+智），除簡化說明的內容，以重點是直接教學方式，

帶著學生一起動手操作，更透過其他感官學習觸覺、嗅覺讓學生感受並參與活動。 

關主-M7-2 能力較佳的學生，帶入生活的經驗，詢問是否有零用錢？如何規劃使用？再

引導到活動當中。 

關主-B4-2有的學生完全不理解我們在說什麼，有的可以覆述重點，能力較佳者覺得簡單，

透過觸摸、觀察，中上程度學生大多能理解這關卡的學習重點。 

（二）從「科學探究」項目來看： 

物理關主的回饋當中，透露出特教生普遍都可以完成「科學探究」子項目中「問題解決

／計劃與執行」。化學領域關主回饋中發現，大部分都落在「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少數

一兩個可以呈現出「討論與傳達」或「思考智能／分析與發現」的能力。甚至有一個有呈現

出「思考智能／推理論證」和「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兩種素養。數學領域的關主觀察到

孩子大多可以做到「思考智能／推理論證」和「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在對稱之美關卡還

有孩子展現出「問題解決／分析與發現」的素養。最後生物領域的關主發現幾乎沒有孩子展

現這個層次的素養，唯一一個展現出「問題解決／分析與發現」是因為有前置經驗，所以有

很高的參與度，上列描述是有回應「科學探究」在科學學習的表現，茲列舉關主回饋單中關

於「科學探究」的描述如下： 

1. 「科學探究—思考智能／推理論證」 

關主-C5-1有的學生很有實驗精神，很願意顛倒方果汁的順序，看看是否可以成功。 

2. 「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觀察與定題」 

關主-M3-1 當老師利用物品將建築物的照片一分為二的時候，學生會驚呼「哇一樣

耶。」 

心得-B3在提問海星外觀特徵有什麼後，可以放大的海星，引導學生說出特徵……。 

3. 「科學探究—問題解決／分析與發現」 

關主-C3-1當中有一位腦性麻痺的學生，過程中它無法操作彩虹果汁，是由成人介入

幫忙，但他會認真看，詴著說出自己的觀察。 

關主-M3-1 當老師利用物品將建築物的照片一分為二的時候，學生會驚呼「哇一樣

耶。」 

4. 「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計劃與執行」 

關主-P1-1 …，老師說明完，他就知道如何將椰子殼對準揉成圓錐體的牛奶糖，很快

就將硬硬的椰子殼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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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M1-1 皆獨自完成，此關卡需要自行拼出拼圖，學生雖由教師帶隊闖關，但都

自己完成，不依賴教師的協助，表現獨立的學習能力。 

心得-M8 …孩子透過這個活動，無論參與的程度多寡，但他們都確確實實地體驗了

線對稱的概念，不管是剪、畫、說哪種形式……。 

5. 「科學探究—問題解決／討論與傳達」 

關主-C2-3 …會主動及踴躍地給予回饋，甚至在同儕闖關時給予協助。 

關主-B6-1有一個孩子很熱情也有吃過螃蟹的經驗，一到關卡也不管前面是否還有其

他學生正在闖關，便嘰哩呱啦的一直問問題。 

綜合以上質的分析，發現本次科學園遊會對特教班學生的學習表現，科學探究能力—思

考智能的項目中，推理論證有獲得具體實踐，在想像創造、批判思辨和建立模型此三個子項

目較為匱乏。而在科學探究能力—解決問題的項目中，各子項目或多或少都有獲得具體實踐。 

（三）從「科學態度」項目來看： 

雖然大多數的特教生在活動問卷中給出「非常喜歡」87.65%，「有點喜歡」12.35%，表

示興致高昂的分數，看起來本活動「科學態度」項目在科學學習上反應良好，可是再對照關

主回饋之後，發現只有在化學、數學這兩個領域的關主，有觀察有較多這個區塊的表現且都

落在「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而物理部分只有一個觀察到這個能力，生

物領域則是看到能力較弱的特教生也有呈現這個素養。茲列舉關主回饋單中，關於「科學態

度」的描述如下： 

關主-P3-2多數學生皆對闖關過程，自己動手親做感到興致高昂。 

關主-C1-1因為活動設計生活化、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所以學生參與度高，學習動機也

高。 

關主 M1-1 學生動機高，雖然是數學領域的闖關內容，但因具趣味性，學生操作的動機

都很高，當天在說明本關卡基本闖關規則後，學生都顯得躍躍欲詴，跳脫了教室學習學科較

為無味的框架。 

關主-B2-1 …有時會發現比較能獨立的學生，帶隊老師會給予機會，自己帶一位夥伴一起

闖關，…也學習與同伴相互幫忙如何闖關，商量討論接下來要去哪一關。 

關主-B3-2低組的學生雖然不懂課程。但是他們還是很努力地參與。 

承上所述，在「科學態度」這個項目，主要呈現的是「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也就證明

了本次科學園遊會有成功引起特教生們的興趣，讓特教生在學習上可以更投入。討論 

關主們的回饋中可以發現，降低難度和減少操作的步驟，對於特教生「科學認知」的學

習來說有幫助，此外，生活經驗的運用和特教生參與的程度有很高的關聯性。在生活中可以

反覆執行碰觸到的經驗，往往在學習過程中都會成為提攜特教生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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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探究」的項目，關主們則是發現讓特教生自己動手做是很重要的過程，提供機

會讓特教生自己親手操作，讓他有參與感，這樣對特教生來說才是學習。 

最後在「科學的態度」項目中，另外一個觀察重點是受限本次活動屬於一次性活動，所

以過程相當緊湊，無法給每個特教生充足的候答時間，讓學生失去思考發表的機會，很是可

惜。 

綜合以上討論和敘述，這次參加的特教班學生在「科學認知」架構裡可以達到「記憶、

了解」的層次，偶爾少數可以做到「應用」，極少可以達到「分析」層級；而在「探究能力」

幾乎都可以達成「問題解決」裡「觀察、執行」層次，而部分的關卡還可以延伸到「分析與

發現」；最後「科學態度」受限活動時間，無法給予足夠的候答時間，尤為可惜。 

Browder、Spooner、Wakeman、Trela 與 Baker（2006）研究提到，使用普通教育課程的

標準（課綱），要包括要「與年級連結」（grade-linked）和「年級適當」（grade-appropriate）

的教學，要能符合年級的內容，但可以減量與簡化其知識內容來達成。 

本次活動的結果呈現和文獻中減量和簡化普通科學課程，特教學生也能有效學習科學課

程相呼應，（Jimenez et al., 2012; Knight, Spooner, Browder, Smith, & Wood, 2013），亦符合 NSES

和美國國家科學教師協會的建議（NSTA, 2011），老師的課程設計應該要依據學生的能力，選

擇適合的探究教學活動。整個教學除了讓學生學會目標能力，更希望藉由量身打造的課程設

計讓特教生喜歡學習。以上文獻提出的說法從學生闖關回饋單也可以獲得驗證。 

而 DOE的教學過程可以讓特教生更清楚的模仿、學習甚至執行活動。這點從關主回饋中

提到，大部份特教生都可以在關看完示範後，執行闖關活動得到驗證，也說明本活動教學採

DOE方式結果，與過去實施特教學生科學闖關活動的發現相似，在物理及數學關卡有助於提

升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生學習科學的成效（蔡明富等人，2019）。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以下藉「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和「科學的態度與本質」三個層面做一個總結。 

（一）科學認知：視學生程度進行教材調整、修正，才能給特教學生最適合的學習環境。 

（二）科學探究：架構下「問題解決」的子項目都可以有絕大部分或部分的達成，唯「思考

智能」架構下的子項目能力付之闕如，顯見我們的教學都著重在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

而忽略了或許少部分高功能的特教孩子也需要引導發展「思考」的能力。 

（三）科學的態度與本質：給予特教生足夠的候答時間，他們的表現會更好，也會更有參與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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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從「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和「科學的態度與本質」三個層面提出

相關建議如下： 

（一）科學認知： 

落實工作分析，簡化教材與教學步驟，教授知識之餘也不要忘了與生活經驗做連結，提

供特教生日常生活中反覆練習的機會。 

（二）科學探究： 

採用探究教學方式進行教學，引導學生動手操作解決問題之餘，針對學生能力也要引導

能力較好的特教學生相同情境之下的其他思考方式，給予向上發展的機會。 

（三）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本次活動觀察到這個層級的素養展現，是特教生完成度較高較有把握的關卡，可見給予

完整答題機會，足夠的候答時間，可以增加本層級的能力養成。 

由於集中式特教班的教學仍有一些特殊性的挑戰，包括多種不同障別的存在，因此，建

議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朝繼續探討科學教育要提供何種增能策略，來克服特殊學生更嚴重

程度的障礙限制。本研究乃屬於詴探性研究，此模式仍待未來研究繼續驗證，建議未來可採

取實驗研究設計，探討科學活動對特教學生的實施成效。 

在未來研究上，由於本研究旨在呈現特教學生在科學學習上呈現出來的學習表現，對學

生端的學習成果資料僅蒐集科學認知、科學探究和科學態度三個大方向，未來研究可以繼續

蒐集學生每個項目學習的回饋；此外，雖然本研究已從歷次會議討論，去設計科學教學的教

材和執行方式，並沒有真正針對此次擔任關主的特教教師，自然科內容知識或教學效能進行

前後測比較，未來研究可以再探討不同知識類型或教學效能類型的特教教師，應該要如何提

供專業成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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