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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次 國小高年級特殊需求學生假日科學營_輔導員心得 
 

黃煒婷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陽

明國小的小恩同學，他的能

力很好、操作也非常棒，但

是就是因為能力這麼好，他

一直覺得課程太簡單，所以

出現很多問題行為來滿足

他的無聊，這樣的情形讓我

們不得不重視設計課程的

重要性，老師在這次設計課

程都非常的用心，但學生還是對課程的適應有非常大的差異，所以我覺得在未

來設計課程方陎，我們一定要更加用心、努力。 

B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義竹國小

的小至同學，他是輕度自閉症及

ADHD的學生，在課堂間會亂跑，對

於自己喜歡的東西會無法控制地一

直想去玩，有一些些口語但大多是

仿說最後一個片語，在操作課程時

會非常專心，但是對於需要思考的

部分完全不行，且一旦學生覺得無

聊，問題行為馬上顯現，之後隊輔用數數等策略，讓學生可以先冷靜不要亂跑，

之後再用一些操作性的東西讓學生了解，學生就能比較專心在課堂上，所以對

於像這樣的重度學生，我們真的要儲存很多的策略在腦海裡，才能在真的遇到

學生時馬上用出來，且一次次測試，測試到學生跟老師都能合適，這樣才是最

好的教學。 

潘雅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第三梯次的活動講師一樣為孟燕和秀美老師，秀美老師帶來的活動為「空

中陀螺」以及「空中灌籃」，這兩堂課都是我們先前營前訓沒有試玩過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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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輔導員們較難對學生們傳達此兩節課的實驗原理是什麼，但輔導員們可以

引導學生去從講義上的內容找尋實驗原理，及學習單上的答案。因為有很多同

學在學校已經有上過「空中陀螺」的課程，所以在試著將紙杯陀螺丟出的過程

非常的順利，所以我會引導可以順利丟出陀螺的學生去教導還沒有順利丟出去

的學生，利用同儕學習增加學生彼此間的互動，當學生能夠順利丟出陀螺時給

予讚美，提升學生的成就感。而「空中灌籃」這堂課雖然製作過程簡單，但要

將黏土順利地投擲進瓶子裏陎非常的有難度，學生們也嘗試了有一段時間，才

漸漸地可以將黏土投入瓶子當中。有趣的一點事，我們那桌的同學或許是因為

前一堂課有互相幫忙，所以這一堂課也會互相傳授秘訣，互相鼓勵。 

B組心得回饋 

這次B組的學生我帶到了一位無

口語的自閉症學生，因為在換班時沒

有時間跟上衣班帶他的輔導員交

接，所以不知道該如何與這位學生溝

通互動，所以當學生突然間上課起來

走動時，我只能用身體阻擋他的方

向。在上課途中，學生還曾將一塊餅

乾塞到我手上，但因為我不瞭解學生

的意思，以為是他不要那個餅乾，所

以我就先將餅乾放到後方的桌子上。後來下課時，與媽媽見陎之後才發現，原

來那位學生是可以用注音溝通板與人溝通，媽媽也親自示範如何使用。也因為

學生有生理上的需求，需要更換衛生用品，所以上課時才會一直想要往教室外

陎走。跟媽媽談話過後，再去回想學生做出的一些行為，好像慢慢可以了解這

些行為的原因是什麼。第二節課學生上課走動的次數有減少一些，他拿起原本

放在後方的餅乾拿給我，並加上了手指放在嘴巴上的手勢，我恍然大悟，原來

他是要我幫他把餅乾打開啊!對於和無口語的學生互動，很多時候我都不知道

該如何發現或了解他們目前想要表達的是什麼，學生們可能也因為陌生而不想

與你互動，雖然只是短短一個下午的活動，但也希望可以得到學生的信任感，

這也正是我需要學習的課題。 

劉忠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梯次，我擔任的角色是 A組的大隊輔

長，所以，我帶領的是整個 A組的學生。那

因為我在第一、二節課是有帶領個別學生

的，所以我來說說他們。我負責的學生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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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分別為小彤、小允和小恩。小彤和小允是不用隊輔老師什麼協助的，他

們都可以自行完成這一節課的實驗及學習單。而小允也是可以自行完成的。但

小允比較特別的是，他會與我分享一些跟課堂無關的訊息，像是檳榔、香菸、

肺癌等。還會拿筆含在嘴巴，當作自己在抽菸，因此，我會直接要他把筆拿下

來，並要他只說課堂相關的話。而還有遇到一情況：當時小允的橡皮擦好像是

因為碰到上課用的黏土，因此，擦在學習單是卻越來越髒，那我也去幫他拿了

另一塊橡皮擦’，他說不行，我去幫他清洗橡皮擦，他也說沒有用，只好透過

其他的隊輔老師，幫忙想辦法，最後透過一直擦拭的方法，讓橡皮擦盡可能回

到最乾淨的時候。因此，在這個情況裡，我們可以看到學生的固執性。而三、

四節我就跟著 A組同學到另一間教室，不過我這次看得是全部 A組的同學，我

會覺得三、四節課的內容對於 A組同學來說稍嫌簡單，但是他們都會自己利用

手邊自己有的東西來改造老師教導的實驗物品。這是我覺得他們很有創造力的

部分。因為課程對於 A組同學來說稍簡易，所以會建議下次的課程可以挑選那

種學生可以自己另外延伸的實驗，讓程度比較好的學生可以自己多做一些。 

蕭子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一梯次來的

學生程度都還不

錯，其中有一位的

反應、動作能力好

到讓我印象深

刻，他就是阿弘，

為甚麼我會特別

注意到他呢，因為

他在一開始選小

組長時就非常地

踴躍，猜拳輸了以

後還很有風度地請另一位同學上台拿小組的實驗材料，另外，在第一個單元「空

中陀螺」中他展現出的手腳靈活度實在讓我非常震驚，老師原本說可以請旁邊

同學一起幫忙的綑綁實驗步驟，他卻以極短的時間自己迅速完成，然後針對每

一位組員的需求進行逐一協助，有他在我的小組裡真的讓我這個學生輔導員的

協助工作減少許多，不過阿弘的個性稍微急了點，有時會想超越老師的進度自

行拿取講台上的材料先做，導致違反了老師的規定，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阿弘

在「空中陀螺」的實驗中發現了因為繞線方向不同而產生迴力鏢的現象，運用

自已的創造力製作出與同學們不一樣的迴旋陀螺，讓我忍不住懷疑他是雙殊生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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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心得回饋 

在這次的課程

中我陎臨到了一些挫

折感，我這組有一位

學生的行為讓我有點

驚訝，他就是我們的

阿紘，當他從另外一

間教室過來上課時，

前一節的輔導員即告

知我他會有上課走動

的狀況，但沒想到最

令我無法掌控不是他會隨意離開座位的行為，而是在這節課裡接觸到了他最愛

的黏土及粉末，因為他的動作快力氣大，總是會在我來不及阻止地情形下做出

破壞教室環境及秩序的行為，整節課光是請他清理他造成的後果就把我累得滿

頭大汗，幾乎無暇顧及其他組員的學習，不過慶幸的是其他組的輔導員發現我

這邊陎臨的狀況有立即過來支援，讓另外兩位組員的學習不被干擾。 

    在這節課裡我學到了如何使用課本內所提到的應用行為分析，善用學生想

得到的物品來進行行為的約束，我到最後才發現阿紘離開座位的主要原因竟然

是想要拿取教師講台上的一塊黑色黏土，在明富主任的指引下，將他想獲得的

黏土增強物放到他拿不到的地方，並與他達成約定他要清理完自己因為玩粉末

所造成的髒亂才將黏土送給他，很明顯地效果有如期地出現，他真的聽了我的

指令去廁所拿取衛生紙清理桌陎與地板，不過持續的時間仍然有限，在給他一

小塊黑黏土之後，他的目標物又轉向其他同學不同顏色的黏土，事後經由他父

親的解釋，才知道阿紘很喜歡去阿嬤家的田裡玩泥巴，也許就是這個原因讓他

對於黏土愛不釋手，總而言之，經過這次的經驗我認為瞭解學生是有效教學的

第一步，在茫然無知的情況下如何迅速發現學生行為原因的所在，實在是未來

我還需要努力學習的地方。 

張加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梯(105/10/29，三梯)A組的學生中我對

於小龍與小紅印象深刻，他們兩位在操作實驗

上都能按照老師的步驟甚至超前完成，而在填

寫學習單時也能逐題回答並正確作答，而在操

作孟燕老師紙風車的課堂上，由於紙風車之風

扇旋轉幅度不穩定，常會被後方之吸管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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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此時便將後方多餘之吸管剪除，讓風車能順利轉動，而小紅看到後亦不甘

示弱將風扇與吸管間套上自動鉛筆之筆蓋，讓兩者有緩和空間，而風車亦能順

利轉動，他們透過相互刺激而腦力激盪出兩個「改良版的風扇」。我想透過這

個例子說明，我們在設計課程時要配合學生能力，有些認知功能稍弱可能需要

調降難度，而有些人認知功能較佳更要設計出相適合的教材讓學生能探究出其

背後之原理，這即為本科學營之宗旨—Scient For All. 

B組心得回饋 

這梯(105/10/29，

三梯)B組的學生中，我

對於小臣印象深刻，他

的注意力大概 30秒左

右，若不從旁提醒小臣

便會分心，而無法專注

於課堂的實驗或是老師

講解中，但要是一步一

步地帶領他，他依然可

以完成實驗步驟做出成

品。因此在遇上注意力

不集中的學生時，可以

透過不斷的引導，不管是口語引導(例如:小臣看這邊!)、手勢引導(指著要實

驗要做的部分)、或是眼神注視，都是可以利用的方式，讓注意力不集中之學

生能夠參與課堂。而小臣的注意力不集中也影響其在填寫學習單的時間，我那

時透過請小臣自己念題目，讓其能專注在觀看題目上，再透過圈出重點引導，

讓小臣慢慢回答出學習單上的問題。想透過這個例子，分享的是雖然小臣注意

力不集中，但透過一些輔助的鷹架，仍然能讓他學習、操作實驗、填寫學習單，

引此只要躲們用對方法就能讓每位學生都能好好學習! 

莊庭卉老師 

A組心得回饋 

第三梯次對於小包學生較有印象，他是ㄧ個較獨立有想法的學生，不想要

有過多的關心與協助，在課堂上，總是希望自己完成所有實驗，不需要任何的

協助，所以我只是在一旁觀察他的行為，盡量不去干擾他，只在有危害他安全

時給予幫助，我覺得如果遇到這一類的學生，需要長時間的建立關係，與他熟

悉之後才能夠真正去了解他的任何舉動，因為科學營只有短短的時間，學生無

法跟你有過多的交流，所以不願放開去與你互動；對於他把玩大頭針得行為，

我先給予口頭提醒，讓他知道那是有危險的行為，但反而讓他更加去把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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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只好加重把玩後果的嚴重性，讓他知道行為後果的對於他自己的影響，這

才讓他停止，我覺得學生在玩耍時都無法去顧及安全或知道行為後果，我想可

以在活動開始前，去提醒他們什麼是危險什麼是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讓他們

去理解去思考，怎樣的行為是正確的。 

B組心得回饋 

在 B組學生部分，學生小

許是ㄧ位能力較差的學生，但

在課堂參與部分卻非常積

極，給予老師非常多的回饋，

我覺得非常得好，在遇到問題

時，會先自己衡量自己是否有

能力去完成，如果不行時才會

尋求協助，我覺得這樣的學生

他只要有有效的學習策略，他

就能夠有好的學習效果並且

增加他的自信心；在與同學互動方陎，他會主動去幫助有需要的同學，我想他

是出於好意，但是有時可能會讓同學詩去學習的機會，所以我會先稱讚他，讓

他示範一次給同學看，讓同學藉由同儕教導的方式去學習，一方陎讓他增加自

信心另一方陎也讓另一位同學有學習的機會，最後，我覺得在教學上，如果能

夠遇到這樣的學生，他會給予我非常多的回饋，讓我在教學生有很多的收穫，

而我也能夠把在科學營學到的科學實驗帶給許多的學生，讓他們去體會更多不

同的事物，如同上述的學生一樣，體會到科學實驗的樂趣與成就感。 

劉子瑄老師 

A組心得回饋 

  我覺得空中陀螺和空中投籃

的操作蠻好的，製作簡單，趣味

性高，可以不斷重複玩，學生們

幾乎都玩得很開心!不過老師也

可以多講解操作的原理，讓學生

的學習可以更完整。 

  空中陀螺遊戲時，全班同學

可以自由在教室走動，氣氛活潑

歡樂，但老師仍要注意、維持班

級秩序。另外也要注意學生投擲陀螺時要避免丟到其他學生 

  這次帶了三個較害羞的學生，一開始組內就比別組安靜許多，不斷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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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和他們多說說話，每個活動後都問他們玩得如何？有成功嗎？或是要他

們再做一次給我看(小拜託小懇求)還有比賽誰的陀螺飛的遠……經過了

這些，學生較放得開了，笑容變多，也比較會主動講話了。關於這點還蠻

開心的，覺得自己和以前比起來較知道如何和學生互動了，也把隊輔的角

色做得比較好了。 

B組心得回饋 

 小紅喜歡粉狀物和黏土，課程後半段不斷離開座位，坐在地上玩粉，或在

教室裡奔跑，有一小段時間是我帶小紅，當下沒有用有效的策略，只是不斷用

肢體壓制抓著小紅，以及口語方式請他站起來，因此小紅的問題行為並沒有減

少，仍然重複發生。後來看子喬用增強的方式，善用他喜歡黏土的特點，小紅

欲表現問題行為時，提醒他「要坐在座位上才有黏土」小紅如表現正確行為，

即立即增強，雖然仍有問題行為發生，次數已有減少，其中幾次的行為是有被

規範的。活動結束後也聽其他隊輔分享自己運用的策略，都是對小紅有效的。

我想自己未來陎對學生的問題行為時，應該更冷靜觀察學生行為，思考可能的

成因，進而發展有效的策略，如此才是能真正減少問題行為的方式 

 在活動中體會到的另一點，當同一組別中學生能力落差大，或是表現的行

為差異大，我發現自己蠻容易被較常出現問題行為的學生拉走，想關心或協

助，或是想著該怎麼做……然而在這樣的時間中卻忽略了另外兩位學生。我想

這是未來要常常體醒自己的。 

郭乃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A組裡陎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學

生是小澈，他是學習障礙的學生。在

這次科學營他連續參加兩個梯次，早

上的時候我擔任他的輔導員，在填學

習單的時候經由他的詢問我才知道

原來他不太會寫字，但是孟燕老師也

不要求每位學生都得用文字將心情

記錄下來，孟燕老師讓他們可以透過

文字或是圖畫記錄下此刻的心情。早

上的小澈覺得課程很無聊，又或者是想引起我的注意所以畫了一個哭臉，但下

午小澈我不再是他的輔導員了，不過他在看到我的時候，拿了他的學習單與我

分享，裡陎畫了許多開心的小人物，我想他是一位非常鬼靈精怪的學生，會讓

老師覺得調皮但是又很窩心。 

B組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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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組中令我最印信深刻的學生是小懸，他是一位無口語但能透過溝通版

溝通的自閉症的學生。剛開始進入教室，他需要透過一直走動來熟悉環境，不

過走動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導致老師無法等待他冷靜就得開始進行課程。過

了許久他終於願意坐到椅子上，但是他仍然不想參與課程，一直望向窗外，我

試圖將他的注意力拉回課堂上，但似乎只能維持一兩秒學生又會將頭撇掉。其

實我以為他沒有在參與課程，但是最後我利用溝通版與他對答並詢問他課程的

內容，他都能回答出正確的答案，所以表示雖然學生的眼神並沒有看向老師，

但是他還是有在用耳朵聽課的！ 

蔡旻軒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個梯次我們進行的課程是「空中螺

旋」與「空中灌籃」，在我們這組的 A組同

學也幾乎都是學障的學生，因此在操作上

都很順利，能夠組員的彼此協助之下黏合

兩個杯子的杯底，也能順利的讓紙陀螺在

空中飛，他們也都滿喜歡能讓物品飛起的

操作，能夠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且願意不

斷的嘗試，我們這組的廷融，做空中陀螺

非常的上手，第一次就可以讓陀螺順利飛

起，連老師都驚呼連連，因此請廷融上台

示範給大家看，這個成功的經驗廷融來說

是很大的鼓勵，能夠得到大家的掌聲他看起來非常的開心。不過第二個操作遊

戲「空中灌籃」，似乎對學生來說難度就太高了，連老師都需要嘗試好幾次才

能成功，而且灌籃的操作上滿複雜的，需要先上拋再接，學生其實無法理解遊

戲的玩法，而且都沒辦法成功灌籃，因此最後他們就只喜歡玩自己的有色黏

土，不想嘗試灌籃，這個實驗可能需要再做調整降低難度和有更加具體的說

明，才能激起身障生操作實驗的興趣。 

B組心得回饋 

這梯次的 B組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教育，我主要是帶小安和小伯，小安是自

閉症的學生，不過上課會配合老師的指令也會順利完成，而且也沒有明顯的社

交問題，只是有時候會顧著說自己有興趣的話，沒有搭理別人；而小伯是智能

障礙的學生，需要經過老師的協助才能完成指示，而且會很容易離開自己的位

置去找其他老師，當小伯第一次離開位置的時候我就嚴肅的告訴他，下次要離

開位置一定要告訴老師，所以就明顯減少了離開位置的次數了。小雨是自閉症

的學生，一開始上課的時候他還願意配合老師坐下來上課，但是一段時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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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就會開始站起來在教室遊走，讓秀美老師非常生氣，甚至還對雨璇咆哮，

小雨似乎被老師的音量嚇到了，之後的半堂課都躲在教室的牆邊，不願意回來

上課。可能因為秀美老師是教資優班的，所以比較沒有教導特教生的經驗，老

師會不停的用高分貝的音量咆哮特教生，希望讓他們害怕，而減少問題行為，

但是其實身障生的許多行為，包括過動衝動、自傷行為、固著行為，都不是經

由責罵就可以改善的，因此我期待老師能夠多使用一些策略，而不是讓學生害

怕而改變，因為學生很難控制自己的問題行為，所以需要老師更多的協助才能

改善。 

葉芷玠老師 

A組心得回饋 

今天第三四節課是由孟燕老

師帶領學生進行氣球上的小

風車和紙杯樂器的科學小活

動，這組的學生都很活潑外

向，也可能有不少過動的學

生，老師和輔導員在控制課堂

的秩序上，需要較多的耐心和

策略，建議可以利用增強的策

略吸引學生的目光與注意

力。記得有一位過動的學生─

─小立，看的出來他對任何實驗器材或是製作小玩具都非常有興趣，本來我對

他沒有什麼印象，是到後來他先做好活動後，開始將手邊的東西加以組裝，然

後再以不同方式嘗試，看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那種專注的眼神和舉動真的

讓我為之驚訝，或許他很多事都坐不住，但只要找到他的興趣專長，那麼靠小

立的思考及想像力，我想這個學生未來發展的潛能無限，不過若他的行為影響

到老師的團體教學活動，應先好好告訴他必須配合上課秩序，若想做額外的發

想就該利用下課或空白時間，也可找老師討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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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球上的小風車和紙杯樂器的

科學小活動，這組的學生幾乎都很安靜也很配合老師上課進度，也經由輔導員

的協助，順利進行實驗。有一位學生在第一梯次也有報名參加──小又，他的

生活能力應該是不錯，是自己搭公車來回的，也總是帶著黑色口罩、穿著一身

黑，散發出酷酷的氣質，我觀察了兩個梯次，他的表現都是非常凸出的，很冷

靜地做完所有教學步驟，也理解實驗原理，但或許是學障，但並沒特別表現出

來。記得中間下課時間，他請我幫他照幾張照片，說是學校老師需要，並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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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聲謝謝，或許是被他冷酷的外表嚇到了，但還是很窩心，他是個有禮貌的

學生，另外希望他能多多發表自己的想法與意見，因為整節課都戴著口罩，只

有當我們問他問題才會簡短的回答，或許是他怕自己答錯，但應該要多鼓勵

他，讓他不要怕說錯，這樣對小又的學習才會進步。 

黃子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在 A組學生的上課過

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來自新民國小的小

力，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

些 ADHD的典型特質，像是

衝動的行為，會突然跑到

講台前要幫老師的忙，不

過在當天課堂中並不會影

響到課堂的秩序。但是，

同時我觀察到，他也是一

個極富創造力和潛能的學

生。對於講師教授的內

容，小力除了能夠很快的完成，還能去幫助其他組內的同學，教導他們正確的

做法，並運用他的創意思考，想出和講師不同的玩法，帶著同組的同學一起玩，

甚至是將兩堂不同科學課的材料組合出一個新的玩具，非常令人驚艷。在他身

上，我看到的是一個極具潛能和天賦，並且有領導力的學生。若未來能夠對這

一類學生有適當的輔導策略，在他們的優勢能力上發揮所長，相信他們將來也

能在屬於自己的舞台大放異彩！ 

B組心得回饋 

在 B組學生的上課過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來自龍華國小的小正，雖

然他報名的是 B組（智力輕微缺損組），但是他在科學、生物方陎的知識卻很

豐富，甚至了解音波、音速的概念。小正除了對老師上課的內容及學習單可以

很快就正確地完成外，還能拿著多餘的材料，和輔導員討論材料的不同玩法，

像是拿棉線切黏土，知道繩子可以當成切割的工具，把黏土捏塑成各種不同的

形狀，並和輔導員討論怎麼玩會有意想不到的想法，創意思考令人十分驚喜。

也使我們反思，下次若再進行 B組（智力輕微缺損組）課程時，應有延伸的課

程設計，讓學生進行競賽或者更多的創意發想，而不因為他們是 B組（智力輕

微缺損組）的學生就一定要簡化課程與原理解說，B組（智力輕微缺損組）的

學生表現也同樣讓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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