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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 

ADHD(低年級) 
單元名稱 停不下來的小陀螺(第一節) 

教 學 者 
林麗香(主教) 
黃麗娟(協同) 

■教材編製者 ■普通班導師 □特教老師 
□科任老師 

教學班級 仁武 國小 二 年 ○ 班 班級人數 34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9 月 27 日 第 一 節 教學時間 4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班上有一個個案，但該班導師非常優秀認真，班級經營成功與師生默契極佳。 

個案背景 

1.家庭結構 
家中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及叔叔、嬸嬸等家人，平時父母親未與孩子同住，

管教皆由祖父母來擔任，對於案主，家人只予照顧，對於偏差行為及課業都無法給

予案主協助或指導。 

2.學校生活 
在班上，個案的人緣不佳，經常被同學告狀，與同學互動較少。老師不在教室的時

候，案主常常我行我素，不聽規勸，常是班上吵鬧的根源。在學習上，因為屬於低

成就，如果沒有同學幫忙，案主常常無所適從。案主平時常常無所事事，上課不專

心，喜歡大聲發表自己的言論，不顧及老師的感受。做事、寫字時容易受別人影響，

而無法專心。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借用場地與確認電腦設備可以正常運作，借用本校視聽教室。 

2.與年段老師商借時間、說明動機與預期成效。 

3.備課、熟悉教材與電腦設備使用。 

4.事先請學生帶陀螺。 

5.準備小獎品。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電腦設備須先架設、測試。 

2.上課地點在視聽教室，離教室有點距離，上課前先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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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學生對上課內容感興趣，上課投入，踴躍發表。 

2.體驗活動學生熱情參與。 

3.級任老師在現場觀摩、課程設計人員在現場協同教學活動。 

4.上課過程中孩子發言踴躍，但有時會針對個案，此時教師需告知孩子不要有此行為。

5.活動時間掌控得宜，與教案一致，秩序恢復佳，整體流暢。 

6.有獎爭答時，同學能說出正確的答案。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可愛的地方」學生認知以外表來看 

2.因應設備需求，使用視聽教室，注意活動時的安全 

學生回饋(學習單回饋、課後反應……) 

1.個案抽離與否，因個案而定 

2.個案很有興趣，也很愛發表 

3.同儕能同理個案進而接納個案 

4.孩子認為這些特徵他都有，懷疑自己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特教老師：「特徵」要在修成小朋友的語言，更清楚的界定或舉例說明 

試教心得 

1.很感謝上課前該班導師很樂意我們去上課，上課過程中看到孩子給我回饋很多，包

括個案也喜歡上，孩子能夠在很愉快的氣氛中熟悉課程內容，也能接納別人的不同，

也想幫助同學，當上到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的行為特徵時，我擔心個案會受影響，

也擔心同學會提到個案，還好個案在上課中竟然表現很好，也踴躍發表告訴我他要

教該同學功課。所以個案並不知課程是在說他。 

2.體驗活動是讓同學感覺停不下來的難過，但同學們卻玩得很愉快，有些同學能體會

到不舒服，這一點時間上的控制須要再斟酌。 

3.當問到班上同學有什麼不同時，同學回答的卻是外表的不同，而不是班上同學優勢

的不同，所以老師應該再說明白些且舉例說明。 

省思 

1.在試教時因為電腦連線出了問題，讓我們緊張了一下，還好經過主任協助，及時處

理好，所以借用器材設備事應先測試。 

2.事先將教案的紙本、電子檔，給願意試教的普通班老師，與備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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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案在場注意細節： 
因當初在教材設計編製過程時，設計與教學者的孩子提出自己也有這些特徵做為插

曲；在試教時，也出現同儕直接指出個案就是這樣的情形，有適時提醒同學不可以

這樣，因為課程設計緊湊結構化，很快就帶過去，後來經過討論以：「a.一般人也會

出現這些行為，但是要以出現頻率、持續等指標性的行為做依據 b.注意力缺陷過動

症兒童 ADHD 是醫療專業的名詞，必須經過醫生診斷才能確定。所以，小朋友不可

以隨便說別人」。 

4.教學者必須熟悉電腦器材的使用，例如：會操作 power point 技巧。 

5.教學者若因故不方便使用電腦設備，也可以用大列表機列印出大海報，或者參考教

學設計自製教具。 

6.課程設計是個概括，教師可根據個案的情況去修改，例個案的優勢能力，或同儕幫

助的方式。當時就告訴孩子，只是在做研究，在試教時，也出現同儕直接指出個案

就是這樣的情形，有適時提醒同學不可以這樣，因為課程設計緊湊結構化，很快就

帶過去，後來經過討論以「一般人也會出現這些行為，要看出現頻率、持續等指標

性，就醫經過醫生診斷才算。」 

6.學習單方面：a.已將所有問題囊括，可依班級狀況修正，讓學生發揮。 
b.若一年級使用，可轉化成加注音的版本。 
c.應依個案狀況，請小朋友想出可幫助該班個案的方法。 
d.開放題「我想幫他」可以寫出一句話，再畫出來。 

7.普通班老師願意撥出時間給設計者上這樣的課程，但自己上的意願不高。 

8.普通班老師也有人認為在暑假期間教學計畫中應先設計好，預先編入彈性課程。 

9.實施最佳的時機，以新接任班級時最有效果，因試教的班級，導師已用心經營一年

多，但是老師的回應是「還是有幫助」 

10.同儕接納課程原以時間考量，所以只設計兩節，對於特殊的孩子，平時教學進行融

入課程與持續的關心才是最重要的。 

11.上完同儕接納課程後，於平時中老師可以再延續此課程隨時提醒同學，會比較有影

響力。 

12.上課前老師可以請小朋友帶陀螺來，展示陀螺可引起動機，亦可隨教學者需求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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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 

ADHD(低年級) 
單元名稱 一、二、三 陀螺停(第二節)

教 學 者 黃淑貞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仁武 國小 二 年 ○ 班 班級人數 34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6 日 第 二 節 教學時間 4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家庭結構 
家中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及叔叔、嬸嬸等家人，平時父母親未與孩子同住，

管教皆由祖父母來擔任，對於案主，家人只予照顧，對於偏差行為及課業都無法給

予案主協助或指導。 

2.學校生活 
在班上，個案的人緣不佳，經常被同學告狀，與同學互動較少。老師不在教室的時

候，案主常常我行我素，不聽規勸，常是班上吵鬧的根源。在學習上，因為屬於低

成就，如果沒有同學幫忙，案主常常無所適從。案主平時常常無所事事，上課不專

心，喜歡大聲發表自己的言論，不顧及老師的感受。做事、寫字時容易受別人影響，

而無法專心。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與導師詳談個案的狀況，以了解個案本身的問題。 

2.場地先打點完畢，電腦投影部分預作準備，並測試是否正常。 

3.與導師敲定上課時間，並告知須注意的事項。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電腦設備須先架設、測試。 

2.上課地點在視聽教室，離教室有點距離，上課前先抵達。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時間掌控：事前準備充分，教學過程流暢順利。 

2.學生反應：學生在上課之前，完全不知課程的內容，所以對於課程充滿好奇心，上

課時精神也比較專注。 

3.硬體設備：課前已經先將設備就定位，如果操作正常，上課就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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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暢性：上課之前講師，已經將課程內容準備詳細，因此教學中非常流暢，沒有冷

場。 

5.參與人員非常安靜的觀察班級上課的狀況，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職，配合得非常

完美無瑕。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因個案在場，教學中應該避免讓孩子知道課程內容針對的對象，更不要輕易讓孩子

知道對象是誰，以免傷及個案的自尊心。 

2.上課對象是低年級的孩子，在敘述問題時，應能將我們設問的問題做適當的描述，

以免讓孩子誤解，而答非所問。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低年級的孩子對於開放性的問題較無法做充分的說明，又因為學習單上所設定的答

案豐富，因此孩子在作答時，可能找不到適當的答案可寫。而畫圖的部分，若未加

上註解，批閱的老師就無法正確得到孩子的反應。 

2.學生上完課後，了解班上可能有類似個案的孩子，也更能有同理心去包容個案。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導師：對於這樣的課程有助於讓孩子了解個案的行為是較不受控制的，在班上上課時

也能有同理心去關懷並包容個案，孩子也知道這類孩子在班上可能造成的影

響，而互相提醒對方注意，這樣不但能夠讓上課的秩序更上軌道，也能增進班

上孩子的情誼，對於老師教學上，也較有幫助。 

試教心得 

1.班上孩子在上過課之後，應該多少會反省自己是否也像這個停不下來的陀螺，其實

個案的症狀都可能出現在低年級孩子的身上，只是症狀輕重或多寡的問題。 
2.班上孩子對於此類的課程似乎有較高的注意力，所以上課秩序井然，連個案本身都

能靜下心來注意聆聽，可見課程內容是吸引孩子的。 
3.教導低年級的孩子，老師對於文字的敘述可能需要轉換成孩子了解的意思來發問，

才能得到我們想要引導的答案。 

省思 

1.這一類的課程應該安排在剛新編班的班級實施才能見到較大的成效，雖然編寫的課

程淺顯易懂，但是實施的時間與實施的對象都要在最適當的時間點去做，才能得到

最大的效益，以免孩子在上課之初就已知道個案是誰了。 
2.實施課程之前要得到老師的認同，才能夠將課程推展順利，若老師意願不高，就算

課程在精采，也無濟於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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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 納 對 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的兒童 
單元名稱 我不是故意的(第一節) 

教 學 者 楊琇博 ■教材編製者 ■普通班導師 □輔導課老師□特教老師 

教 學 班 級 仁武 國小 四 年 ○ 班 班級人數 37 人 

教 學 日 期 95 年 10 月 27 日 第 一 節 教學時間 3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本班有一個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兒童，此個案在班上的人緣不佳，導師需經常處理

此個案和同學之間的糾紛。 

2.此堂課個案是在場的。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借用場地要特別注意是否可使用單槍。 

2.此次教學場地是借用本校圖書室。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儘量說服導師在場，可讓秩序更好控制，同時導師也能透過此堂課有更進一步的學

習。 

2.上課前要蒐集班級風氣，導師領導風格。 

3.瞭解班級的獎勵制度。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導師在場，但在一旁改作業，沒有參與。 

2.教學過程中，儘量不要使用「過動兒」這個名詞，這個名詞容易讓學生誤解，或有

貼標籤的感覺。 

3.介紹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時，有學生提到我也是，可用「就算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也

是有很多優點」來引導。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記得剛開始上課就讓學生試著解釋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如此可加深孩子對此症狀名

稱的印象。 

2.對學生要特別強調其實每個人都有其特殊行為，當自己有特殊行為出現時，通常會

希望其他人也能接納，所以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人，也很希望別人能接納自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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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自己。 

3.要強化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不會傳染，班上同儕才會有較高意願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的兒童做朋友。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從學習單可知全班在前四題中幾乎都答對，可見學習效果良好。 

2.學習單的第五題，請學生回答：「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的看法是否不同？」，全

班有 19 位同學回答經過此次的教學之後，他們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的看法有不

同。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班級導師不願意為自己班上上此課程，其原因是考慮到研究倫理，認為這麼專業的

課程須由較專業的人來上。 

2.班級導師看過教學設計後，陳述對自己認識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有幫助，但自己不會

刻意撥兩堂課來上，會採隨機融入的方式來上。 

3.班級導師認為課程裡有關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病因中提到「大腦某個區域有問題」

部分，若能有相關圖片來輔助教學，或許有助於孩子的理解。 

試教心得 

1.教學過程中，教學者發現有很多孩子誤以為自己也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因此教學

者在教學過程中，要特別強調，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症狀一般人也會出現，但頻率

不會太高，持續的時間也沒有像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者那麼長，如此才不會失掉編此

課程的原意。 

2.如果教學檔案不夠口語化，或認為專有名詞對學生太難，教學者可自行修正。 

3.若欲讓導師自己來上此課程，可藉由對導師說明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症狀」、「優

勢」、「個別差異」、「病因」和「同理」這五個元素，讓導師清楚了解，增進導師對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認知，如此可提升說服導師自己上此課程的意願。 

4.強調個別差異和不具傳染性最能提升同儕的接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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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中年級 
單元名稱 我不是故意的(第一節) 

教 學 者 劉瓔寬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仁武 國小 四 年 ○ 班 班級人數 35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27 日 第 一 節 教學時間 3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本班有一個疑似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兒童，此個案在班上的人緣不佳，導師需經常

處理此個案和同學之間的糾紛。 

2.此堂課個案是在場的。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借用場地要特別注意是否可使用單槍。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熟悉 power point 內容，並思考若文字過於艱深，該如何以較白話的陳述讓學生了解。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因所使用的器材學生較少接觸，多少會引發他們的好奇心，教學前先交代注意事項，

以免學生注意力失焦。 

2.教學設計中的兩名知名人士，四年級學生較為陌生，需花多一點時間來介紹他們偉

大的成就及功蹟。 

3.當進行到「哆啦 A 夢人物哪一個最像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兒童」時，可回到「主要

特徵行為」的頁面，以幫助學生思考。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過程中一再提到「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一詞，甚至要求學生唸出來，以加強學生印

象。 

2.要強調此症狀並非傳染病或人格不正常，只是與一般人作法不同，仍是正常的一個

人，以避免學生排斥。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上完此課程後，許多學生會向老師詢問「我是不是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反而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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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問「某某同學是不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2.講到「多啦 A 夢」時，最能引起全班注意，也最能達到效果。 

3.課程上完後，透過全班同學的回饋，全班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的接納度提升。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導師親自參與教學，對該症狀有更深一層了解。在處理此症狀學生與其他同學發生

衝突的問題時，導師與同學們較能以理性的觀點來解決。 

試教心得 

1.教學檔案不夠口語化，專有名詞的解釋要靠老師更生活化的方式陳述，學生方能理

解。 

2.導師因非專業輔導人員，因此擔心，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否會使學生接受，而不致達

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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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中年級 
單元名稱 助人小天使(第二節) 

教 學 者 盧靜妙 ■教材編制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仁武 國小 四 年 ○ 班 班級人數 37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27 日 第 二 節 教學時間 4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班上有一位 ADHD 的個案，人際關係不佳。 

2.班導師是一位男老師，原本我們將教案拿給老師看，並說明編此教案的目的及內容，

希望班導師自己上上看，但是班導師看完教案後給我們的回饋是，內容太專業，自

覺背景知識不足，上課的效果會打折扣，因此一直沒有動作，最後決定還是由教材

編制者自行試教。 

3.班上有幾位學生較好動，其他學生在學習的專心度及互動性方面尚佳。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在上課前要先將所需設備包括筆記型電腦單槍螢幕以及帶活動所需要的工具準備妥

當。 

2.活動過程需要分組也一併先分好才不會延誤時間。 

3.場地借用圖書室，因為空間寬敞，方便活動進行。 

4.準備增強物。 

5.事先和老師敲定時間不要造成老師的困擾。 

6.上課前需先了解個案依個案的特質來決定是否抽離個案(例如：個案比較敏感型的可

能就需要抽離)。 

7.了解教師班級經營風格以利教學期間突發事件的因應處理。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一切所需要的軟硬體設備及教材、工具等皆要事先準備及測試過。 

2.場地的選擇很重要，必須寬敞，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及方便設備器材的使用。 

3.教學前先將教材用心看過，再依自己所處的生態環境增刪課程。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使用增強、

其他……) 



實施篇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國小中年級 
323

1.教學過程個案在場，老師在一旁改作業。 

2.流暢性佳，但時間太過緊迫，因第一個活動花費較多的時間。 

3.學生反應佳，尤其是在玩遊戲時，就連個案都很投入。 

4.可以使用增強物來增加學生的興趣與參與度。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在設計課程中沒有考慮到班級人數的多寡會影響到玩遊戲的時間，以致於課程時間

太緊迫，因此，若班級人數在 20 人以內則可以使用此教案來上課，若人數超過 20
人則可將此教案裁成兩節課來上。 

2.教學過程中要隨時注意學生的反應，不要將焦點放在個案身上，即使同儕將箭靶指

向個案，老師也要運用輕鬆、同理的語氣帶過。 

3.可以使用增強物來增加學生的興趣，但不要過度使用，否則會模糊原來設計此課程

的目的。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課後訪談學生，綜合學生反應認為上完這一堂課可以學習到： 

1.不要嘲笑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同學而是要關懷和幫助他們。 

2.知道幫助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同學的方法。 

3.活動很好玩。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班導師的回饋： 

1.第一個活動的重點原是在於體驗，但是因為是採競賽的方式，學生的重點變成是在

玩，而失去體驗的意義，例如：協助的同學應該去攙扶轉圈的同學，但是為了求快，

有很多時候反而是轉圈的同學去拉協助的同學一起跑。因此建議將此活動改為純體

驗活動，不使用競賽的方式，或是設計更適合的活動取代之。 

2.若讓普通班老師來上也是可以，只是內容還是蠻專業的。 

3.就我個人在聽過這一堂課後，會在課堂上將這些觀念再一次的提醒學生，整體而言，

這個課程是有幫助的。 

4.此課程適合在班上有個案，並在相處一學期或一學年後，對個案有了一些了解，知

道個案在班上會造成的困擾之處，再實施此課程會比較恰當。 

試教心得 

1.第一個活動是動態的正如老師的回饋，試教者為了增加學生的參與興趣，於是採用

分組競賽的方式進行，整個活動過程顯得有些混亂，所以若改用體驗的方式，不要

強調速度，或許孩子們更能從此活動中得到較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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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班級人數達 37 人，因此第一個活動的時間再加上活動結束後體驗分享的時間就

佔去大半的時間，試教過程中覺得若要全部的課程都上完會很緊迫，因此建議欲使

用此課程者，教學前先了解班級人數多寡，20 人以內可在一堂課上完整個課程，人

數若超過 30 人以上，則可以將整個課程拆成兩節課，如此時間較從容，而成效也較

佳。 

3.從學生上課投入的表情中，試教者得到直接而正向的回饋，課程進行採緊湊及活潑

的方式，可增進學生的專注力。 

4.國小中年級的孩子是天真、可愛沒有心機的，正如尚在成長的幼苗一般，隨時給予

陽光、水和養分，則必可慢慢茁壯，相信此次設計的同儕接納課程，就如同陽光、

水和養分一般，慢慢在孩子的心中植入愛與關懷的種子，讓他們「重新」與「從心」

去看待並接納這些不一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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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高年級 
單元名稱 看見希望－接納 ADHD(第一節)

教 學 者 吳庭耀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日新 國小 五 年 ○ 班 班級人數 29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25 日 第 三 節 教學時間 4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有無個案：有，該班有一名 ADHD 學生，目前仍持續服藥。 

2.班級型態：該班為普通班，共有 29 名學生。其中有五位學生與個案為三、四年級的

同班同學。 

3.學習態度：該班上課狀況活潑，參與度高，喜歡發表，但部分學生有脫序行為、好

動，會頂撞師長。 

4.導師背景：導師為新任教師，今年第一年帶班，教學風格活潑生動，並且對於特殊

學生富有耐心，不排斥身心障礙學生，此外，該導師會主動與資源班聯絡，讓資源

班瞭解該生在普通班內的學習狀況。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設備：單槍投影機、電腦 

＊場地：本校二樓會議室(可容納約 100 人) 

＊聯繫人員： 

1.聯繫班級導師：與導師協調入班宣導時間，教師表示星期三第三節為導師課，可

讓資源班教師進行入班宣導活動。 

2.聯繫班級同學：提早告知同學星期三第三節將到會議室進行同儕接納課程，因第

四節為自然課，所以請學生也一併帶著自然課本、文具用品到會議室上課。 

＊瞭解個案於班級內的狀況：導師表示個案在班上很少說話，而且也少有攻擊行為，

雖然動作比較慢、也有理解指令上的問題，但大多時間都能配合班級團體進行活

動。在同儕互動部分，該生在班上很少和同學往來，也很少開口與同學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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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事前借用設備，並且需要先架設設備和測試。 

2.考量電子設備所在場地是否能達到適當的效果？因在該班教室中有西曬和光線遮蔽

問題，投射出來的影像很不清晰，所以考慮改變到會議室中進行同儕接納課程。 

3.請同學提早出發，節省時間。因從五年級教室到會議室有一段距離，所以請老師注

意時間，提早請同學整隊出發，以防延誤上課時間。 

4.事先與導師討論班級中的狀況。因該班有些問題行為同學，所以教師擔心這些學生

在同儕接納課上會有違規行為，資源班教師則給予支持和鼓勵，請普通班老師放心。

5.修改教學檔案內容。將檔案的用語和內容盡量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如：忘記帶跳

繩，改為忘記帶國語課本。因為國小部分使用童軍繩的機會較少。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在參與人員部分：本堂課雖由吾人為主教者，但班級導師主動作為協同者，協同者

的任務主要為：管理班級同學的秩序和上課專心度，協助設備的架設和設備問題解

決。上課過程中，班級導師多在教室後方觀察學生的上課表現，若學生有不專注的

行為(如：趴在桌上、和隔壁同學聊天…等行為)，導師會主動到該生旁給予口頭提醒。

2.在設備部分：因本次在單槍和筆記型電腦架設上有問題，所以造成設備花費了 10 分

鐘解決。所幸有協同者(導師)幫忙，吾人可以先進行口頭上的提問和說明，等待設備

處理完善後，再使用電子設備。 

3.在教材呈現部分：教學過程中，學生對於『多拉 A 夢』這個卡通人物有很高的興趣，

所以透過多拉 A 夢與大雄的故事，能夠吸引學生的專注力。 

4.在時間掌握部分：因為先前延誤了部分時間架設單槍，故整個教學延遲到下課鐘響

後 4 分鐘才結束。當學生聽到下課鐘響，便開始顯得較心不在焉，吾人透過問答與

提供獎勵卡的獎勵制度，尚能夠讓學生的專注力持續在課堂中。 

5.在學生反應部分： 

(1)對於 ADHD 的名詞，該班學生僅有 1 人聽過，但改變為「過動兒」這個名詞時，

則有 16 人表示聽過這個稱呼。故其後吾人將 ADHD 與過動兒連結，並以過動兒

作為主要的稱呼。 

(2)此節課的教學重點放在特徵病因、個別差異、優勢能力及自助他助(介入)。該班

學生對於『個別差異』的感受力並不強，甚至一開始認為ADHD的學生和一般人

是很不一樣的。吾人在於此重點中，透過舉例說明『個別差異』(如：每個人的膚

色、每個人的喜好…等都不同)挑戰學生原有的觀念，並且會在課程結束前強調此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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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教學過程中，吾人會與學生有較多的互動，請學生針對吾人的問題發表。發表

前，必須先告知發表的原則(如：先舉手，口中不能喊：「我我我！」，安靜等候老

師點名) 

(4)學生對於 ADHD 學生的『自助』部分會提出質疑，例如：有學生反應：「我不認

為他們有自己努力，我覺得 ADHD 的小朋友都在等我們幫忙」。吾人立刻請同學

回想 ADHD 除了家長的努力，以及服用藥物外，還有哪些努力？ 

(5)在活動中，有學生看到隔壁鄰座同學不斷說話，突然說出一句：「你那麼愛講話，

你是過動兒。」吾人立刻針對這句話提出修正，從：ADHD 的鑑定基準(嚴重性、

跨情境、持續時間、功能受損…等)以及醫療診斷角度切入，告知「過動兒」的名

詞並不應該隨意被拿來使用。並要求學生「認識過動兒，並非把過動兒三個字常

常掛在嘴邊」。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在教學中，該班學生會刻意挑戰老師的權威。例如：有位女同學很喜歡舉手發表，

但是發表內容經常刻意和老師唱反調，吾人的解決方式如下： 

(1)請同學回答前，教師先解說回答內容勿隨便或具攻擊性，並鼓勵學生：「各位聰明

的小朋友，你認為呢？」事後可由其他同學來回應該名同學的意見是否適當。 

(2)教師對於問題的設計必須多留意，例如：使用「你認為呢？」取代「你覺得好不

好？」 

(3)鼓勵具有意義的答案，削減唱反調行為的頻率。 

2.教學過程中，需要留意比較害羞沒有發表的同學。教師可適時請這些學生回答，其

實他們也有很多的好答案。 

3.教學時，吾人發現個案略顯緊張和焦慮，尤其當學生提出自己所瞭解的 ADHD 特徵

或以個案為例做回答時，個案明顯有高度的焦慮反應，此時老師採取轉移注意力的

方法，不要讓同學將焦點專注在個案身上。 

4.掌握學生的發表秩序和順序。可事先告知發表應該注意的事項，如：發表內容不得

攻擊別人，舉手後請安靜等待…等。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根據學生的問卷回饋中發現，29 回收的份學習單中，經過這一次的課程後，共有 21
位學生勾選能夠明瞭「ADHD 的成因」、「ADHD 的特徵」、「能接納 ADHD 學生」等

五項問題。 

2.在學生回饋中，有一位學生寫出了很負向的回饋，如：如何與 ADHD 的同學相處？

該生回答：不要理他、不要借他東西、叫他不要煩我、不要和他交朋友。對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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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的學生，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3.課後的反應： 
學生表示這種課上起來很輕鬆，很有趣，希望老師能繼續上。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導師的回饋： 

1.導師表示透過這樣的課程，讓導師自己也更瞭解如何幫助 ADHD 的學生。尤其在「優

勢」部分，會讓導師比較注重學生的優勢能力，以及個案在班上所付出的貢獻。(例
如：個案會協助打掃教室、個案會幫忙抬餐桶…等) 

2.導師表示個案在班上不太說話，也不知道個案為何不說話，總是比手劃腳。吾人請

老師協助觀察，經過這堂課後，學生與個案的相處是否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3.導師表示這種課程很有意義，但是在成功案例部分，可能沒有圖片會減少學生閱讀

的興趣，如果可以找到相關的圖片或者影像，更能吸引學生。 

個案的回饋： 

1.個案表示目前比較喜歡這一班的同學，但是不說話的原因是「班上有以前三、四年

級的同班同學」。 

2.教學後一週，個案表示同學算是友善，不會欺侮他，或者嘲笑他。 

試教心得 

1.從這次的上課中，發現同儕接納課程對於普通班老師而言是比較新的概念。在接受

度上，該班導師很願意協助配合，也對於課程內容給予肯定。尤其對於課程中，強

調 ADHD 學生所具優勢或成功案例，能夠讓一般學生對於 ADHD 學生的行為有所

衝擊，讓學生瞭解：原來 ADHD 同學也有這些很棒的表現。 

2.在教學過程中，吾人這次比較忽略個案的感受，雖然事先有告知，個案在整個教學

過程中有顯著的焦慮反應。吾人採取的方式為： 

(1)轉移其他學生的焦點。(例如：用大雄的故事來代替，讓學生不再將注意力擺放在

個案的行為表現或 ADHD 的相關特徵) 

(2)請協同者(導師)坐在個案身旁，減低個案的焦慮狀況，安撫個案的情緒。但是前

提為：個案與導師的關係良好，個案也很喜歡導師。 

3.透過教學過程中，吾人發現學生一開始認為的 ADHD 是「不說話，很少和同學玩，

不專心..」。尤其是「不說話」這個特徵，因為個案在班上的表現便是如此，所以當

提及 ADHD 的學生可能的特徵有「話多」時，直接衝擊學生的認知。吾人便立刻趁

此機會教導個別差異和尊重差異的議題。 

4.上課中，有學生突然拿『過動兒』這個詞來標記隔壁多話的同學。若有這種濫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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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標記的問題，教師可以： 

(1)強調這些標記必須經過詳實的鑑定過程，才能使用。例如：必須判斷該行為的嚴

重性、持續時間長短、是否因這些行為造成功能受損、適應有問題..等 

(2)告知『ADHD』須採醫療診斷，不是相關專業人士(如：醫生、教授…等)不可以

亂用。 

(3)以嚴肅的態度面對這樣的行為，並且告誡學生不可用開玩笑的心態來誤用名詞。

(4)以堅定的口吻表達誤用「過動兒」名詞的行為是不適當的，會傷害到其他同學。

應採取同理心，而非開玩笑的心態。 

5.針對同學對於 ADHD 學生在自助部分，並沒有顯著的行動，讓同學感受不到 ADHD
同學的努力。針對這項的狀況，吾人認為可以： 

(1)請同學想想 ADHD 在班上的重要性與協助。(例如：ADHD 可以控制自己的衝動，

幫忙打掃教室，幫我們抬餐桶) 

(2)請同學想想班上的 ADHD 同學，從以前到現在，是否有哪些不好的行為已經改善

了？強調出 ADHD 學生的成長與努力，還有同學的協助，讓 ADHD 同學有了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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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 納 對 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高年級 
單元名稱

看見希望－ 
如何協助 ADHD(第二節) 

教 學 者 吳庭耀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 學 班 級 日新 國小 五 年 ○ 班 班級人數 29 人 

教 學 日 期 95 年 11 月 9 日 第 二 節 教學時間 4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有無個案：有，該班有一名 ADHD 學生，目前仍持續服藥。 

2.班級型態：該班為普通班，共有 29 名學生。其中有五位學生與個案為三、四年級的

同班同學。該班已經進行第一次的 ADHD 課程。 

3.學習態度：該班上課狀況活潑，參與度高，喜歡發表，但部分學生有脫序行為、好

動，會頂撞師長。 

4.導師背景：導師為新任教師，今年第一年帶班，教學風格活潑生動，並且對於特殊

學生富有耐心，不排斥身心障礙學生，此外，該導師會主動與資源班聯絡，讓資源

班瞭解該生在普通班內的學習狀況。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設備：單槍投影機、電腦 

＊場地：本校二樓會議室(可容納約 100 人) 

＊聯繫人員： 

1.聯繫班級導師：與導師再次協調入班宣導時間，教師表示星期三因為有多元文化

課程的介紹，所以轉移時間為星期四第二節，但因為第三節為該班音樂課，又自

然教室與會議室的距離遙遠，故老師請資源班教師能提早 2 分鐘左右讓學生離開。

2.聯繫班級同學：提早告知同學星期四第二節將到會議室進行同儕接納課程，因第

三節為音樂課，所以請學生也一併帶著音樂課本、直笛到會議室上課。 

3.聯繫於會議室上課的科任老師：因部分科任老師會到會議室上課，為了避免同時

使用教室的狀況，故先前會與校內科任老師聯繫，確定會議室無人使用。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事前借用設備，並且需要先架設設備和測試。 

2.考量電子設備所在場地是否能達到適當的效果？因在該班教室中有西曬和光線遮蔽



實施篇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國小高年級與國中 
331

問題，投射出來的影像很不清晰，所以考慮改變到會議室中進行同儕接納課程。 

3.請同學提早出發，節省時間。因從五年級教室到會議室有一段距離，所以請老師注

意時間，提早請同學整隊出發，以防延誤上課時間。 

4.修改教學檔案內容。將檔案的用語和內容盡量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如：童軍課改

為體育課上課狀況、國文課改為國語課、國文單元中的『木蘭帶父從軍』改為該年

級國語單元標題－小雁媽媽…等。修改活動內容，由團體討論的 show time 活動改變

為個別到台上演練。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在參與人員部分：本堂課雖由吾人為主教者，但班級導師主動作為協同者。協同者

的任務主要為：管理班級同學的秩序和上課專心度，協助設備的架設和設備問題解

決。上課過程中，班級導師多在教室後方觀察學生的上課表現，若學生有不專注的

行為(如：趴在桌上、和隔壁同學聊天…等行為)，導師會主動到該生旁給予口頭提醒。

2.在時間掌握部分：因為導師希望能夠提早 2 分鐘下課，故在課程實施部分，吾人強

調「介入」的演練，對於其他重點，如：優勢能力、病因、特徵等，則利用上課前

五分鐘做個簡單的問答，讓學生重溫之前所學的內容。本次課程時間掌握良好，能

在時間內完成整個教學活動。 

3.在學生反應部分： 

(1)因本次活動著重於介入，讓學生了解如何協助 ADHD 同學，故需請學生進行演

練。在演練中，學生可能是第一次上台，顯得比較害羞和生澀，有時需要老師的

口頭提醒，協助上台的同學將自己的想法或行為表達出來。 

(2)學生對於可以上台演練顯得很興奮，但因時間的關係，無法滿足每個學生的需求，

只能尋找部分學生做演練。但學生演練後，吾人會和台下的同學互動，並針對方

才的行為是否適當做討論。 

4.硬體設備部份： 
本次因事先架設相關設備，所以並無上一節所發生的設備問題。 

5.個案反應部份： 
本次上課中，吾人發現個案的焦慮情況沒有上一節課那麼高，也少有緊張時所出現

摳嘴唇的現象。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在教學過程中，對很多學生而言是第一次的上台演練，所以略顯生澀，給予適當的

鼓勵和讚美，可以提升學生的動機，例如： 

(1)口頭提示，例如：想想看，當你忘記帶書時，你會怎麼做呢？ 

(2)給予鼓勵，不單是老師的口頭鼓勵，也可以請台下的同學鼓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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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學生願意協助的動機予以肯定。(例如：我覺得你的方法很棒，我沒有想過這

個方式，感謝你的分享，也感謝你願意幫助 ADHD 的同學) 

2.教學過程中，給予的增強物必須符合學生有興趣的。(例如：可事先調查學生喜好的

增強物為何？甚至搭配班級中的增強制度。) 

3.隨時提醒學生保持秩序，因為演練的活動讓學生顯得相當興奮，有時候會變成大家

爭著說話，一時之間整個教室會鬧哄哄，無法順利進行。所以進行演練時，可事先

告知演練應注意的事項，以及觀賞同學演練的態度。吾人也會在演練後，詢問台下

的同學：「方才同學怎麼幫助 ADHD 的同學？他說了什麼話？」以此來要求學生專

注觀賞和學習。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對於本堂課，根據學生的回饋單中，整理的資料如下： 

(1)對於這堂課所給的建議 

有 7 位同學認為所給的獎品不夠豐富(有同學指出男生喜歡軍曹周邊商品，女生喜

歡真珠美人魚的商品) 

有 2 位同學認為吾人在演練中，扮演需要被幫助的 ADHD 學生時，演技不夠純熟，

需要多練習。 

有 7 位同學表示希望多上幾次這一類的同儕接納課程。 

有 8 位同學表示透過這樣的課程，認識了 ADHD 同學，也知道如何協助他們。 

有 1 位同學表示上了一堂很有意義的課程。 

有 1 位同學則表示不要再書寫學習單了。 

有 2 位同學表示希望老師能多給發言的機會。 

有 1 位同學表示應該讓 ADHD 的同學發言。 

2.課後的反應： 
大部分同學對於這樣的活動，給予正面的肯定，也表示自己學到的東西很多，更了

解 ADHD 的同學。同學給予 ADHD 同學的鼓勵如下： 
我相信你可以做的更好；加油；你要好好讀書，不要分心；你很棒，希望你上課能

專心；你做的很好了，請你再加油；你很厲害，希望你再繼續加油；你要聽老師和

家人的話，要乖乖喔，不要讓他們擔心，你是很棒的；你要乖乖上課，要按時吃藥，

還要做一個乖小孩…等。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導師的回饋： 

1.導師表示經過上次的課程後，回到課室中發現同學對待個案比較友善，少有爭吵。

2.導師表示目前沒有出現同學濫用過動兒名詞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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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回饋： 

1.個案表示同學對他尚屬友善，沒有欺侮的行為，或者言語攻擊的行為。 

試教心得 

1.從這次的演練活動中，吾人發現同學對於如何協助 ADHD 上，仍是需要老師的示範

和強調重點： 

(1)協助學生如何告知 ADHD 學生表現適當的行為，如：針對 ADHD 學生上課發出

聲音干擾秩序，可以向 ADHD 學生說：「現在在上國語課，請你不要發出聲音，

會干擾到我們上課」。 

(2)協助學生透過一些肢體動作來提醒 ADHD 學生，如：食指放在嘴唇前(表示安靜)、
輕輕拍 ADHD 的肩膀(使其注意)。 

(3)語氣溫和堅定，而非大聲或生氣的語氣。 

2.對於同學的回饋，吾人發現可做為下次課程的參考，例如：增強物的選取、回答機

會是否只提供某些群體、可讓 ADHD 同學也參與討論…等。關於增強物，因考量經

費問題，所以實施同儕接納課程的教師可和普通班老師溝通，了解原班級中的增強

模式，搭配原班級的增強方式進行。 

3.演練情境的設計，最好能夠符合個案在班上的一些狀況，使學生學到這些協助技巧

後，能夠在原班級中應用。故可事先調查 ADHD 個案在原班中常出現的問題，調整

問題陳述的言詞(例如：使用假名－大雄)，一方面降低刻意標記 ADHD 個案行為的

效果，一方面也可以讓最自然情境中會發生的問題，得以進行演練，促使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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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 納 對 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單元名稱 認識「動動」達人(第一節) 

教 學 者 許育菁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 學 班 級 後甲 國中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5 人 

教 學 日 期 95 年 10 月 31 日 第 7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目前班上無 ADHD 個案，非特殊班型(班上有一名學習障礙學生)。 

2.班風活潑好動，學習態度尚可。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借用學校大團體輔導室(已事先架好投影設備，場地環境為木質地板，學生席

地而坐，上課秩序較難維持) 

2.設備：事先準備單槍及投影設備，學習單。請事先熟悉使用步驟，以免影響到上課

流程。 

3.聯繫人員(家長)：班上無 ADHD 個案，無須聯繫家長。 

4.聯繫人員(導師)：敲定並確認上課時間，說明上課目的以及預期效益。決定使用導

師上課時間，導師願意提供一節數學課配合實施；本班已有分組，故不另外分組討

論。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使用場地時，需留意方便投影及適合分組討論。(檢討：大團體輔導室為木質地板，

學生皆席地而坐，容易影響上課情緒) 

2.事先熟悉相關設備及教材。最好在課前確認教材撥放情形，以免影響上課進度。 

3.聯繫時，若班上無個案，可先尋求平日關係良好之導師，表示只需借用一節課時間

做宣導，並完全配合導師時間。 

4.若不是在原班教室上課，要提醒學生攜帶學用品。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教學過程流暢，教學時間掌控尚可，可在一節課內完成教學內容。 

2.由於教授者是第一次與該班接觸，學生覺得很新奇，上課反應佳，也能配合活動設

計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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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事先一定要非常熟悉教材，這樣會有助於教學之流暢性。 

2.事先了解班級班風及學生特質，以利教學過程。 

3.學生分享相關經驗後，教授者可視時間給予適當的回饋。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班上多數學生皆能了解 ADHD 成因及特徵，也能接納及協助 ADHD 學生。 

2.下課後，有學生就問到下次什麼時候可以再來上課。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班級輔導老師對此類課程頗感興趣，曾問及如何進行此類課程，簡要告訴該名老師，

並鼓勵她可以試著教教看。 

試教心得 

開始教書以來，除了實習時教過普通班的第八節，大多以教授資源班小班教學為主。

從這次的「同儕接納」課程的試教裡，得到以下幾點感想： 

1.「秩序管理」部份需要加強：在大班教學中，學生的特質十分多元，愛表現，不守

班級常規等等。所以當一個較少接觸大班教學的資源班老師，面對人數眾多的學生

時，班級秩序的管理就是一門相當大的學問。試想，在未來如有相關的機會，會先

與班上導師了解班級氣氛，及較需關注的學生，且在分組討論時，多注意愛搗蛋學

生的不當行為。 
2.上課環境的選擇：本次試教場地為學校「大團體輔導室」，學生皆席地而坐，在上課

過程中，總會發現學生或坐或臥，上課容易不專心。建議下次教學時，場地宜選擇

有桌椅，如果是採分組座位更好，讓學生更專注，也更提高學習效果。 
3.學生問題的回饋：本次試教過程中，學生曾問到自己也曾出現過 ADHD 的相關特徵，

有些孩子會誤解 ADHD，試教者亦藉此機會釐清一些觀念(一般人也曾發生相關經

驗，但不同的是，ADHD 發生的頻率及程度上有所不同)。透過研習討論裡，建議往

後如遇相關情形，建議可採取以下方式：(1)ADHD 發生的特徵較一般人出現頻率高，

也較嚴重。(2)ADHD 是一個醫學名詞，並告訴學生不要貿然就斷定自己是 ADHD。

此外，學生在分享相關經驗時，試教者會再追問學生當出現相關情形時，會尋求何

種解決方式，透過這個方式，也讓學生學習問題解決。 
4.學生的反應掌握：在教學中，部分學生會一直問「為什麼要上這個？」且要求老師

聊些課外的東西，當時的我，會先跟學生哈拉幾句，但會再提醒學生本次上課的目

的為何(認識動動達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並要求學生專注在課堂上。 
雖然過程尚稱流暢，但仍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也讓我得到許多啟示。建議資源班老

師如有機會可多爭取到普通班支援，會有意外的收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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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單元名稱

認識「動動」達人(第一節) 

看見希望－如何協助「動動」達人(第二節)

教 學 者 蔡嘉雯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後甲 國中 二 年 ○ 班 班級人數 34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31 日 第 1-2 節 教學時間 9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班級活潑，師生互動佳，無 ADHD 個案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單槍、手提電腦(教案電子檔)、大團體輔導室、書面資料(文章分享和題目)及回饋單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教材熟悉，對教學設施操作熟悉。 
2.第二節問題情境的抽籤方式可以視當時教學情況稍加變化一下，以提高教學樂趣！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時間控制欠佳(有稍微延遲)，學生反應樂絡，硬體設備也都算好！ 

＜資源班教師協助拍照和觀察！＞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討論時間及演示時間較不易控制，文章分享之閱讀動機可藉由徵答方式來增強(加分方

法)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多數了解 ADHD 成因、病徵，也能接納及協助(少數 1、2 位難落實生活中而已) 
2.部分學生回饋內容： 

(1)我會盡力的幫助 ADHD 的學生，如果當他有問題時，我會幫他克服！加油！ 
(2)上完這堂課後，我學會了如何協助 ADHD 學生，也能夠試著接納他們。 
(3)我希望世界上的 ADHD 學生可以得到別人的關懷和照顧，也希望他(她)們的病可

以好一點。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多謝主任對單槍設備的支援及資源班教師大力鼎助的提供支援。 
2.資源班老師回饋：嘉雯老師與試教的班級已相處一年多的時間，在教學過程掌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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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當流暢。加上嘉雯老師對班上學生相當了解，在教學中，對於學生個別的反

應亦能非常有技巧的予以糾正及回饋，這是身為特教老師的我所欠缺的能力。但在

這次的試教中，由於教學場地為學校大團體輔導室，學生皆是坐在地板上上課，上

課中，發現有部分學生趴在地板上，一付無精打采的樣子，而影響到學習效果。課

後與嘉雯老師討論結果仍覺得再熟悉的班級，在教學場地選擇亦要相當謹慎，以減

低對教學流程的不良影響。 

試教心得 

1.看見學生透過活動及分組演示而更同理接納 ADHD 學童，感覺挺開心嚕！而且自己

設計的教案實際操作，還是會緊張(事前備課太倉促了！)不過我相信多教幾回，一定

能掌握更好。 
2.本次試教因學校時間分配關係，故採連續上兩節課(認識 ADHD 與如何協助

ADHD)。在第二節上課時，因上一節剛上過認識 ADHD，所以第二節在簡單帶過

ADHD 的成因及特徵後，便直接進入討論「如何協助 ADHD」活動。試教結束後，

讓學生填寫回饋單，學生大多是正面反應，試想在節次的分配亦有所影響。建議下

次如要使用此份教材的教學者，可先孰悉教案及教材內容，配合學校的課程，再決

定兩節課的分配。(1、兩節課分開上：第二節課的預備活動，需再次提醒學生 ADHD
的特徵及再次提醒學生的同理心。2、兩節課連著上：第二節的「再複習」動作，可

以簡單帶過，可以將重點擺在討論及學習協助的技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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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 納 對 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單元名稱 認識「動動」達人(第一節) 

教 學 者 杜家文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 學 班 級 安順 國中 ㄧ 年 ○ 班 班級人數 30 人 

教 學 日 期 95 年 9 月 11 日 第 五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實驗班、資優班等……) 

1.班上有一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 

2.目前班上有幾位同學常因個案上課多話而與個案發生口語衝突。 

3.班級的學習風格很活潑，上課能踴躍發言。 

4.非特殊班級。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借用學校順中館演講廳(因為已架有投影設備、布幕)。 

2.設備：演講廳已有投影設備，電腦自備，事先請設備組長協助架設，並實際操作。

3.聯繫導師：了解個案目前在班上的適應情形，說明上課目的以及預期效益。決定使

用導師上課時間，導師願意提供一節聯課活動課配合實施，並一起參與上課。 

4.聯繫家長：說明教材大致內容、上課目的以及預期效益，了解家長的意見想法，並

徵求家長的同意，也決定以抽離個案方式實施本次課程。 

5.安排抽離的個案：向個案說明今天上課目的，並安排個案到另一位資源班老師的課

堂上課。 

6.事先印製好本節課的學習單。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借用場地時需留意是否方便投影及是否適合分組討論。(本節教學借用的場地，並不

適合分組討論，因本節教案設計，剛好沒有分組討論活動，所以尚能適用，但下一

節課程，因需分組討論，就無法適用，須特別留意) 

2.準備設備需留意是否要再自備相關設備。最好在上課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誤。

3.聯繫導師時，除敲定時間外，可多與導師討論個案目前在班上的適應情形及同儕關

係，以便實施本教材時，更能扣緊個案情形，發揮協助效益。另外也可邀請導師一

同參與上課，以便讓導師更了解個案及上課情形，也有助於上課秩序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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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聯繫家長時，因儘量化解家長的疑慮及擔心，必要時可提供教材內容與家長討論，

最好徵求家長同意後再實施本次課程，以免課後引發不必要的誤會。 

5.提醒學生準時到達上課場地，以免延誤教學時間。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學生提早到達演講廳集合，因此能準時進行課程。 

2.依照 PPT 檔播放進行教學，過程順暢，但約 41 分鐘就進行完教學活動。因此最後 4
分鐘再針對 ADHD 的病因說明，加強說明個案無法良好控制自我的原因。 

3.學生對 ADHD 的特徵說明(韓信點兵活動)，反應非常熱絡，連導師也參與活動，發

表自己的相關經驗。 

4.學生於教學過程中，多能專心聽講並配合參與活動，只有少數幾位同學愛說話，需

提醒改善。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教學過程中，需提醒同學勿以今天學習的課程內容取笑個案(如○○是個 ADHD 的

學生)。 

2.教學過程中，可加強同學同理心的引導，(如○○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而他不被同

學接納，常被欺侮，你的感受如何……)。 

3.教學過程中，加強說明家長對教養個案的努力、辛苦及對班務的協助(如家長協助教

室佈置，出錢出力……等)。 

4.教學過程中，記得提醒同學：老師們、家長對個案的協助及個案本身的努力，並不

會速見成效，所以需要同學們長期耐心的包容協助。 

5.教學中提供學生提問的機會，以確認學生對教學內容的了解。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導師要求同學於上課當天的聯絡簿中，寫出上課心得。班上 29 位同學(除個案外)，有

27 位同學都以正向的回饋，寫出自己的感想，部分回饋如下： 

「今天上完杜老師說明的課後，我才明白，原來班上的○○不是故意亂說話，他

是生病了，我以後不要和他吵架了，要多提醒他：不要亂說話。」 
「原來 ADHD 的孩子，有這麼多特別奇怪的表現，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沒

有辦法像我們能控制好自己。其實班上的○○還蠻可愛的，我以後要多幫助他。」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導師：上課後的幾天，可以觀察到同學與個案的互動情形改善，協助明顯多於衝突。

即使個案偶與同學衝突，只要提醒同學：「杜老師的課不是說明過了？」就能

說服同學，很快排解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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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同學們上完課後，有幾個同學會在下課時請我吃餅乾，我也要帶巧克力請他

們吃。」 
「打掃時，有些女同學會幫我，對我說話也不會那麼兇了。」 

3.家長：個案回家後會告訴家長上述情況，家長覺得個案心情較開朗。很感謝老師們

能這麼用心的協助個案。 

試教心得 

1.由於教學前未細心察覺場地的限制，造成上第二節課需更改上課場地，造成聯繫的

困擾。以本節教學借用的場地(順中館演講廳)來說，並不適合分組討論。幸好本節教

案設計，沒有分組討論活動，所以尚能適用，但進行下一節課程時，因需分組討論，

原來場地就無法適用，所以需再一次聯繫通知導師，造成困擾。 

2.教學配合 PPT 檔，依照電腦畫面進行教學，讓自己在教學過程中，覺得更得心應手，

較不會有重點遺漏的情形發生。 

3.學生對上課能配合媒體教學，覺得新奇有趣，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4.課前相關準備及與導師、家長的聯繫，雖然過程較繁瑣，但卻對教學成效有很大的

影響，不能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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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單元名稱

看見希望－ 
如何協助「動動」達人(第二節) 

教 學 者 杜家文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安順 國中 ㄧ 年 ○ 班 班級人數 30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9 月 18 日 第 五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實驗班、資優班等……) 

1.班上有一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 

2.目前班上有幾位同學常因個案上課多話而與個案發生口語衝突。 

3.班級的學習風格很活潑，上課能踴躍發言。 

4.非特殊班級。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借用學校生物專科教室(因為已架有投影設備、布幕)。 

2.設備：生物專科教室已有投影設備，電腦自備，事先架設好，並實際操作檔案一次。

3.聯繫導師：了解個案目前在班上的適應情形，說明上課目的以及預期效益。決定使

用導師上課時間，導師願意提供一節聯課活動課配合實施，並請導師及實習老師一

起參與上課。 

4.聯繫家長：說明教材大致內容、上課目的以及預期效益，了解家長的意見想法，並

徵求家長的同意，也決定以抽離個案方式實施本次課程。 

5.安排抽離的個案：向個案說明今天上課目的，並安排個案到另一位資源班老師的課

堂上課。 

6.事先印製好本節課的回饋單。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借用場地時需留意是否方便投影及是否適合分組討論。 

2.準備設備需留意是否要再自備相關設備。最好在上課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誤。

3.聯繫導師時，除敲定時間外，可多與導師討論個案目前在班上的適應情形及同儕關

係，以便實施本教材時，更能扣緊個案情形，發揮協助效益。另外也可邀請導師一

同參與上課，以便讓導師更了解個案及上課情形，也有助於上課秩序的掌控。 

4.聯繫家長時，因儘量化解家長的疑慮及擔心，必要時可提供教材內容與家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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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徵求家長同意後再實施本次課程，以免課後引發不必要的誤會。 

5.如果不是在原班級教室上課，要提醒學生攜帶學用品，以便填寫回饋單。 

6.提醒學生準時到達上課場地，以免延誤教學時間。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學生提早到達生物專科教室集合，因此能準時進行課程。 

2.依照 PPT 檔播放進行教學，過程順暢，但在進行討論「如何協助 ADHD 學生」活動

時，時間稍延誤，因此影響填寫回饋單的時間，到下課後才完成。 

3.學生對如何協助 ADHD 學生(show time)，反應非常熱絡，但時間較難掌控。 

4.學生於教學過程中，多能專心聽講並配合參與活動，只有少數幾位同學愛說話，需

提醒改善。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教學過程中，因為部分活動需要分組討論、表演，對於時間及秩序的掌控，需特別

注意。如果時間較不足，可以調整表演的方式或改為各組口頭報告。 

2.教學過程中，記得提醒同學：老師們、家長對個案的協助及個案本身的努力，並不

會速見成效，所以需要同學們長期耐心的包容協助。 

3.教學中提供學生提問的機會，以確認學生對教學內容的了解。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回收 29 份回饋單，29 份都是正向的表示願意協助個案，部分回饋如下： 

「謝謝杜老師這兩節課對我們說明 ADHD 的學生在生活上有哪些困難，教我們如何

協助他們，現在，我已經學會如何幫助 ADHD 的學生，以後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我會盡力去幫助他們。」 

「我們不能嘲笑 ADHD 的同學，他們不是故意的，我要以溫和的口氣多提醒他、關

心他。」 

「我小學時就認識○○了，可是那時候很討厭他，因為覺得他總是不聽老師的話。

上了杜老師的課，我才明白為什麼○○不能做好的原因，我想我會重新看○○這

個人，也不會那麼討厭他了！」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導師：上課後的幾天，可以觀察到同學與個案的互動情形改善，協助明顯多於衝突。

即使個案偶與同學衝突，只要提醒同學：「杜老師的課不是說明過了？」就能

說服同學，很快排解紛爭。 

2.個案：「同學們上完課後，有幾個同學會在下課時請我吃餅乾，我也要帶巧克力請他

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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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掃時，有些女同學會幫我，對我說話也不會那麼兇了。」 

3.家長：個案回家後會告訴家長上述情況，家長覺得個案心情較開朗。很感謝老師們

能這麼用心的協助個案。 

試教心得 

1.針對這節課得教學，因為教學場地的調整，讓分組活動能順利進行，但時間的掌控，

仍有延誤，導致回饋單的填寫較匆忙，部分學生只寫勾選題，無法有較充裕的時間

填寫「我有話要說」ㄧ欄。 

2.教學幾天後，收到該班班長送來的教師卡，打電話感謝該班導師，導師說是同學們

自發性想到要送給我的，她並未提示。擔任特教老師近二十年，除了任教的身心障

礙學生，真的很少有機會收到普通班送來的的教師卡，對於這意外收到的卡片，讓

我覺得非常窩心。雖然與這個班級只是二節課的教導互動，但發揮的成效，似乎不

止於在班上幫助個案而已。這樣的回饋，讓勇於走出資源班，踏入普通班教學的我，

感到莫名的振奮。 

3.這幾年協助資源班學生，針對ㄧ年級新生，會考慮學生需求，進行同儕說明活動，

但是每次都只簡單說明個案情形，解答同學的疑問，並未確實評估其成效。今年暑

假，在明富老師的帶領指導下，進行這套同儕接納教材的編輯，才讓我更縝密的思

考要如何有效進行同儕接納這個活動，也深刻體會到要做好特教工作，需要更多專

業的成長精進。 
今年的同儕接納活動，果然因為這套教材的協助，讓我不僅在上課前做好更多的準

備，更在上課時，能準確有效的傳達出希望同學們了解的訊息，相信對特殊需求學

生的同儕關係助益更大。另外教材中回饋單的設計，讓我在上課後，也能了解學生

們的想法及上課成效，對改進教學，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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