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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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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提到要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必須讓學生能對自

然科學具備好奇心與想像力，發揮理性思維，開展生命潛能；建構科學素養要使學生具備基

本的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力及科學態度（教育部，2018）。其說明了培育科學素養的目的，

然而每個人均有學習科學的權利，特殊教育學生也需要學習科學，以利未來解決生活中有關

科學的問題。 

目前在中小學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特殊教育學生，輕度障礙學生以安置於普通學校的資

源班為主，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以安置普通學校和特殊教育學校的集中式特教班為主。無論

是就讀資源班或特教班的學生，均需要接受科學教育。近年來學者開始運用科學活動在注意

力缺陷過動症、自閉症、視障、聽障、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及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吳仲卿，

2014；黃玉枝，2013；蔡明富、陳振明，2011，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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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特殊教育學生的科學

活動逐漸受到重視。根據研究顯示，動手做科學活動有利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Holstermann, 

Grube, & Bogeholz, 2010）。研究顯示中重度智能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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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富（2018b）執行科技部的科普活動計畫中，亦發現動

手做科學活動對特殊教育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及知能均會有所提昇。綜上所述，相信經由科

學探究結合動手做科學活動來學習科學，對特教學生會有所助益。本文首先探討科學探究的

理念及重要性，接著說明科學探究如何應用在特殊教育學生，最後並提出未來實施的重要參

考依據。 

 
貳、科學探究的理念及重要性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教自然課綱，將「探究能力-問題解決」列為學習表現的重要項

目，可知探究教學的重要。「科學探究」是科學活動的核心，為培養探究能力而提供學生科學

實踐的學習經驗。並於學習重點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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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教學為的是提供學生未來生活

與就業的基礎能力。科學探究原則主要提供學生參與科學導向的問題，由教師提供學生探討

 
1



 

 主題，讓他們發展和評價符合科學導向問題的解釋，教師協助學生從證據形成解釋，以確定

科學導向的問題，再由學生解釋結果，以呈現學生對於科學的理解（NRC, 2000）。以下針對

科學探究與學習環理論、科學探究的類型、科學探究對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重要性及科學

探究在特殊教育學生的運用進行說明。 

一、科學探究與學習環理論 

    探究與科學課堂的整合為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科學知識和技能提供了另一種方法。而且，

這種整合可以有助於建立一個使所有的學生都受到重視、尊重，並有機會充分參與課堂活動。

在課堂上，基於探究的教學形式使身心障礙學生有機會獲得相關科學的資訊，並建立對自然

世界的理解。研究結果發現，探究式科學教育有利於學生的學習成績，包括有學習障礙的學

生(Mastropieri & Scruggs 1992;Scruggs, Mastropieri, & Boon 1998)。例如，使用探究法進行教

學的學生的表現明顯優於傳統授課法進行教學的學生，對於平均能力和低能力學生來說，探

究方法更顯著有效(Odubunmi & Balogun, 1991)。受過探究式教學的學習障礙學生的表現要優

於他們同年齡發展的同儕(Bay et al., 1992)。動手做科學活動對於以探究為基礎的科學學習，

尤其對於學習障礙的學生來說非常重要。然而，有些活動應該針對所使用的教材進行具體的

修改(Scruggs et al., 1998)。這些活動可能構成問題解決的平台，讓學生參與科學探究和主動學

習；此外，這些活動對輕度學習困難的學生有幫助，特別是當活動結構健全時。對於學生而

言，動手做活動對「簡單」或「困難」類別分辨更為有效，當適合的教材被開發出來時，且

他們「對語言和識字能力和語言記憶的要求越來越少」(Scruggs et al.,1998)。在所有情況下，

動手做活動比閱讀更能滿足學生，因為學生認為活動更加有趣。 

    科學活動課程的設計須有理論指引，本研究科學教學模組以採探究式教學為主，結合動

手做科學活動（採科學遊戲型態）為課程進行之形式。科學動手做應如何融入教學，使其具

有教育意義，應結合教學理論以獲得理論的指引。許良榮（2009）指出，科學遊戲融入教學

需要經過教學者的過濾與組織，避免只是單純的引起學生興趣，而缺乏學習的內涵，必須把

握的重要原則之一是讓學生有「動腦筋」機會，也就是必須掌握讓學生主動探究或解決問題

的原則。故探究式科學教學顯得相當重要，為呼應探究式科學教學活動，本書應用「學習環」

理論做為活動模組發展設計原則。在眾多教學理論中，「學習環」教學模式重視以『以學生為

中心』、『以活動為中心』的精神（Karplus, 1977），筆者認為最適合做為本次科學動手做科學

課程設計之理論。故本書科學活動設計以學習環理論為基礎，使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能夠學

習受益。過去也有相關研究採用學習環理論的觀點，來進行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學

(Browder & Spooner, 2011；Courtade, Browder, Spooner & DiBae, 2010)。 

「學習環」模式有探究、概念介紹及概念應用等三個階段，並沒有特定的起點、終點或

方向，端看使用者之需求運用（Karplus, 1977）。1.探究(Exploration)階段：是透過實驗的操作

或現象的觀察，提供學生直接的經驗，並讓學生以自己的步調及概念來解釋或預測。教師一

方面要讓學生盡量發表自己的想法，激發學生疑惑，產生認知衝突；另一方面還要觀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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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學生的程度及瞭解學生還有哪些迷思概念，作為後續階段引導、提問或活動設計的基礎。

此階段活動是讓學生與教材及彼此之間交互作用呈現異常現象，製造認知衝突，以能引起學

生的疑惑與驚訝，激發其探索之意願，讓學生透過假設-驗證……各種方法，找出活動中的重

要變項與規律性。2.概念介紹(Concept Introduction)階段：要說明引起所謂異常現象的科學原

理與概念，教師進行適當、必要的補充、教學，完整介紹相關科學知識與技能，適時的引入

新的方法、新的觀點、或新概念，讓學生能以更合理的方式來解釋他們先前觀察到的現象。

3.概念應用(Concept Application)階段：是科學概念的延伸與應用，設計或連結新的情境，以

強化學習的科學概念。教師提出複雜、趣味、具創造性的挑戰活動，可觀察學生的學習遷移

是創意發展、問題解決之能力之實踐階段。如果能完成此步驟，將有助於使學習到的科學概

念更為穩固（Hewson & Hewson，1992）。在此階段，教師要給予廣泛性的支持，要能引領學

生將發展出來的新概念應用於新情境，解答相關的問題，強化所學得的概念。 

二、科學探究的類型 

    關於科學探究的類型，學者有不同主張，Padilla(1991)認為科學實驗活動可區分成兩種方

式：食譜式活動與開放式活動，前者普遍存在目前國中小學校活動中，即學生按照教師指定

（提供）的問題、方法、器材與步驟去觀察、驗證特定的科學現象或原理，從中理解科學原

理或熟悉科學過程技能。後者則是教師僅佈置適當學習情境引導學習者自行發現問題、設計

實驗，完成問題解決的過程，此種方式經常沒有固定待解決的問題、方法或答案，在問題解

決過程中，需要學習者統整自己過去習得知識與能力，並運用個人邏輯思考與創造能力，這

樣的活動比較接近真正科學家進行的研究實況。 

    另一種分類是以學生在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三方面的自主性進行分類，

Colbum(2000)定義以探究為基礎的教學，將科學探究活動分為四類：1.食譜式探究：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及研究所需的材料均由教師提供並告知，並且將預定研究結果讓學生知道。2.結構

式探究：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及研究所需的材料均由教師提供並告知，但並不告知預定的研

究結果。3.引導式探究：研究問題及研究所需的器材均由教師提供，學生必須發展自己的研

究方法來解決研究問題。4.開放式探究：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均由學生自己設計，且研究結

果事先並未知道。 

    由於輕度障礙學生的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可採用結構式、引導式及開放式科學探究教學

活動。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認知功能偏低，採取引導式及開放式科學探究教學活動，恐對

學生的科學學習產生困難，故採用食譜式及結構式探究教學活動，較有利中重度智能障礙學

生進行科學探究。故本書內容所提供教材將以探究式教學為主，考量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

給予提供不同的探究式教學方法。 

 
參、科學探究教學在特殊教育學生的應用 

    過去有文獻闡述科學探究教學方法已運用在特殊教育學生，整理相關文獻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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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四階段探究式科學教學之工作分析策略 

    Courtade、Browder、Spooner 與 DiBae(2010)採四階段探究式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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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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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採取四階段十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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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四階段探究式科學教學步驟及標準 

階段一：參與（Engagement） 

1. 向學生展示與正在教授之科學技能相關的圖片或資料 

正確的回應：向學生展示一張照片、圖片符

號或與科學技能相關的物體。 

錯誤的回應：討論正在教授的技能但 

沒有展示相關視覺傳達物件。 

2. 要求學生告訴你圖片/材料是什麼 

正確的回應：要求學生告訴你，他/她認為

的圖片/材料是什麼；如果學生不能以口頭

回答，則給予學生選擇符號供學生使用來表

達意見；透過提問來引導學生。 

錯誤的回應：直接告訴學生圖片/材料是什

麼；不提供無法口頭回應的學生選擇表達

意見的機會；告訴學生他/她的見解是錯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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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回應：學生告訴你，他/她認為的圖

片/材料是做什麼的；如果學生不能口頭回

答，可以選擇一些符號供學生用來表達意

見；透過提問來引導學生。 

錯誤的回應：直接告訴學生圖片/材料的功

能；不提供無法口頭回應的學生選擇表達

意見的機會；告訴學生他/她的見解是錯誤

的。 

4. 詢問學生關於圖片/材料他們想要了解什麼 

正確的回應：學生告訴你，關於圖片/材料

的內容他/她想知道什麼；如果有必要，提

供圖片選擇以引發學生回應，並引導學生提

問。 

錯誤的回應：直接回應學生；在學生需要

時，不提供選擇圖片的機會，不重視學生

的答案。 

階段二：調查和敘述關聯性（Investigate and Describe Relationships） 

5. 詢問學生如何收集有關這個物體的資訊 

正確的回應：要求學生告訴你，他/她將如

何更加地了解圖片/材料；如果有必要，提

供圖片選擇以引發學生回應，並引導學生提

問。 

錯誤的回應：直接回應學生；在學生需要

時，不提供選擇圖片的機會，不重視學生

的答案。 

6. 要求學生告訴你什麼地方是相同的（型態/模式） 

正確的回應：藉由指出觀察到的特徵，引導

學生觀察物體的型態及模式；如果有必要，

錯誤的回應：馬上指出型態及模式；不引

導學生；不讓學生有選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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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型態及模式讓學生做選擇。 

7. 要求學生告訴你什麼是地方不同的（型態/模式） 

正確的回應：藉由指出觀察到的特徵，引導

學生觀察物體的型態及模式；如果有必要，

提供型態及模式讓學生做選擇。 

錯誤的回應：馬上指出型態及模式；不引

導學生；不讓學生有選擇的機會。 

階段三：建構解釋（Construct Explanation） 

8. 解釋相關的公認科學知識 

正確的回應：使用圖片、符號等解釋知識；

相關的知識也可以幫助學生說明他們所觀

察到的現象。 

錯誤的回應：解釋知識不使用任何視覺傳

達物件；解釋的知識與學生觀察到的現象

無關；說明無法與學生觀察到的現象有所

連結。 

9. 引導學生說明（預測） 

正確的回應：以口頭及視覺傳達物件指出特

徵以及相關的事實，來幫助學生產生說明的

內容。 

錯誤的回應：沒有視覺傳達物件；直接告

訴學生要說明的內容。 

10. 對於說明做測驗（如果可能的話） 

正確的回應：指導學生透過實驗來驗證他們

的說明；讓學生可以獨立實行一些實驗步

驟。 

錯誤的回應：不讓學生參與實驗；並不給

學生在實驗過程中做出獨立回應的機會。 

階段四：報告（Report） 

11. 請每位學生輪流報告他/她的發現 

正確的回應：讓學生表達他們發現的東西；

如果學生無法口頭回應，為學生提供做為回

應的選擇。 

錯誤的回應：直接跟學生報告；不提供無

法口頭回應的學生一個回應的方式。 

12. 以字面提問加強學習過的概念 

正確的回應：問所有學生至少有一個關於之

前所學過的概念問題；在必要時提供答案做

為選擇。 

錯誤的回應：不照字面提問；問題不能強

化概念（例如，你玩得開心嗎？）；在必要

時不提供答案選擇。 

 
二、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探究式科學之工作分析策略 

    關於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科學教學，Browder 與 Spooner(2011)提出探究式科學之工作

分析策略，將探究式教學分成 15 個步驟，請見表 2。教師首先介紹課程需要使用的材料，表

格 3 中以毛毛蟲的蛹為例，並提問學生是否知道材料是什麼東西或是鼓勵學生提問，再提問

關於毛毛蟲的蛹有什麼認識，且對於毛毛蟲的蛹還想多瞭解什麼，請學生預測若想知道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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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知識，需要做出什麼行動，再進行實驗，實驗後請學生比較異同之處，接著請學生閱讀概

念說明，並將說明與實驗相互結合，檢視實驗成果，整個探究過程結合 KWHL 圖表（請見圖

2），讓學生思考並表達他們的想法，讓教師完成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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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der 與 Spooner(2011)提出探究式科學之工作分析策略，與 Courtade、Browder、Spooner

與 DiBae(2010)提四階段探究式科學教學之工作分析策略有相通之處，例如：Browder 與

Spooner(2011)的探究式之 1~6 教學步驟與第一階段（參與）相似，步驟 8、9、11 步驟則與第

二階段（探討和敘述關聯）相近，步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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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科學的工

作分析策略， 

 
表 2   探究式科學之工作分析 

老師 學生 

1. 介紹使用的材料(例如毛毛蟲的

蛹)。 

看/摸材料。 

2. 對學生提問「這是什麼?」或鼓勵

學生提問題。 

辨識材料或問「這是什麼?」(可能會用 voice output 

AAC 輔具來提問) 。 

3. 詢問學生「對於這些材料瞭解多

少?」。 

描述物體。如果無法回答，老師可以提供一些的選

項讓他們選擇(例如一些圖片像是「在棍子上」[正

確解答]、「在水裡」、「發出聲音」、「有怪味道」) 

4. 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K(知道)欄。 口頭回答、文字列點敘述(text points)或使用 AAC。 

5. 對學生提問「對於材料想要瞭解什

麼?」。 

提出有關材料的問題。如果無法回應，老師可以提

供問題範例(像是「我們吃它嗎?」、「你可以從哪裡

得到?」、「裡面是什麼?」)。如果學生沒有提問，

老師再增加「裡面是什麼?」這個提示。 

6. 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W(「想要

知道」)欄。 

口頭回答、觸摸、魔鬼氈、標記、視線、AAC。 

7. 要求學生預測若依照第五個步

驟，可能會做出的行動。 

做出預測。如果學生不想推測會發生什麼事，老師

可以提出幾個推測範例讓學生選擇。 

8. 對學生提問學生「我們該如何發

現?」。 

提議做出某樣行動。如果學生不知道要做什麼，老

師可以提供選項(例如，「去摸看看」、「把它放在光

線下」、「看裡面有什麼」、「念出來」)。可能會有

超過一個對的答案，可以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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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H(「如何」)

欄。 

口頭回答、觸摸、魔鬼氈、標記、視線，AAC。 

10. 透過進行實驗指導學生 參與實驗(例如：小心地剝開蛹。且有另一個完整

的蛹做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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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出任何變化。如果學生沒辦法有什麼新發現，老

師可以設定解答(例如，「這個已經打開了。這個有

蝴蝶在裡面。」) 

12. 讓學生完成且閱讀概念說明。 閱讀(指著)概念說明。「一個蛹包含了一隻____」(蝴

蝶)。 

13. 填寫 KWHL 圖表上的 L(「學習」)

欄。 

口頭回答、觸摸、魔鬼氈、標記、視線，AAC。 

14. 讓學生把說明和實驗連結，並檢視

實驗成果。 

重新描述或再次做實驗(例如，示意將蛹打開)。 

15. 詢問學生一個要用概念說明回答

的問題(「蛹裡面有什麼?」)。 

回答有關概念的問題。「蛹裡面包含一隻蝴蝶。」 

 

KWHL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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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KWHL 圖表例子。 

資料來源：Courade 等人(2008) 

 
三、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科學探究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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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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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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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富（2018a）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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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探究教學，階段一為 DOE 教學（類似食譜式科學探究教學），階段二為 POE（類似結構

式探究教學），根據 DOE-POE 的科學探究教學概念，此科學探究教學策略亦適合輕度障礙學

生，本書各科學活動乃以 DOE-POE 的科學探究架構進行編製，以下針對各步驟內容說明如

下:  

一、第一階段：DOE 步驟（示範、觀察、解釋） 

(一)示範(D)：由於特殊教育學生在科學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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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力高的特教學生由學生預測變因，能力低的特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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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結語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需要接受自然科學領域課程，

由於特教學生不同的特質與特殊需求，提供科學探究教學（結合動手做科學活動）的學習機

 
8



 

  會，有其必要性。根據相關文獻發現，經由科學探究教學的實施，有助於特教學生提昇科學

的學習興趣與對相關科學概念的認識，並願意動手解決科學問題。為推廣科學探究教學運用

在特殊教育學生身上，本書主要由筆者帶領高雄市特教教師的教學成果，編輯成書。最後，

期盼本書提供之科學活動課程成果，可對於未來推動特殊教育學生的科學探究教學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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