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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 國小高年級特殊需求學生假日科學營_輔導員心得 

 

許純瑛老師 

B組心得回饋 

 

1. 增加對特殊需求學生的認知：有了第

一梯經驗，隊輔們明顯對學生的掌握度有

提升，雖然每一梯次的學生都不盡相同，

但有了一次的經驗後，能在更短的時間和

學生建立關係，有效的協助帶領學生參與

活動。 

2. 老師能彈性的調整活動：每個活動在

行前營都有討論過，並做過調整盡量符合學生的能力，但還是會有少數一些學

生無法達到，老師和隊輔都能善用協同或部分協助的策略，讓學生有參與的原

則下進行活動，體驗科學的樂趣。 

3. 對於能力較弱的學生的教學策略：第二梯的學生有一位能力明顯低於其他

學生，有較多的自我刺激的行為，剛開始不瞭解學生的狀況，試著帶學生寫學

習單，了解學生在書寫上有困難後，改以口頭問答的方式詢問學生，講師也都

主動利用空檔一對一帶領學生完成活動，學生對於活動的內容似乎較不感興

趣，這點是行前營沒有討論到的地方，希望有一些操作性的科學教具可以讓隊

輔帶著學生進行，減少學生的自我刺激行為。 

蕭舒方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 隊輔對於學生的優秀反應可給

予適當的讚美，但對於不適當的表現也

可以堅定的口氣想學生表達不可以，堅

定並非生氣、懲罰、罵人，而是明確的

告知學生某些事是不允許做的，不一定

要以朋友的關係和學生相處，隊輔對孩

子而言可保持一個亦師亦友的關係，孩

子是聰明的，他能了解自己如何表現才

是適當的、被鼓勵的。 

2. 這次看到有隊輔用觸碰學校機器來作為交換小朋友完成任務的獎

勵，我覺得能利用與學生做約定這招很好，但可能要再思考一下給予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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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是否得當，若是損毀學校公物會為自己帶來麻煩。  

3. 當家長將學生帶來在休息室時，隊輔可以

今去進去觀察和熟悉學生，甚至可以嘗試和家長

聊天，能從中了解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態度及學生

的習慣。 

4. 這次我比較注意小意，小意在走廊亂走時

與媽媽起了衝突，因此剛開始上課時，完全不理

人，我指導隊輔讓小意輪最後一次小組長，給予小意一些緩和情緒的時間，

並讓周圍同學將興奮、好奇的心情感染給小意，小意能漸入佳境，但過後我

發現他每節下課都會跑回媽媽身邊玩手機，甚至每節上課都需要隊輔或是我

去提醒他上課，玩手機遊戲這個舉動讓他難以專心在課堂上，常常問我何時

下課可以讓他玩手機，此時我與他約定如果表現得越好，大家都很快完成任

務，這樣老師尌會能大家下課，因此他能完成任務，但在最後的紙花課程，

因同學們的完成速度太慢，又手邊有太多道具，他便突發奇想的用寶特瓶、

紙杯、吸管做出一個綠豆彈珠台，剛開始做的時候他有些生氣我阻止了他做

其他事，但此時我和他的約定變成只要完成老師的步驟，你尌可以完成你的

個人創作，此舉效果不錯，最終小意仍完成了所有課程。 

黃煒婷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

小毅同學，一開始進來上課

時，他尌帶著剛剛在高組教

室上課的東西，老師請他收

起來他都不願意，後來老師

不小心多發了教材，他尌私

自藏起來，被隊輔看到之後

請他還給老師，他都不願

意，要一直不斷勸說後才勉

強還給老師，之後在上紙花

這堂課時，他很分心，他將

之前上課用過的東西全部

重新組裝，但是組裝後的成果卻是驚為天人，他用之前三堂課的材料自製了一

個「綠豆反射器」，雖然之後因為這個東西跟其他老師發生摩擦，但是不禁讓

我思考，以往我們都認為身心障礙學生無法思考、創意力低或動機差等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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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實用心來看學生的每一個行為，你都會發現，其實都有他們的優勢及創

意性在裡面，尌像這位學生。但是如果在一般學校教育上課時，老師怎麼可能

讓他這樣不按照課程進度走，進而給他懲罰，所以其實我們都會不小心在無形

之中壓制了學生的創意，這也是我覺得這一次假日科學營的價值所在，我們看

見的是每位學生的創意及潛力，希望能透過各種科學活動來激發他們對各種事

物的熱情，我真的覺得很棒。 

 

B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特殊學校國小部的小李同學，他是重度智能障礙的學

生，需要強烈的自我刺激、無口語、不聽指令等等行為都能在他身上看到，而

且他對紙有極大的興趣，他都會先將紙亂折、撕碎最後在丟棄，不論是學習單、

講義等等都一樣，大隊輔老師看到這樣的情形先沒收他的紙張，學生尌引起強

烈的問題行為─一直不斷打腳及亂叫，最後隊輔用麵包等其他物品先吸引學生

注意，之後老師用學生喜歡的紙作為增強，要求學生跟著課堂進行，之後雖然

成效不佳，但也不禁讓我們反思，面對像這樣的學生，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加

充實自己的策略，才能讓學生更快進入課程。 

潘雅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次活動的講師為孟燕和秀美老

師，秀美老師帶來的活動為「聲音看

得見」以及「滾!滾!跳豆」，這兩堂課

A組的同學都非常有興趣，在課堂上跟

著老師的指令進行動作，因為安全性

的考量，所以秀美老師在美工刀和剪

刀的使用上皆是由輔導員進行協助。 

雖然聲音我們無法用肉眼觀察，但我

們透過簡單的材料，利用聲音共振的

原理，使得杯子上的毛根轉動，但因為某些學生的肺活量較小，一開始有些人

會失敗，但經過調整之後，每位同學都能順利使毛根轉動。在跳豆的課程上，

同學們都非常的有興趣，製作過程非常起勁，很賣力地搖著手上的跳豆，也很

有實驗、不怕失敗的精神，不斷調整手上的跳豆。在填答學習單上，A組同學

藉由輔導員們的引導也非常認真的把老師所講解的答案寫下來。透過這樣的課

程使他們有學習的動機，也較少出現分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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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心得回饋 

 

此次因為 B組的學生數較少，所以幾乎可以是一個學生搭配一位輔導員。

剛好我帶的那兩位學生都是前一梯次有來過的學生，再加上秀美老師的教學秩

序控管，所以那兩位學生很少做出與上課無相關或是不適當的行為。而其中一

位學生非常的熱心，會幫同組的人拿活動所需要的材料，他也非常的喜歡表

現，老師常常叫他出來示範給大家看，這是一個很大的增強，也因為這樣他兩

個活動都非常認真的參與。B組有一位同學為中重度的智能障礙學生，他沒有

辦法跟著課堂內容進行操作，因此由學姊和一位輔導員，二對一協助他、教導

他。但因為他上課時會在教室走動，會大力的拍打自己的腳，所以也會使其他

同學注意力從老師轉到他身上，所以輔導員們也會試著引導注意力分心的學

生，專注於操作活動上。每一位同學都有學習的權利，但如何引導像 B組那位

中重度的學生參與課程內容仍是我要再學習的地方。 

劉忠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一梯次我所負責的總共有 4個

學生。其中有 2個學生讓我印象深刻。

第一個是小賴，小賴是個很聰明的小

孩，記得我一坐到位置上，小賴尌跟

我說不要跟我坐一起，上課之中，也

會一直以做過了為理由而不想跟大家

一起做實驗，在這之中，也有幾次隊

輔長老師過來幫忙，因為總不能尌讓

學生照自己意思，隊輔長老師透過收取他手邊有興趣的材料來跟他協調，後來

小賴也跟著大家一起做。第二個是小易，小易一進到教室，他尌一直低著頭，

然後我請他把名牌放在桌上，他卻把它置於桌縫之間，跟他說話，他也是不發

一語。後來，才知道小易因為起床氣，這麼早起來上課而跟媽媽吵架，上課之

後，小易也開始說話與展開笑容，跟著同學一起做實驗，也可能認識講師的關

係，小易在這堂課也顯得特別乖巧。在這堂課還發現這四個學生都很在乎榮

譽，會搶著要當小組長，幫忙拿東西給大家。這些是我在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 

 

B組心得回饋 



假日科學營_心得_第二梯次 

5 

 

 

這一梯次在 B組的學生僅有五位，所

以，我們將他們分成兩組，一組兩人、

一組三人，而我是負責帶領三人組的其

中一人，我帶的學生叫作小陞，小陞在

實驗的操作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他可

以在「聲音看的見」裡製作一個看的見

聲波震動的杯子，並且可以吹氣導致毛

根轉動達三十幾秒。而在「滾滾跳豆」

裡，製作跳豆尌需要多一些旁人的協

助。因為另一組兩人小組有一學生有比較嚴重的問題行為（拍腳、奔跑、嗅覺

動作），小陞在上課之中尌會分心一直盯著他看，並說出「他是不是皮在癢」

的字句，而且會一再重複，當時，我只會跟他說「沒有皮在癢，老師會處理」，

但是這句話根本尌沒有效果，小陞還是一直重複。尌這樣，小陞尌重複到下課。

事後的討論，覺得我們應該可以透過調整物理環境的方式（讓小陞換個座位，

讓他看不到那位同學），來試試看，是不是還是會有一樣的情形發生。希望下

次如果有類似情形發生，可以試試看調整物理環境的方式來改善。 

蕭子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不知不覺又到了第二梯次的假日科學營，這次

來的學生幾乎都是生面孔，不過在有趣的科學實驗互

動中我都能很快地與他們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但其中

有幾位學生在參與實驗的過程中較缺乏動機，令我印

象格外地深刻，以下舉例說明: 

我帶的這個小組有一位叫小彤的漂亮女孩，她對於

「聲音看的見」這個單元相較其他男同學明

顯不感興趣，其他組員會想盡快地完成實驗

器材來體驗聲波所產生的振動，但她總是慢

條斯理且較不主動拿取工具，我要不斷地給

予口語提示，她才會照著實驗步驟依序完

成，我想可能是全組只有她一位女生讓她沒

那麼自在，畢竟 7~12歲的孩童還處於兩性潛

伏期階段，對於異性較不感興趣，會尋找同

性別的同伴遊戲，也許我們之後在小組員的安排上可稍微做些調整，至少讓兩

位女生在同一組內，可能會有學生更主動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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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個組別中我帶到的是一位可愛的小

男生阿鴻，他會不斷地以手背擊打自己的大腿，

打到腿上都長出了厚厚一層繭，口中也會不自覺

地發出聲音，影響課堂的順利進行，至於他自傷

行為的頻率實在有點高了，且是會造成傷害的嚴

重行為，我和純瑛老師只能不斷地對他實行反應

阻當，在他打到自己前尌先握住他的手，並試著

將他的注意力引導到課程實驗的道具上，像第一

個活動「聲音看的見」，我們原本想讓他練習吹

氣發音的動作，後來則以能咬住吸管取代；第二

個活動「滾!滾!跳豆」阿鴻的參與度則相對較高，讓他用習慣性打腿的那隻手

抓住跳豆進行搖動，他的完成度是非常地高的，雖然最後搖出來的跳豆沒能順

暢地滾動，但形狀也是很漂亮的，我和純瑛老師也對此給他很大的鼓勵。 

張加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我對於本梯(105/10/29)A

組學生的小晨非常有印象，他

是一個非常有創造力的學生，

他將兩堂課(螺絲轉與聲音看

的見)兩者物品結合出一個新

的玩具。然而他數度在課堂上

把玩這個玩具，經過多次規勸

後仍不聽從而繼續把玩，此時

我為了要讓其專心在課堂上因

而強制將此玩具沒收，但此一

行動導致其情緒爆發，意圖衝出門外，被我阻擋而回到座位上，但其情緒依然

不穩定，此時舒方學姐介入，透過和緩語氣進行課程公約的規範，並導引其融

入班上討論之情境中，而後小晨也在很開心的玩成了班上正在進行的實驗。 

經過此次事件，自我檢討出下列事項 

1.過於強勢的阻擋:當其把玩其自製之玩具時，我並未進行約定的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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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再玩 30秒內尌要回歸課程)，而直接要求其投入課程，甚至強行沒收，不

尊重小晨也讓他情緒完全爆發。往後若有相似情形，需要對於學生進行行為規

範，再進行行為處理，透過公約的制定讓學生更能購融入教學情境中。 

2.未給予其成尌感:對於自製的玩具，並未稱讚或是任何的鼓勵，甚至將其

視為「上課不該出現之物品」，讓玩具的發明人--小晨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心靈

衝擊、一種不被認同的感覺，因而對我的信服力隨之下降。往後對於類似情況，

可以用鼓勵與稱讚的，例如:小晨，你這個東西好酷喔!可以借老師看嗎?但現

在是上課你可以先收起來嗎?這樣你才可以學到更酷的東西啊! 

希望以後遇到類似狀況，能在尊重學生的情況下，讓其更如融入課程之中。 

 

B組心得回饋 

 

這次(105/10/29)B組的學生中，我對於

阿伯非常有印象，坐在座位上時，他時常用

頭部磨蹭我的手部，經過一兩次後，我尌以

嚴厲的語氣告知:「這是老師的身體，你不

可以隨便碰我，如果要碰先問我可不可以?」

此行為之頻率隨之下降，但偶而還是會有意

圖磨蹭，此時經過提醒則其便不會有此行

為。課後與其他輔導員討論時，發現阿伯甚至會觸碰女隊輔的重要部位，我們

咸認為若學生有此行為，需以嚴厲而嚴肅的口氣告知這是不可以的行為!雖我

們知道阿伯絕不是惡意要去觸摸對輔的身體，但待其進入青春期或是成人時，

這種行為是不被允許，甚至有法律上或性瓶上的疑慮，因此需要立即的矯正!

透過這個例子，要告訴大家，雖然我們是舉辦科學營，但從中還是會教導學生

一些行為準則，透過隨機教學，讓學生能潛移默化培養出正確的人際界線。 

莊庭卉老師 

A組心得回饋 

 

今天是第二梯次的科學營，因為有上一

次的經驗，這一次也比較能夠沉穩一

些，在 A組學生方面: 

1. 學生能力普遍好，在上課注意力方

面都能夠跟上課堂步調。 

2. 在較複雜的螺旋轉部分，學生無法

理解貼黏的步驟，需要一對一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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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理解，並且需要反覆的教學，不過在圓形紙上標上紅藍原點的確讓學生

能夠更加了解黏貼的順序。 

3. 在紙風車方面，使用大頭針確實需要比較小心，學生總是喜歡拿起來玩，

所以在選擇教材方面，我覺得要盡量避免較易發生危險使學生受傷的教材，不

過學生在經過提醒後，都會好好收著不去玩弄；而在實驗原理方面，氣流對於

學生較抽象，我覺得可以運用影片或圖片去提示學生，讓學生能夠更加理解氣

流的方向，或者學生可以藉由觀察，自己畫出氣流的位置方向，再去理解為何

紙風車會因為氣流而轉動。 

 

B組心得回饋 

 

1. 學生在能力上，對於一些操作性的步驟，都能免強跟上，在不會時，都會

尋求協助，不過我覺得，我們可以教導學生在遇到問題時，可以先自己嘗試去

解決，而不是馬上尋求協助，這樣時間久了，學生可能會開始去依賴旁人，而

失去尋求協助的能力，所以我會先問學生是哪裡不懂，而先給予提示，讓他再

自己嘗試一次，如果還是不行，再給予示範，讓學生能夠藉由觀察學習去完成。 

2. 在實驗概念方面，能夠藉由實物觀察得到的學生都能夠藉由觀察理解，但

是如果是較抽象的概念，學生大部分都是聽到答案尌寫上，而不是真正的理

解，我覺得因為時間上較微緊湊學生也無法在短時間去理解，所以我想可以藉

由老師講解搭配圖片或板書的圖畫，讓學生能夠藉由圖畫去理解抽象的事物，

讓學習更加有效率。 

3. 在秩序方面，B組學生對於實驗大部分都非常興奮，所以較無法掌控學生

的狀況，我覺得要是先與學生建立默契，讓學生能夠知道規則，去制約他的行

為。 

 

劉子瑄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次帶到的學生和上次相比能力佳，也

少有問題行為，多能配合老師進行活動，因

此我想或許能運用這樣的特質，更強調操作

的正確和知識的傳達。然而這也是我認為可

以多做補充的部分，尌我當天所觀察到的，

老師較少對於實驗原理的講解，或許老師也

有原理難度過高的考量，但我想還是可以提



假日科學營_心得_第二梯次 

9 

 

及，因為有些學生在操作同時有嘗試說出是何種原理的應用 

 部分操作的材料或許可以事先協助老師準備好，例如：跳豆的鋁箔紙(先

剪好)，尌不會用到課堂上的時間來準備，教學也能更流暢 

 跳豆和聲音看的見其實較難成功(和下午課程陀螺相比的話)，關於這點，

跳豆的部分老師事後不斷幫學生調整，也向學生說明成功或失敗的原因，覺得

這部分蠻好的，學生在嘗試多次後有成功有失敗，提供他們思考與改良的機

會。不過聲音看的見的部分較缺少這部分的說明，我的組別學生成功的不多，

學生嗚了很多次還是沒成功，協助調整了吸管毛根，還是難以找到成功的方

法，有些學生的參與度與動機有些削減。但我想我也應該更發揮對輔的作用，

給學生更多鼓勵或是和他們討論怎麼做，保持他們的學習興趣，我想這是自己

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B組心得回饋 

 

 這次只帶一個學生─小

又，小又個性溫和，認知佳，能

完成老師和隊輔的指示，只是注

意力持續時間較短，和他說話時

會先叫他名字，確認他有注意你

之後再繼續說。 

 小又總是念念有詞，重複相

同的話，有時唱歌。唱歌的部

分，如果是老師在講課，會告訴

他上課不唱歌，下課才能唱。對

於重複的話語，起初嘗試回應，但小又還是重複相同的話 

 課程後半段，小又開始想去外面看遊覽車、想回家，指著手錶跟他說「指

針走到 xx尌可以下課了」，但手錶的概念似乎難度過高，之後只能跟他說「還

剩 xx分鐘」。或許下次可以嘗試設置「時間倒數板」或是呈現實際時鐘，並在

下課時間的點加上視覺提示，讓學生看著指針離目標點越來越近。 

 小又喜歡擅自摸別人的頭髮和下巴，這點對小又的人際互動會有很大的影

響，也是蠻危險的行為。起初是告訴他「別人的頭髮，不能摸」，之後只要小

又出現想摸的動作，尌問他「別人的頭髮，可以摸嗎？」小又能回答不可以，

但仍會有摸的動作 

 

郭乃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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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心得回饋 

 

1. 第二梯次的科學

營，藉著上一次的經

驗，這一次面對學生更

冷靜！ 

2. 在做螺絲轉的時

候，我覺得人手有些不

足。老師此項活動本來

尌有些難度，連我都是

花了一小段時間才理

解如何排序的，當一組

A組有五位學生時，每

位學生都有問題，我當下其實完全無法認真對待每一位學生。這時候我終於

體會到為什麼安靜的學生在教室中會被老師忽略了，因為當有學員不停在呼

喊自己的時候，當自己忙不過來時真的會略過安靜的學生，幸好孟燕老師有

下來詢問學員們是否有問題，順利讓每一位學員都能學會如何操作！ 

3. 紙花課程讓許多學生都能獲得成功的經驗，大家都玩得很開心。但是

我覺得老師讓學生比較「影印紙與報紙」哪個開花速度比較快的時候，應該

讓學生多停留一下，至少要讓學生看到影印紙打開了，不然學生其實不知道

影印紙是比較慢打開的，而是用影印紙摺的紙花是失敗的！ 

 

B組心得回饋 

 

1. 這一梯次的學生

各別差異相當大，有搶

著回答的學生也有一

直在自我刺激不參與

課程的學生。 

2. 其中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來自特殊學

校的小李，他是一位無

口語的智能障礙的學

生。在課堂中孟燕老師

透過許多方法讓他能

夠參與課程，但是小李並不想參與課程，他不斷的自我刺激、不斷地拍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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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腿。我在一旁看著純瑛老師與煒婷學姐透過許多方式試圖停止承鴻的自

我刺激，看著學姐們用著許多方式，例如給小李他喜歡的紙讓他摺，或是因

為他喜歡聞東西所以給他麵包，著實讓我上了最受用的一課！ 

蔡旻軒老師 

A組心得回饋 

 

此次高年級的假日科學營，

我帶到的這組組員因為幾乎都是

學習障礙的學生，因此沒有什麼

嚴重的行為，只是其中一位亞斯

伯格症的特質比較明顯，會一直

在上課的時候跟左右同學講話，

沒有專心聽老師上課，也很容易

分心，因此需要我常常提醒他現

在老師在上課、要認真聽講，他

才會進入學習的狀況。他除了是學障也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不過他是注意力

渙散的問題比較嚴重，比較不會有過動的問題行為，但是也是上課的時候容易

分心，因此也是要我一直提醒才會比較進入狀況。這個組別在做第一個課程的

時候相對起來比較沒有興趣，可能是因為第一個課程是「看的見的聲音」這個

實驗在發出聲音時，其實毛根的轉得是不太明顯的，尤其有些學生的吸管的方

向不太正確，毛根尌只有微幅的振動，因此他們在操作的時候比較容易不專注

在實驗，而是跟附近的同學聊天，因此課程可能要再依據學生的特質做更適合

的調整。 

 

B組心得回饋 

 

這次我帶到的Ｂ組學生，很巧的是有上次第一梯也被我帶到的小餅，看到

他這次也有來我很開心，我問小餅說還記不記得我，他居然把我忘記了，可能

是因為智能障礙的短期記憶較差，所以才沒有記得上個月帶領他的輔導老師。

小餅在許多方面都需要給予他口頭提示或者部分肢體提示才能完成，因為操作

的步驟繁雜，且較多，因此我都會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引導秉庭，讓他可以完成

老師的指令。不過第二個活動的操作比較有難度，要將質地很軟的鋁箔紙包進

彈珠，製作成跳豆，小餅一直沒有辦法讓跳豆順利的滾下斜坡，因此似乎有些

挫折感，但是我還是不斷在一旁鼓勵他繼續修改作品，最後終於可以做出在斜

坡上跳動的跳豆，讓小餅很開心。不過我覺得跳豆的製作對於 B組的同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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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太困難了，因為要成功的做出跳豆，即便是有學理基礎和經驗的老師都需

要經過多次的實驗和調整，特殊的學生很經過這麼多次的調整而完成作品，他

們的挫折容忍度比較低，如果一次不成功其實他們尌會不太想再嘗試了，因此

我們可能可以依據特殊學生的特質在做課程上的調整。 

葉芷玠老師 

A組心得回饋 

 

今天第三四節課是由

孟燕老師帶領學生進

行螺絲鑽和紙花的科

學小活動，這組的學

生幾乎都很活潑，經

由老師指導的每一步

驟，他們都能很迅速

地完成，一些比較精

細的動作，譬如黏貼

小紙片，有些學生還

會互相幫忙，一人拿

紙片，另一人則是負

責塗膠，看到他們不需要輔導員親自協助，頂多只需要進行口頭提示，尌覺得

非常欣慰。其中一位學習障礙的女學生──小美，她很外向活潑，會跟同組同

學共同完成活動，也會提醒輔導員材料少了哪些，下課時間也會跟我分享她們

上一節課製作的小玩具，我覺得我好像跟一位普通的國小生在聊天與溝通，真

的不會想到原來她的書寫或閱讀有困難，不過小美在實作方面表現得很不錯，

在學校應該要好好發揮這方面的優勢，換個方式學習與評量，未來一定也能很

優秀。 

 

B組心得回饋 

 

今天第一二節課是由孟燕老師帶領學生進行螺絲鑽和紙花的科學小活動，這

組的學生比較少，我也尌有很多時間能慢慢觀察學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

吵鬧亂叫甚至自傷的學生，反而是全程配合度算是最高、最會舉手搶答的輕度

智能障礙學生──小凱。看得出來他有多期待科學營的每個活動，也不會害羞

發問或是裝作聽得懂，課堂中都會問老師或是輔導員，進度也常常是超前的，

也或許在這個環境中，小凱的能力比其他同學來的好，也尌會認為老師應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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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言或是讓他當小老師幫忙同學，當老師沒有點別的同學上台進行實驗而非

選他時，他便開始發脾氣，不配合老師的指令、不繼續參與課程，只是做自己

想做的事，但當老師運用社會性增強的方式，像是口頭的提醒加讚美：「小凱

如果你好好地做下一步會很棒唷~你不是想當老師的小幫手嗎？小幫手要先給

大家好的示範才會是最優秀的唷~」結果小凱想了想應該是覺得有道理，過沒

多久便好好地參與課堂了，也沒再看到他帶著什麼不好的情緒進行活動了。我

覺得適時的提醒學生感興趣的人事物再加上讚美，是處理學生短暫負面情緒的

好方法。 

黃子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第一堂課時，我協助了東光國小的小毅完成科學活動，他進行活動時沒有

遇到太大的困難，也能順利的完成作品和學習單，但是小毅在學習單上的內容

回饋上寫著，他覺得這些課程並

不有趣，很無聊，自己對於科學

活動一竅不通的字句。看到他的

回饋內容，我試探性地詢問他，

問什麼覺得科學課不好玩的原

因，以及寫下對科學一竅不通的

因素。不過可惜的是，可能是因

為相處時間很短暫的原因，小毅

不願意透露他不喜歡科學的原

因，只是不斷重複無聊和不喜

歡，這是我認為很可惜的地方。

若能再深入了解學生不喜歡科學的背後因素，或許也能夠成為ㄧ項未來在教學

上可以提供參考的依據。也許，學生在學校的科學教育中有不愉快的經驗，又

或許只是當天的心情不是非常好，均十分值得探討分析。 

 

B組心得回饋 

 

協助 B組學生上課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高雄啟智學校的小鴻。早上報

到時，他是第一位來的學生，學生的母親有稍微向我們說明，學生是中重度的

自閉症。當時在母親的旁邊，他並沒有出現任何的行為問題。但是到了課堂上

時，小鴻開始出現打腳的的動作，ㄧ開始輔導員試圖要讓他停止這樣的動作，

老師也有糾正他的行為，不過這並沒有讓小鴻停下自我刺激。也因此，在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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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其實學生能夠參與活動的時間幾乎很少。這讓我反思，若學生往後有類

似的行為問題出現時，一昧想要壓制學生的問題行為可能不是唯一最好的選

擇，必頇嘗試使用不同的策略讓學生也能部分參與課程，即便他能夠達成的目

標和我們預期的完全不同，這對學生來說也未嘗不是一種學習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