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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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功能自閉症 單元名稱 與自閉兒做朋友(第一節) 

教 學 者 高瑞鄉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勝利 國小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5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20 日 早 自 修 教學時間 4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個案有否在場、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一年○班學生共 35 人，其中兩名疑似過動兒，一名學習遲緩，一名疑似妥瑞症。

本班無自閉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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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導師： 
(1)該班導師年資約十五年，態度接納、開放，班級經營成效在本校很獲好評，之前

也帶過自閉症學生，所以很贊同宣導之必要性。 
(2)告知導師，實施此套課程之用意與實施時間、地點，並將 ppt 等書面資料備妥，

先請導師看過，讓導師知道教材內容為何，減少導師疑慮，並請導師對教材內容

給予回饋。 
2.徵求自閉症家長參加： 

事先徵求校內自閉症兒童家長(王媽媽)，請她在試教當天，坐在教室後面，一方面

看教材的呈現是否需要再調整，也給試教者一些回饋。事先將此套教材編製及功效

向王媽媽說明，並將 ppt 等書面資料備妥，先請王媽媽看過，使其知道教材內容為

何，減少疑慮，並請給予回饋。 
3.教學者備課： 

(1)修改教材：因前一週與導師、家長對 ppt 檔，做過討論，有些 ppt 內容需再修改，

例：將中文修改成有注音的字型，也替換某些圖案，找較貼近小孩子圖案的圖示

效果較佳，有些語句的說法較為大人的語言，也需轉換成小一孩子的語言較為恰

當。 
(2)事先熟悉教學流程、目標或重複試教演練，充分備課。 

4.聯繫時間地點：該班教室無單槍等設備，所以預約視聽教室。也將學生進場與退場

的順序先模擬好，座位安排設計好，掌控時間亦預防失序問題。 
5.準備器材：檢查單槍、電腦(注音字型)、無線麥克風、相機等器材，將空間整理得

乾淨清爽。也事先將有獎徵答之小禮物(貼紙)備妥。 
6.入班觀察：因為該班學生狀況較多，為了解學生上課情形，以防失序等狀況，所以

先入班觀察某幾位學生(疑似過動兒、疑似妥瑞症等)，並觀察老師的獎

懲制度，在宣導當天可以配合運用，也收集導師與同學相處時互動模式

等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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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因為利用早自修時間，移動學生到視聽教室做宣導，所以導師請隔壁班導師協助，

若有遲到之學生，請代為協助照料。 

2.低年級學生較依賴注音閱讀，ppt 播放時，電腦最好備有注音體的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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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一開始，與小朋友先定好「愛的規約」(1)眼睛看教學者與銀幕(2)發言前先舉手

(3)坐好。此規定與原班一致，所以小朋友都能遵守。 

2.因事先規劃，所以試教當天上課過程還算順利，過程中有問有答，學生反應還算專

注，如果該張投影片文字量較多，請學生代念，學生手持麥克風，自覺很神氣，紛

紛舉手想要表現，小朋友很喜歡被老師讚美與肯定，但仍有幾位坐不住、動來動去

的學生，試教者有時忽視他們，或誇獎有坐好及專注的小朋友，讓課程繼續進行。

3.教學者與學生有互動，氣氛較佳，有問有答，活潑有趣。教學者使用無線麥克風，

所以能隨時走入小朋友座位中。 

4.時間控制方面，因有事先演練過教案，所以 40 分鐘時間剛好完成第一節課。 

5.該班導師及王媽媽全程參與，坐在教室後面，沒有協助教學，請她們聽聽看這樣的

內容是否小朋友聽得懂，有否需要修改嗎？課後請她們給予試教者回饋。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當小朋友答題時，容易離題，常需要拉回主題，例：「這個問題下課再說，先談今天

的主題…。」 

2.上課中隨時提醒遵守規約，獎賞有做到的小朋友，他們在鼓勵下表現越來越好。 

3.試教者可以走入小朋友座位中，與小朋友互動，所以最好是準備無線麥克風。 

4.當小朋友問說：誰是自閉兒時？老師可以適度的回答：「是不是自閉兒要由醫師診

斷，老師沒辦法回答。不管是不是，大家都要和睦相處。」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有獎徵答採口語回答，所以沒有書面資料。 

2.有幾位小朋友回家後會向家長轉述：「自閉症小朋友很厲害，會背九九乘法表，…老

師說大家要互相幫忙。」等，所以小朋友會將部份訊息向家長轉達。 

3.試教者(高老師)經過一年四班時，全班小朋友都會和高老師打招呼，感覺十分親切。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王媽媽覺得有這樣的課程很好，可以讓一般小朋友對自閉兒多一點正確的認識，例：

不要再叫自閉兒為「笨蛋、白癡」。應教導小朋友正確的認知。 

2.王媽媽對成功人士的介紹，覺得是國外的例子，感覺有些距離，建議補充一些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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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更貼近中低年級孩子，所以試教後再將 ppt 加入亮均小朋友的畫作介紹。 

3.導師反應，上完課後，回到教室，她有再進一步說明，告訴全班小朋友，平時有些

小朋友比較坐不住，有時需要起來伸伸懶腰或是走動一下，也有些小朋友(ADHD 學

生)動作或力道較大，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請大家多包容一下。導師有時候會用「高

老師說過….」來提醒班上小朋友想辦法協助人，而不是向老師告狀，藉此教導或訓

練小朋友問題解決能力。 

試教心得 

1.在徵求試教班級時，有些導師並無意願，即使班上有自閉兒的班級，導師們會擔心

標記問題，所以嘗試了幾個班級後，找到一年○班，該班導師曾帶過自閉兒，對此

套教材能認同也有感受(自閉兒就是如此)。所以是否要入班宣導，尊重導師意見，有

的導師並無此需求，但可以釋放此訊息(同儕接納教材)，待有需要時再入班宣導。 

2.低年級小朋友都有一顆柔軟的心，老師引導成正向積極面，他們就會隨著老師的引

導去做，老師的一言一行影響很大，老師是和善的語氣，尊重的態度，小朋友對待

他人就是如此。 

3.標記問題很難避免，一年○班導師表示，對低年級小朋友宣導時，還不需強調「自

閉症」名稱，可以稱呼星星的孩子，但對中高年級小朋友宣導時，就可以明白說出

「自閉症」名稱，不需避諱，中高年級小朋友更需要了解正確的病名，健康正確的

認知態度，很需要大人協助小孩子建立。 

4.試教時，ppt 上幾乎都有一些重要的文字訊息，試教者只要照念就可以了，很方便教

學，不太需要背文字稿。 

5.一般導師對自閉症的認知仍須加強，請他們宣導此課程，他們都謙虛表示，由特教

老師來上課較為專業，因為王媽媽的參與(討論教材、觀看試教)，所以訓練(自閉兒)
家長到班級中做宣導，也是可行之道。 

6.材內容與試教時，使用的語言盡可能口語化，可視年級階段別而調整修改。 

7.整套教材課程傳達訊息為：病因、特徵、個別差異、同理、成功人士或優勢、介入

等，這些元素非常明確，導師及家長都非常認同，也對試教者及其他編製者致意，

對這套教材編製後能嘉惠更多身障小朋友寄予厚望也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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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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功能自閉症 

(含亞斯伯格症) 
單元名稱 我家也有大明「星」(第一節) 

教 學 者 黃怡真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 國中/小 五 年 ○ 班 班級人數 31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9 月 28 日 第 五 節 教學時間 40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實驗班、資優班等……) 

班級無自閉症學生、班風活潑、班上有中度智能障礙、聽障、多障學生、班級同

儕對其多障生為排斥的、進行此活動時班級幾名資優班學生至資優班上課故無在班上

參與課程活動 

課前準備(場地、設備、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原班教室。 

2.設備：借用校內單槍與電腦置教室中使用，布幕為教室中原有的設備。 

3.聯繫事項： 

(1)先聯絡導師，並詢問進行此課程之意願與可行性。 

(2)將教材印製為書面進行活動說明與目的。 

(3)導師協助借用校內單槍與電腦設備並事先架設好。 

4.教學者事前印製教學回饋單與星探證。 

5.教學者於課程活動進行前再以電話聯絡提醒導師。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設備需留意是否需要自備相關設備。最好在上課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誤。 

2.聯繫時儘量配合導師所給予時間進行活動，避免造成導師困擾。 

3.若不在原班教室進行活動，請學生攜帶學用品，以填寫回饋單。 

4.能邀請導師共同參與此課程活動為最佳，亦能有穩定班級秩序與氣氛之功能。 

5.導師無法共同參與時能事先了解班級數位特定學生，以進行座位等相關調整，協助

課程順利進行與氣氛掌控。 

教學過程(硬體設備、時間掌控、學生反應、流暢性、其他……) 

1.硬體設備：調整單槍投射位置於最佳位置。 

2.時間掌控：除了課前調整單槍位置稍微延誤外，其餘時間掌控上為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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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暢性：導師在旁共同參與課程，並協助班上其他障礙生學習，故班級秩序控制佳，

教過程相當流暢。 

4.學生反應： 

(1)學生對於成功人士之年齡與存歿與否相當好奇，並直舉手發問。 

(2)針對自閉症特徵呈現之插圖學生直舉手詢問其插圖作者是誰，說明為教學者自畫

時，學生又直問如何畫的，教學者回答為想像所畫出的，之後立即帶入課程。 

(3)進入問與答之課程活動時，學生又再次舉手發問成功人士之關個人資料。 

(4)因班上無自閉症學生，故導師協助在問與答的課程活動中協助舉例一名校內畢業

生，其為自閉症者，並結合之前所呈現之相關特徵與班級教師之協助，讓學生能

具體了解自閉症者之相關行為與環境的接納協助。 

(5)填寫學習回饋單時，班級部分學生需要進行引導，主要針對文字敘述使用口頭進

行說明。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能事先了解課程教材內容最佳。 

2.學生提問問題時若不知如何回答時可告知學生待教師了解後再做回應。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課程問卷回饋 

(1)正向回饋： 
重要的是勇敢面對自己、可以了解自閉症的心、很有趣、很好玩、內容豐富、很

開心能有這個活動，希望下次可以再一次、讓我們更了解自閉症、可以了解這些

人的生活方式和學習方式、要幫助有困難的人、更知道了解他們、我今天又多知

道了一件事情，希望可以讓很多人知道。 

(2)負向回饋： 
有遊戲會更好、不知道老師給我們看這個可以做什麼、希望有動畫的圖片、有遊

戲可以玩、希望可以讓活動多一些、自閉症的人太可悲了、看圖片可以改成看影

片。 

(3)回饋單對自閉症者的鼓勵： 
我們會支持你們到底，要加油喔!希望你們可以過得很開心，祝你們可以開開心

心；祝全世界自閉症的朋友身體健康、平平安安、快快樂樂；放開心胸不要太過

於關閉自己，努力向上；要努力的跟別人好好的相處，不常有人會有自閉症，可

是要加油喔!沒加油你就死定了！希望你能好起來；要加油喔!你們要努力以後才

會有好的表現；你要努力加油，把你的心胸打開；加油!不要放棄！我要多多幫助

他；雖然你有自閉症，可是我還是會把你當成好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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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後反應：學生詢問教學者何時會再到班上進行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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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認識自閉症，能接納班上其他有障礙的人或進而去協助需要幫助的人。

試教心得 

能於此班級進行同儕接納課程為與此導師原先認識，進而將此接納課程與導師進

行說明，由於此位導師班上即有其他不同障礙生，該名導師本身對於特殊教育亦有興

趣與相當程度的了解，故在聯繫上並無任何困難且順利。 

由於導師事先即告知班上小朋友將有此節課程，且相關器材之借用架設皆為導師

一人張羅協助，而導師亦能全程參與並配合舉例小朋友所遇到的自閉症者，以克服教

學者對於小朋友生活環境的不了解，另在整個教學氣氛營造與秩序控制上皆能有良好

的呈現，導師也將「星探證」結合班級獎勵制度，更能增進課程活動最佳的成效，在

此特感謝此導師之大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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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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功能自閉症 

(含亞斯伯格症) 
單元名稱 我家也有大明「星」(第一節) 

教 學 者 黃怡真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 國中/小 二 年 ○ 班 班級人數 32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9 月 27 日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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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有一名高功能自閉症、班風活潑、約分成 3~4 個同儕小團體、班上另有 3~5
位被排斥學生 

課前準備(場地、設備、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語言教室(一邊四個座位連成一排，共分為左右兩邊)。 

2.設備：教室已備有投影相關設備，電腦自備並事先熟悉使用方法。 

3.聯繫事項： 

(1)導師－請學校特教組長協助詢問導師意願並給予書面資料，再進一步聯繫活動進

行時間。 

(2)家長－教學者與家長聯繫，將教材印製為書面進行活動說明與目的。 

(3)行政－將教材印製為書面進行活動說明與目的；由特教組長協助登記教室使用時

間並請人教導設備操作方法。 

4.教學者事前印製教學回饋單與星探證。 

5.輔導室協助提供 2B 鉛筆使用(因學生社團課結束後直接到指定場地)。 

6.無使自閉症學生參與此課程，事先抽出該名自閉症學生並安排其觀看影片(極地長

征)，其影片結合該生對小狗的興趣與喜好。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設備需留意是否需要自備相關設備。最好在上課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誤。 

2.聯繫時儘量配合導師所給予時間進行活動，避免造成導師困擾。 

3.若不在原班教室進行活動，請學生攜帶學用品，以填寫回饋單。 

4.能邀請導師共同參與此課程活動為最佳，亦能有穩定班級秩序與氣氛之功能。 

5.導師無法共同參與時能事先了解班級數位特定學生，以進行座位等相關調整，協助

課程順利進行與氣氛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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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硬體設備、時間掌控、學生反應、流暢性、其他……) 

1.硬體設備：坐於後座或靠牆之學生反應看不到布幕，請學生挪動位置即可。 

2.時間掌控：前一節課為社團課，少數學生因而延遲進入；教學過程之時間掌控為剛

好，無提前亦無延誤時間。 

3.流暢性： 

(1)此節課班級導師開會而無法共同參與，教學過程中需給予較多秩序提醒。 

(2)無特意安排學生座位，大部分學生依照同儕小團體進行座位劃分，故學生容易說

話或嘻鬧。 

(3)教學者會特意提出問題詢問容易聊天嘻鬧的學生，將其注意力置於課程內容。 

4.學生反應： 

(1)學生好奇今天課程的目的，雖知道自閉症學生不在場，但尚未發現課程目的。 

(2)閃亮的星(成功人士)－ 

1看過馬拉松小子的學生能理解其中的艱辛與努力，點頭表示(約 3~5 人看過)。 

2雖無聽過天寶．葛蘭汀，但能了解這是一位相當有成就的人。 

3提到成功人士有自閉症的困難時，學生說：「我們班好像也有一個自閉症的人

耶！」，此時了解今天的目的。 

(4)星探小秘笈(個別差異)－ 

→進行個別差異說明時，有學生口頭表示自己十全十美毫無缺點，另請全班以舉

手方式做表達時，無人舉手表示自己毫無缺點。 

(5)真相大公開(病因)－ 

1學生詢問為何自閉症治不好？另解釋說明目前的醫學科技尚未研發出如何治好

的方法。 

2學生詢問自閉症是否有後天因素？→無 

(6)其實你懂我的心(特徵)－ 

1呈現一個特徵時學生會自動補充班上自閉症同學的生活實例或是以口語或動作

表示。 

2此部分的反應與互動是最熱烈的。 

3感謝學生告知班上自閉症學生的行為問題，並說明這些都是老師及家長需要教

導的部份。 

4需持續提醒其特徵即為自閉症者的限制 

(7)幕後推手(介入)－ 

→需針對醫師的協助做說明；並非每位自閉症者皆需要醫師開藥、服藥，避免同

儕誤會自閉症學生皆需要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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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星探 Q & A (問問題)－ 

→同儕詢問自閉症學生之衛生習慣處理與困擾。 

(9)星探的收穫(學習單)－ 

→填寫回饋學習單時，同儕小團體學生會互相受影響，導致有潦草完成學習單的

情形。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能事先了解課程教材內容最佳。 

2.學生提問問題時若不知如何回答時可告知學生待教師了解後再做回應。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課程問卷回饋 

1正向回饋： 
希望自閉症能治好、謝謝老師讓我們看到自閉症的困擾、以後要多多幫助他們、

更了解自閉症的朋友、自閉症的人要加油努力、可以多了解他、協助他、要體諒

他、很開心、感動、增加知識、了解他的痛苦、覺得不應該再欺負他了、要關心

他、為他加油！ 

2負向回饋： 
活動可以再有趣一點、打死他、去死吧!別來煩我！K 死他！ 

3回饋單對自閉症者的鼓勵： 
有自閉症不是他們願意的所以要幫助他們、請多多努力、希望你能得到多一點改

善、努力讓自己也變成一般人、希望你能進歩！I LOVE YOU、努力走出自閉症

的陰影、要多多聽別人的意見、別灰心、一定要加油！、希望他可以變得更好、

希望我們對你說的話要記得並改善、有一天你也會成功的！加油！你可以變正常

的！ 

2.課後反應 

1學生很好奇下次上課(第二節)的內容。 

2學生遇到教學者時會告知班上自閉症學生在班級行為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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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樣的活動讓學生了解自閉症，很好！ 

2.資源班教師：可讓一般生了解班上的自閉症同學，進而能夠增進對自閉症同學的協

助。 

3.家長：主要能讓同學認識自閉症，讓同學了解對自閉症的誤解，也幫助自己的孩子

在班上能有更好的人際互動，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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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心得 

選擇此班級進行同儕接納課程活動的原因為該名自閉症學生在班級中與同儕互

動之行為衝突發生主要來自於表達上的困難與固著性行為，又因其功能較高其同儕皆

認為該名自閉症學生的行為是故意的。 

同儕接納課程活動會將自閉症學生抽出班級另做安排的原因為此自閉症學生會

在意他人的意見與看法，若同儕於同儕接納課程中說明自閉症學生在班級中之相關行

為表現，而自閉症學生又無法接受時，擔心回到班上會造成彼此間之誤會與衝突，而

決定將自閉症學生抽出另做安排，該名自閉症學生喜愛小動物，固安排自閉症學生進

行「極地長征」影片欣賞，並告知自閉症學生將於下課進行有獎徵答。 

同儕接納課程活動進行前得知導師因開會而無法到場參與，當時對此事無其他想

法，但在同儕接納課程活動進行時即發現，因場地(語言教室)與時間(社團後)的關係，

學生心情上已較為浮躁，加上導師無法共同在場參與，其秩序上必須不斷給予提醒，

雖於活動過程中使用相關策略(點名說話嘻鬧者進行問答、登記說話嘻鬧者名單交由導

師…等)，但仍不及於導師在旁來得有明顯效果，未來再進行此課程活動若能讓導師共

同參與為最佳，或事先得知導師無法共同參與時，教學者也能先與該班級建立基礎關

係以增進課程秩序掌控。 

當進行同儕接納課程活動時發現學生對於自閉症仍有些迷思，例如：不說話、無

互動、會經由後天所造成…等，而在打破對自閉症的迷思時會利用班上高功能自閉症

學生之行為表現與同儕對自閉症者之迷思進行比較，亦引導同儕了解自閉症者不同的

樣貌。 

此節同儕接納課程主要為認識了解自閉症，透過與班級同儕互動除能了解自閉症

學生在班級人際互動表現外，也能了解同儕對自閉症者的看法與誤解，亦可作為提供

導師或資源班教師 

教學的相關調整與家長可再配合的相關事項；另在進行同儕接納課程時發現班級

秩序掌控與氣氛營造是相當重要的，因其會影響到課程進行的流暢度與時間掌控、同

儕對於訊息的接收度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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