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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舒方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一開始的課程是清桔老師的吸管排

笛，因為是固定重複的動作，發現有

些學生會感到不耐煩，但在各隊輔的

協助和鼓勵下，大部分都學生都有明

顯的安定下來。 

2. 在邊比對吸管長度又要邊想辦法

剪斷的步驟，可以發現很多學生很困

擾，量不好也剪不好，但也同時發現很多學生會主動腦力激盪的

想辦法解決，這也達到科學營的目的之一「主動覺察並解決問

題」！ 

3. 這次一開始同桌的小呈和小宇處在很好的幫助關係，但卻在後

來變成了競爭關係，小宇會把所有作品的進度與韋呈比較，並對

小呈口處惡言，在這當中我好好地跟小呈講道理，並教導小呈和

小宇如何與自己不喜歡的人相處，包含：忽略、保持距離，最後

他們互相選擇了保持距離並換桌，雖然保持距離後一開始還是互

相針對，但後來也學會了忽略對方，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真

實的社交經驗！ 

 

許純瑛老師 

B組心得回饋 

製作果凍，老師先運用影

片讓學生看溶解的現象，

再用實務操作給學生看，

並讓學生體驗攪拌，很明

顯的可以發現，學生在操

作時的專心度比看影片時

好很多，因為學生對於食

物很有興趣，兩節課的過

程都能聽指令完成，只需

要輔導員的部分協助。 

下半場兩節吸管排笛跟浮沉玩偶，因需要較多的美工操作，學生

需要較多的協助，像是吸管劃線剪裁、壓吸管黏貼等，需要反覆

且較精確的操作，對於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生較容易表現出不耐煩



或急於完成，但老師和隊輔都能運用口頭的稱讚，適時轉移學生

的注意力，減少因焦慮而產生的情緒問題。 

下課後聽到學生跟家長分享課堂的作品，主動向老師表示課程很

好玩，下次還想要參加，看到學生的反應覺得辦科學活動很有意

義。 

黃煒婷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小呈同學，這

位學生是一位自閉症兼資優的學生

(雙殊生)，在上課過程當中，可以

非常明顯的發現他跟其他的特殊生

不一樣的地方，他很聰明、極具思

考能力，不但能獨自完成科學實

驗，更能從探索中發現很多別人學

生無法發現的變項，例如：所有學

生都只有說老師學習單上的「快速

做果凍」的方法，就唯有這個學生

發現學習單以外的變項，老師知道學生有更多發現之後，馬上有增強這個學

生，並引導學生做更多的思考。 

看到這樣的學生，我就不禁會思考，像這樣的學生如果在普通班上課，可能

會因為自閉症的關係無法與一般生合作學習(科學實驗通常都是分組的)，再

加上他有資優特質，好勝心很強、也比較無法跟別人分享，就唯有在項假日

科學營這樣的營隊，有隊輔老師、特教老師、自然老師、資優班老師等這麼

多老師的協助下，學生才有機會體驗到什麼叫做互助合作的樂趣，以及學習

科學的成就感。那以後我們當了老師，在人力及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我們應

該要怎麼樣才能讓像這樣的學生在適性及有個別差異的狀態下跟大家一起學

習呢?這不但是我從現在開始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提醒我，以後當老師時，一

定要跟科學營的所有老師一樣，能時時關心學生、發現學生的狀況，進而用

許多策略彈性的調整課程，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學習科學。 
 

B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一次也有參

加的許同學，這位學生真的非

常乖，而且這一次的課程試做

果凍，學生非常有興趣，之前

有發生過他常常會不小心分心

的情形，這一次都幾乎沒有出

現，不但能專心的跟這老師的

實驗步驟，還能在老師問問題

時回答一些較為簡單的問題。 

看到這一位學生這一次的轉

變，讓我發現到課程中加入學



生喜愛事物的元素有多麼的重要，學生不是學不會，有更多原因是因為他對

課程沒有興趣，所以沒有辦法專心在課程上，既然無法專心，就當然沒有辦

法聽懂上課的內容，所以教學前可以多打聽學生的喜愛物，加入教學當中，

學生不但能更加專心上課，也可以有更好的學生成效。 

 

 

潘雅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第六梯次的活動講師為清洁老師和

慈愛老師，我是在清洁老師那一班

擔任輔導員，清洁老師的課程為

「吸管排笛」和「浮沉娃娃」，這

兩堂課在營前訓時已經有先試玩

過，所以對於清洁老師的課程內

容，輔導員們較為熟悉，比較知道

該如何協助學員製作。此次 A組的

同學參加人數較多，所以在秩序上

較難控制，一位輔導員會帶到兩到三位的學員，因此較難顧及到每一位

學員的學習狀況，不過因為教學步驟都不會太困難，所以就會讓能力較

好的學員去協助較有困難的學員，達到同儕學習的效果。在 A組令我最

苦惱的一件事就是發材料，因為每一個材料的顏色都不一樣，所以當老

師將材料一發下來，學員們都會用搶的去拿到材料，如果拿不到自己想

要的材料就容易發生爭吵。未來建議老師們可以讓每桌學員輪流當小組

長到台前拿材料，小組長拿完材料回來就可以先選擇，減低因拿材料所

發生的爭吵情形，而輔導員也該擔任公正的仲裁者，當學生發生爭吵

時，先請他們冷靜下來，並詢問爭吵的原因後，想出最好解決爭吵的辦

法。 

 

 

B組心得回饋 

B 組學員的參加人數較少，所以對上課老師和

輔導員們來說可以較為放鬆一些，教學流程也

較為流暢，較少被學員的問題行為所干擾，學

員們的能力也蠻好的，有些步驟可以自行完

成。輔導員只需要在學員有問題時適時給予協

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B 組有一位學員叫做小

楷。小楷非常的有禮貌，當他第一個走進教室

時，如果發現後面還有人還未走進來，就會站在門邊，等後面的人也進教

室之後再將門關上，這樣的貼心舉動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也因為他的阿

嬤對他的教育是「看到老師要問好，看到教授要問好」，並搭配鞠躬動

作，所以當小楷看到老師時，都會主動跟老師說早安、問好。而這也顯示



出家庭功能的重要性，雖然學校會推廣品德教育，但仍需要家長的支持與

合作，才能發揮最大的成效。 
 

劉忠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梯我是協助一個叫做小彤的女

孩，她給人的感覺就是白白淨淨的，不

過感覺來的時候頭髮沒有整理。帶著她

一起做實驗的時候，會感覺她沒有什麼

精神，做實驗操作時也沒有什麼力氣。

問她說怎麼看起來這麼累?她回答：因為

我昨天玩到很晚，晚上 11點多才睡，這

時才知道，因為早起來參加活動，所以

沒有什麼精神。所以，這是一個可以思

考的點，應該讓學生有好的精神來上課，這樣才會有好的學習成效。在過程

中，小彤操作並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在做「浮沉玩偶」實驗的時候，讓

我有一個新的發現，起初，小彤在做浮沉娃娃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問題，到了

要裝水的時候，小彤就拿著寶特瓶到廁所裝水，裝玩水之後，小彤就把水瓶

給我，我就把蓋子蓋上，之後我拿水平要給小彤壓壓瓶子試試看浮沉娃娃會

不會沉下去，小彤就不敢碰了，小彤說很髒，那時候我以為是覺得瓶子髒，

所以我換了一個瓶子給小彤，但裝了水之後小彤還是不敢碰？之後才知道小

彤是因為廁所洗手台的水髒才不敢碰，之後，就帶著她去裝飲水機的水來實

驗。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學生會對一些事情的執著，小彤可能認為寶特瓶就

是要裝喝的水，裝了廁所的水就是髒髒的，所以，我們都一直在學習，也從

他們身上學到不同的應對進退。 

B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梯次的 B組學生今天只有兩個，這兩個學生都很乖，他們都會一步一

步跟著老師實驗，只不過他們需要的是多一些時間。說說小祺，小祺之前有

來過假日營，不過可以感受到他今天跟上次很不一樣，可能是因為今天上課

的老師跟小祺是同一個學校的關係，也可能是熟悉了環境，小祺變得比較多

話，跟老師互動也很好。小祺會比較有問題的是在「浮沉娃娃」的時候，將

迴紋針夾在滴管上面，小祺只是硬推迴紋針，靠運氣夾到滴管上，所以，我

利用聯想的方法，要小祺找到迴紋針有兩個「屁股」的那一邊，才可以夾到

滴管上。另外，小祺是一個很乖的學生，可能是阿嬤的關係，阿嬤很注重他

的禮貌，小祺進門之後，總是會留在門旁，等最後一個人進來之後，再把門

關起來，另外，小祺在假日營結束之後，也會來找教授道聲再見，然後才離

開。應該是家庭的關係，讓小祺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小孩。 

蕭子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 除了舉手搶答外，慈愛老師還採用了趴在桌上、摸鼻子、摸耳朵等搶答

方式，來讓同學專心於課堂的問答，我發現這對於國小的學生真的超有效

的，而且趣味性十足，也許之後我們發現學生對於舉手感到無聊的話，可



以使用此種策略試試。 

  

2. 學生狀況 

在這一梯次的營隊裡我最有印象的是一位很愛畫畫

的學生小宇，他常利用老師講解實驗的時間在講義

上的空白處畫一些卡通角色，我有湊近前去看看，

發現他畫的角色實在非常逼真，一開始我有給予他

口頭的讚美，但後來發現他分心在畫畫的時間越來

越長，影響到了實驗的學習，只好跟他約定下課後

才可以畫畫，他一開始不太願意，但後來用他有興趣的實驗部分來轉移他

的注意，才讓他不會一直畫畫而不上課，另外他在座位的安排上也很有自

己的主意，硬是要將椅子轉一個方向坐，此時老師採用一個很棒的方法，

就是扣留該生有興趣的實驗材料，等他自己將椅子轉回來才給他，這個效

果實在非常有效，小宇儘管一臉不情願，但很快便主動將自己的座位調整

回原位。 

 

張加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此次 A 組學生相較於 B 組學生多很

多，他們在進入第三堂課—快速做果

凍時，非常浮動與躁動，而在這個情

況下，我發現豐富的慈愛老師利用了

下述策略，迅速讓班級進入一個穩定

的狀態: 

1.簡單的增強系統:以「每桌」為單

位來操作增強系統，讓每桌同學可以

互相提醒要遵守班級公約 

2.器材作為增強物:利用製作果凍時

所需之器材作為管理秩序的工具之一，在發放器材時搭配公約，讓遵守約

定的學生可以優先拿取器材，讓稍微躁動的學生透過楷模學習，而願意遵

守課程規矩 

3.不強求反抗學生立即遵守規矩:有些學生不會因為增強系統的操作而立即

聽從規範，此時在未建立關係前慈愛老師選擇先不強行約束，但會漸漸利

用後續機會營造讓學生遵守的可能，例如:表現好的同學可以先得到器材、

或是問其簡單的問題而給予稱讚…，慢慢建立關係與默契後，此學生便也

能融入課程中 

透過簡單的行為學理論，讓學生能遵守秩序及讓學生更能融入於課程中，這

是我這次從慈愛老師身上學習到的。 

 

B組心得回饋 

在第六梯次 B 組的學生中，我對於阿凱非常有印象，阿凱也有參加過先前

的梯次，所以他對於輔導員們都非常的熟悉，相比之下這次的他更活潑、



更勇於發言，在他此次的表現中，我發現了「.環境營造」的重要性:由於

此次 B 組的學生較少，因此阿凱能獲得充分的操作與發表機會，使其對於

課程有極高的參與度，甚至在相較起來比較枯燥—製作吸管排笛過程中，

阿凱仍十分興奮地與老師互動。透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由於阿凱獲

得充分的舞台揮灑自我，使得其對於課程有充分的參與程度，因此我們在

設計課程時，要記得給予學生舞台，適時讓學生發表意見或是動手操作而

成功之經驗，讓學生可以更加融入課程之中。 

另外，我們也發現由於奶奶常會教導阿凱「感恩」、「惜福」的道理，阿凱

在課程結束後還特地向本次營隊主持人—蔡明富教授鞠躬感謝，由此可以得

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莊庭卉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一次對於小勳同學較有印象，在上課

之前與學生聊天時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一

位能力不錯的學生，在上課時，對於老

師的每個問題都會自己思考，然後說出

答案並向我們求證，希望得到讚美，對

於老師的要求也是有求必應，是一位優

良的學生；在面對同學的問題行為時，

也會去提醒同學，並自己親自示範，讓

同學知道，也是一位可以成為同學楷模

的同學。所以我覺得可以針對學生的能力，設計更加精進的實驗與學習

單，讓學生可以接受與了解更多，讓學生對於科學時燕有更多更加深入的

了解，老師對於學生的優良表現也可以給予增強，以維持他對學習的動

機，並讓他願意教導其他同學，藉由教導學生更可以知道學習的樂趣，最

後，覺得科學實驗可以跟劇學生的能力去調整難度，讓能力高與低的學生

都可以開心輕鬆的去學習，他們也可以彼此交流相互教導對方。 

 

B組心得回饋 

本周 B 組的學生因為很多請假的關

係，造成學生只有兩位，也因為如此

我觀察到老師對於 A 組 B 組學生教學

上的不同，在 B 組時，老師可以與學

生有非常多的互動，學生在操作實驗

實也都可以親自操作，不必與他人爭

搶，學生之間的互動上，也因為人數

較少的關係，學生可以自由沒有壓迫

的表現自己，每當老師提問時，都可

以大聲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學生相互之間也會模仿，他做什麼那自己也做

什麼，我覺的小班制可以好好利用同儕教導，讓學生彼此之間相互交流教

導，老師在一旁做為輔助，學生反而可以得到更多，其溝通能力會有一定

的成長，對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會較於樂意，因此我覺得可以設計互動較

多的科學實驗，老師去引導學生之間向互討論，讓學生藉由分享彼此的想



法，激發他們的潛能，從中得到科學實驗的樂趣。 

 

郭乃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善用增強系統。老師透過增強系統管理

班上原本吵雜的秩序，使學生為了能夠吃

到自己喜歡的口味，而積極參與課程，並

且能專注於課程中。 

2.分組教學使學生能透過彼此的差異進行

互補。我這組的學生有兩位分別是小力與

小美。小力對於分組競賽十分積極，而小

美因為昨晚太過晚睡導致精神不集中，但

是因為小力很想被老師加點，所以會積極度促小美參與課程。從這互動過

程中，使小美恢復精神，並且為小組榮譽遵守老師的規則。 

3.學生情況： 

兩位學生中令我印象較為深刻的學生是小美。小美一到座位就告訴我她很

想睡覺，原因是昨天太晚睡了。因為小美精神不濟導致她難以集中注意

力、對於課程提不起興趣。但是透過老師及小力的互動，小美終於打起精

神參與果凍的製作，並且在製作果凍時勇與表達自己的喜好、替自己爭取

其他口味的果凍，看著學生能投入課程，不論是對於正在教課的老師或者

是輔導員，無疑地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B組心得回饋 

1.事先調查國小行事曆。今天湊

巧碰上許多國小的運動會，因此

前來參加的人並不多。 

 

2.降低參與的人數，使每位學生

的教學成效達到最高。此梯次的

Ｂ組僅有兩位學生，分別是小言

與小禾。因為只有兩位學生，所

以老師的教學可以放慢速度，依

照學生的能力立即進行調整。 

 

3.教學內容： 

(1)使用學生喜愛的食物作為課程設計，不僅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更可以給

予學生課後的增強，讓學生有滿載而歸的感覺。 

(2)利用製作果凍學習溶解，讓學生因為要得到做果凍的機會，所以更加投入

課程中。 

 

4.學生情況：在小言與小禾中，小禾相較起來較為主動，雖然小言一開始聽

不懂老師的提問，但是在小禾幾次的主動回答後，小言也開始投入課程，透



過同儕模仿小言也會主動回答老師問題。 

蔡旻軒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個梯次我兩節課都是帶到 A 組

的同學，分別是小亦、小遠、小宇，

小亦在免對挫折感的時候，他會喜歡

躲到桌子下面，而且他對別人的讚美

很排斥，當我口頭讚美說他做得很好

的時候，他就會跟我說哪裡有好，因

此我發現他不太喜歡別人讚美他，我

就開始不將讚美作為增強，但是在他

做得好的時候還是給予讚美，並詳細

說明為何我會讚美他；小遠是功能滿

高的學生，第二堂課老師使用團體的增強系統時，小遠就會開始想要爭取

團體的榮譽，因此就會責備破壞團體秩序的同學，我會告訴他不可以這樣

跟同學說，老師會糾正他；小宇在上課的時候常常都不專心聽老師上課，

但是他非常喜歡畫畫，所以就會一直在學習單上面畫畫，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就會不斷的提醒小宇，要他專心聽老師上課，但是我覺得下次我可以先

不要提醒他，等他做不出來的時候，再跟他說，因為你沒有專心聽老師上

課所以你才不會，所以下次你一定要認真聽老師上課，在這樣的後效之下

可能糾正紹宇會比較有效果。 

 

 

張珮娟老師 

A組心得回饋 

我這次所在的梯次是在清桔老師的課堂協助拍攝，因為今天是許多國小的

運動會，有很多已報名學生今天都沒來科學營或是晚來報到，導致我們延

後上課時間，讓清桔老師在 A 組上課時，課程很緊湊，省略了很多科學原

理和讓學生表演表演的時間，老師的課程有「吸管排笛」和「沉浮玩

偶」，在「吸管排笛」中，我覺得很好的是老師有在講義畫出所需吸管長

度的實際大小圖，讓學生可以直接對應著剪下，有很多速度快學生可以自

己順利完成，讓小組的對輔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協助較慢的學生。「沉浮玩

偶」的課程讓很多學生都很感興趣，例如要自己嘗試需要多少根迴紋針才

能讓玩偶順利的上下漂浮，它的玩法也是學生比較喜歡的，唯一要注意的

是學生會不小心把整個寶特瓶倒過來，因為會讓水充滿玩偶造成玩偶沉到

水底，學生想要把玩偶拿出時，會不小心用濕桌面或自己。 

 

B組心得回饋 

今天相較於 A組，B組只來了兩位學生，分別是小凱和小俊，但也因為只有

兩位學生，可以觀察到老師教學上的不同，老師一對一的教小凱做完吸管

排笛和沉浮玩偶，也因為小凱是清桔老師任教國小的學生，讓他們有很多

話題可以聊，小凱偶而出其不意的問題，總讓老師和對輔們學的很有趣。



我後半段和學姐交棒帶小俊，小俊是一位很安靜的學生，整堂課下來幾乎

沒有跟我說什麼話，小俊在做吸管排笛時相較於小凱是比較慢的，我發現

小俊在黏貼吸管方面比較有困難，精細動作較不好，但是在接下來老師先

示範的沉浮玩偶下，他就有表現的比做排笛還要積極的興趣，雖然小俊無

法自己成功的把迴紋針套到玩偶上，在我的協助下，他也是很努力的完成

了，還一直說想要在做一次。 

葉芷玠老師 

A組心得回饋 

今天第三四節課是由慈愛老師帶領

學生進行快速做果凍和果凍馬賽克

的科學小活動，這組的學生比較興

奮好動，尤其本次的活動是有關學

生最喜歡吃的甜點果凍，所以要如

何控制場面、維持秩序，好讓課程

能順利進行，這讓慈愛老師發揮了

很棒的增強制度，首先進行分組在

黑板上紀錄每組的組別，再說最快

趴下或配合的小隊能獲得圈圈點

數，點數最高的小隊最後能優先選擇果凍口味，這個簡單的方法證明是最

有效的方式，省去很多需要花時間、力氣去場控的麻煩。另外，有位過

動、自閉症的學生──小羽，他非常喜歡畫圖，所以常因埋頭畫畫就沒有

專心在上課，也會想跟隔壁同學講話聊天，經過隊輔老師的有效溝通，小

羽的專注力能繼續維持個三分鐘，所以他還是需要不斷給予口語和手勢提

醒，也把所有會影響得刺激移除，或是我們會跟他約定，只要他畫完他目

前的圖，就要聽老師上課，這也是有用的策略。 

B組心得回饋 

今天第一二節課是由慈愛老師帶領學生進行快速做果凍和果凍馬賽克的科

學小活動，由於這組的人數較少，所以老師跟每位學生的互動比較頻繁，

實驗進行也比較順利。有一位智能障礙的學生──小啟，他已有參加科學

營的經驗了，原以為他本身比較內向害羞、不太會說話，沒想到在這次科

學活動中，是最踴躍、最興奮的學生。因為這是主要是做果凍的課程，非

常能激起學生專注投入的動機，也沒有出現什麼問題行為，大家的配合度

都很高。下課期間，我跟小啟到走廊聊了一下天，發現跟他的問答都非常

順暢，他說要看風景還分享他在家裡學校的事給我聽，算是個慢熱的學

生。另外，看的出來小啟的奶奶在對小啟的言教和身教都有想當大的投

入，課程結束會和小啟一起向老師致謝，抱持感恩的心謝謝老師帶來的活

動，這是非常棒的身教。 
 

黃子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早上的報到情形較為混亂，有許多學生出現遲到的情況，不僅報到組會較

晚進班協助，課程也有延後開始，因大多數學生都未到齊。下次可先在前一



天打電話和學生家長確認學生的出席，也可有提醒之作用。 

2、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樹國小的小亦，在課堂中小亦都能跟上老師的節奏，

學習單的完成狀況也很迅速，但是我發現小亦會在課堂上出現衝動的行為，

像是突然離開位子，或是想要出教室。此時，輔導員會立即給予小亦口頭的

提示，請小亦回到位子，大多數的時候，小亦都能好好配合輔導員，但有時

候則是會繼續他的衝動行為。若小亦出現這些行為，輔導員就必須優先處

理，但是相對地，其他同組學生就難以顧及，因此我認為，同ㄧ小組中，應

該還是至少有兩名輔導員，較為適當。 

 

 

劉子瑄老師 

A組心得回饋 
l    在課程安排方面，

「吸管排笛」課堂中大部

分的時間是學生藉由操作

完成排笛，操作能讓學生

有完成作品的歷程，也是

多元能力的應用，同時起

學生學習興趣，因此操作

有它的好處，但我想操作

或許並不是課堂中最重要

的部分，操作之外，課程

主題的呈現、知識的傳遞和引導也很重要，在操作之後，若有老師引

導學生們吹排笛，比較音高與吸管長短的關係，或許能讓操作與科學

知識更為結合，課程安排也能更完整。果凍製作的課程，我想以製作

果凍讓學生了解「溶解」可以引起學生動機，是很棒的題材，和其他

課程不同的是課程安排，與老師的策略運用。老師在原理說明的部分

著墨較多，運用簡報、影片，搭配學生喜歡的食物，加上頻繁問答和

實物觀察，因此蠻能維持學生注意，以多元的方式達到科學知識的傳

達。另外，老師運用了許多策略，例如問題搶答、改變搶答方式(手摸

鼻子、手放頭)，這樣遊戲的方式大大增加了學生的參與感，還有老師

要同學安靜時請大家都趴下，搭配小組增強，此策略能有效控制秩

序，但小建議是或許可以改趴下為其他方式，因為有學生表示「想睡

覺、要開始睡覺了」，或是有學生從趴下

到起來專注課程需要較多時間。 

B組心得回饋 
l     這次小組有三位學生，普遍能力佳(操

作能力、認知、多能配合課堂進行)，但

三位學生的情況仍有不同，因此在課程中



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小泉為輕度 ASD，在課程進行前即會主動分享自己

有上過原理或有做過類似的活動，操作時幾乎不需協助便能完成，因

此對於小泉，會在他主動表達時繼續引導或表現興趣，讓他的表達更

完整，課程後半部小泉注意力較低時，也會問他問題，較需注意的是

小泉在操作時非常仔細、反覆檢查，因此須多提醒他加快速度(「你看

XX快完成囉！我們趕快跟上！」)。小籽操作與認知很好，但較常表現

「沒興趣、不想做、不喜歡」，但態度溫和，因此不會正面要求他配

合，而是多與他互動，給予增強或和他討論如何完成操作、用了哪些

方式……藉此 Push他參與課堂。小卉在課程中(閱讀、書寫)並無明顯

的學障表現，在第一堂課參與的動機較低，注意力也較低，常常提醒

一步完成一步，完成後停下發呆。第二堂課明顯表現活力(小卉很喜歡

吃東西，或許是被果凍或呈現的食物吸引)，但同時表現一些不適當行

為(拿出玩具、畫畫)，考慮到小卉多能在提醒後配合，因此態度並不

嚴厲，以較親近的方式和小卉建立約定，然而小卉仍不斷拿出玩具，

甚至到後來有點像想和我玩，事後思考覺得自己在表現友好與嚴格的

區隔還需要更加明顯，注意到學生多次表現不適當行為就應改變態

度，並確實執行處罰。另外也發現到自己須注意自己和學生的距離，

以及適當師生關係的建立，小卉後來有些過於親近、輕率的行為表

現，應該適時糾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