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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采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我這組的學生有四位，宗宗

是個坐輪椅的學生，他是一個
開朗的小孩，我最印象深刻的

是老師請小老師到前面幫老師

發東西時，輪到宗宗，但是他

就說不要，要把機會讓給其他

人，這時候舒芳老師過來，鼓

勵他開著他的電動輪椅出來，

用著誇張好笑的方式，讓宗宗

成功的開著他的車車出來幫老

師發東西，等宗宇回來發東西

時，看到他的嘴角都是笑著

的。 
2.來這邊接觸到特殊生，讓我感覺到城鄉差距，明明都是學習障礙的學生，

在這邊的學生很多字都不會書寫，在拼注音時聲母跟韻母都會寫錯，可是玉

井國小的學生都有鄉下小孩的純樸，對待老師都很有禮貌，遇到不會的步驟

或是問題，都會很有求知慾的問老師。 

3.可能是在上課的地方比較空曠，老師在說明步驟時需要大聲一點，我這組

的學生有的沒聽清楚老師的問題跟指令，但是他們很快地看別組在做甚麼，

自己可以很快地跟上進度。 
 

 

B組心得回饋 

剛進入玉井國小就讓我非常震撼，玉井國小的化育館非常漂亮想到今天一整

天要在者麼棒的地方上課就很開心。 

1.第一堂課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愛的氣球，雖然剛看到可以玩氣球時有點過度

的興奮，但是舒芳老師運用小組積分的制度，讓學生可以很快的冷靜下來，
迅速的把目光轉移到舒芳老師的身上。 

2.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小憲，他帶著一個可愛的小帽子，很喜歡當第一個，在

老師請第一位小老師出來幫忙拿東西時，他立刻舉手說要當第一個，因為舒

方老師一開始就有說明要輪流當小老師，所以當第二位小老師去拿東西時，

政憲可以把機會給別人，知道要輪流，等一下還是可以當小老師，很喜歡被

老師鼓勵，做事情也做得很好。 

3.有些學生在摩擦氣球時，有點害怕，因為他怕氣球會被他弄破，我就抓著

他的手，跟他說不要怕，老師陪你，讓他有安全感的操作科學遊戲。 
 



黃煒婷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玉井國小

的阿茗同學，他的能力非

常好，動作操作及寫學習

單都沒有問題，在上課的

過程中不但很專心，也能
遵循老師的指示一步一步

完成實驗，失敗的時候也

不會生氣，反而會更認真

的一再嘗試，直到他成功

為止。 

1. 課程是學生的自然

增強：在氣球課程時，因

為他喜歡氣球，所以即便

有好幾次沒有成功磨出靜電，他還是很有毅力的一直嘗試，像這樣的學生就

會讓我思考到，我們在設計課程時，如果能知道學生的喜好在哪裡，並依據

學生的能力來調整課程，那每一位學生都能學得好。 
2. 給學生先嘗試的機會：因為阿茗能力很好，並不需要太多的協助，但

因為我已經習慣給學生協助，因此這一次也不例外的總是想要在學生嘗試錢

給學生一些提示，但其實這一位學生都不需要，因此我覺得科學教育的動手

做部分，老師真的應該要養成先給學生自己嘗試的機會，讓學生能在失敗中

探索，並尋求自己失敗的原因，再藉著老師的提示，自己完成這個實驗。 
 

B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之前也有參加的新市國小的阿佑同學，他現在的鑑定是中度

智能障礙，上課有時候會衝動離座亂跑，情緒興奮時說話會變得非常大聲，
受限於認知能力不佳，因次很多知識性的課程都沒有辦法了解。 

1. 運用團體增強：因為老師上課時有運用團體增強版，因此我就在學生

離開座位時跟學生說：「只剩下你沒有回來了，大家都在等你喔，你回來我

們就可以加分了。」學生一聽到，就馬上回來，回來之後我會馬上給他社會

性增強，學生聽到之後就覺得很開心，之後離座的情形也變得比較少。其實
增強系統的使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舒方老師也有分享到，其實像這樣的團

體增強系統如果沒有使用得當，反而會變成霸凌的主因，我真的覺得老師非

常有經驗也非常厲害，在增強系統上運用得恰到好處。 

2. 運用具體例子讓學生了解：學生在「靜電、二氧化碳」等詞彙的概念

都不清楚，我就會用實際的例子跟學生講解，最後寫學習單時我問學生：

「讓氣球把紙屑黏起來的是誰呢?」並將三個選項念給學生聽，學生是可以寫

出正確答案的，這讓我了解到，每位學生都學習自然科學的能力，雖然可能

只能學最簡單的辭彙，但對他、對我們，都是很大的鼓勵跟進步。 

跟學生約定要多注意，且實際執行要讓學生體會後效：因為學生幾乎不會寫

字，因此寫學習單時遇到很大挫折，一開始只寫了一個「好」他就要交了，

我跟他說：「你要多寫幾個字，老師才會給你小禮物。」並跟他約定好，如



果他有多寫字我就幫他拿小禮物，結果他都只是寫一些他會寫的字(好、押、
人、甲)，我要求他仿寫一個「謝」字，他的情緒就上來了，我就跟他說不然

你交交看，老師一定不會給你小禮物，結果老師真的沒有給他小禮物，所以

他最後就回來乖乖地將「謝謝老師」仿寫完。這讓我體會到，有時候老師間

的默契真的很重要，還有堅持自己下的指令也很重要，讓學生知道老師是真

的不會妥協，也相信他們是真的做得到的，學生最後都會有不錯的成果。 
 

潘雅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第八梯次的活動地點為台南市的

玉井國小，對象為玉井國小、新

市國小的中年級學生，講師為彥

霖、舒方老師以及純瑛老師，彥

霖老師的課程為「自製 3D 眼
鏡」及「自製牙膏」；舒方老師

的課程為「撒嬌氣球」以及純瑛

老師的課程「自己充氣的氣

球」。此次令我印象深刻的 A 組

學生為阿勳，阿勳是新市國小三

年級的學生，一開始他非常的害

羞，但是你問他問題，他還是會回答你的問題，表示他是需要一段時間熟

悉這裡的環境，這些新的人、事、物。在動手製作 3D 眼鏡的課程中發現阿

勳的手部精細能力較不靈活，需要輔導員從旁協助才可製作 3D 眼鏡，雖然

阿勳的手部精細動作不佳，但他是個求知欲望很強的學生，當他製作好眼

鏡時，迫不及待想要帶上去看看 3D 圖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而且他也會
試著將眼鏡兩眼互換，以及將兩副眼鏡重疊再一起，觀察這其中的變化及

差異，並和輔導員分享。從這個活動中，發掘了每位學生在自然科學領域

上學習的潛能，證明了這一群特殊生，只要透過老師的教材、教學調整，

他們也是可以像一般生一樣學習自然科學。 
 
 

B組心得回饋 

令我印象深刻的 B 組同學叫做阿德，阿德是

個注意力非常不集中的學生，再加上受到外

在環境因素的干擾影響，所以阿德非常容易

分心，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在阿德分心時，

拉回他的注意力，使他再度專注於課程當

中。也因為阿德容易分心，所以他在進行操

作的過程當中，眼睛時常沒有專注於自己的

操作上，以至於容易做錯、貼錯，因此輔導

員必須時時給予他視覺提示，例如確實告訴他膠帶該貼的方位，並提醒他

眼睛要看著操作的地方。面對這樣的學生，輔導員要時時拉回學生的注意

力，並在學生進行操作時多多給予他提示，而我也發現到阿德的識字量較



少，所以在教材上可以多給予視覺化的圖片，輔導員也可以多給予口頭讚
美，提升阿德的學習的成就感。在寫學習單上，雖然阿德的識字量較少，

但輔導員可用報讀的方式，念題目及選項給學生聽，讓他做選擇；在手寫

部分可以讓學生先說出他認為的答案之後，輔導員可以把字寫在一旁，讓

學生用仿寫的方式，抄寫在學習單當中。透過這些協助，也可以讓這群身

心障礙學生快樂學習自然科學。 

劉忠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梯次我主要協助的學生叫做小茗

和小宇。小茗和小宇都是能力很好的學

生也都很乖。 

先說說小茗，小茗長的白白的，小平

頭。在課程的操作上，小茗都可以自己

完成。因為資料表上沒有呈現小茗的需

求。但我有發現小茗的一些特質，第一

堂課我們製作 3D 眼鏡，因為有需要黏
貼眼鏡的鏡框與鏡架的部分，因此有發

給學生雙面膠，然後我就發現小茗很喜

歡雙面膠，就算黏貼完雙面膠，小茗還是把雙面膠放置離自己很近的地

方，還發現下一節課製作牙膏的時候，小茗在攪拌牙膏的時候還一定要把

整個容器放置在雙面膠中間空洞的地方攪拌，甚至，在最後要移動位置到

下一節課的時候，還順手要把雙面膠帶過去，由此可見小茗對於雙面膠的

固著性。 

再來說說小宇，小宇因為罹患特殊疾病，所以必須乘坐輪椅移動，在學校，

小宇都有阿嬤陪著他，協助他大小事，包括在這一次科學的課程也是。小宇

除了坐輪椅以外，沒有其他需要協助的，小宇的上肢操作自如，小宇的學習

動機也很強烈，因為 3D眼鏡製作完後有要移動到老師的電腦以眼鏡看一個圖
片，因為製作眼鏡不只一支，看圖片的機會也不只一次，但小宇每一次都很

把握；而在自製牙膏的部分，小宇也都努力嘗試以牙膏刷老師發下沾有醬油

的蛤蜊殼，每一次都不馬虎，這是小宇很棒的優點！ 

B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梯次的 B 組學生，我主要協助的是
小坤。小坤在我們之前所辦理的其他科學

營隊裡也有參加，在這一次的活動裡可以

看到他的進步。 

小坤剛到上課位置時，正在吃上一節課老

師所發下的增強物—王子麵。但是因為這

一堂課就快要開始，我就跟小坤說：「老

師再給你 30 秒吃王子麵，時間到老師就

要把它收起來。」這時，小坤就趕快把王子麵塞到嘴巴裡面，幾乎連整個

包裝紙都要吃下去了，時間到的時候，小坤就把整個王子麵給我，這是讓

我驚訝的部分。 

因此我們就進入 3D 眼鏡的課程，小坤在製作眼鏡的時候，很容易把鏡框與



鏡架黏不對方向這時候我就會先黏一邊給小坤看，讓小坤黏貼另一邊的鏡
架，讓小坤有一個示範可以對照，因此，在製作眼鏡的課程小坤可以順利

完成。 

再來是自製牙膏的課程，小坤對於製作牙膏攪拌材料的部分滿有興趣的，

只是小坤有幾次明明我就跟他說要小力的攪拌，不然那些粉狀的材料會灑

出來，但是他就會像是故意的大力攪拌要把材料灑出來，然後就看著我

笑，因此，我就抓著他的手攪拌，以順利完成牙膏。另外，小坤對於味覺

滿感興趣的，有幾次，小坤伸出舌頭想要嘗試牙膏及沾有醬油的蛤蜊殼，

但都被老師制止。 

會覺得小坤進步很多是因為上一次的小坤認得的字不多，而在這一次小坤認

得了許多字，也都可以大聲朗讀出來，因此在寫學習單上也進步了許多。 

蕭子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梯次我主要協助的學生

叫做小濔和小婕。小濔和小婕

剛好是最早來報到的兩位學
生，在上課之前我有與他們的

家長聊了一會天，從家長那兒

也稍微了解了一下他們的學習

情形及注意事項。 

先說說小濔，小濔是一位自閉

症的學生，他跟其他學員最不

一樣的地方是他會不停地跟自

己對話，但其實並不是如此，

一開始我也以為他是在講無關緊要的東西，後來仔細一聽才發現他是在覆

誦上課講師所說過話語，以及他自己對科學實驗的想法，但由於他的眼神

總是向著別處，聲調非常平淡且語度過快，常讓人誤以為他是在自言自
語，此時講師會特意點他回答問題，給予他充分表現的機會，如此一來他

上課不段發出聲音的行為出現頻率的確降低了許多。另外，小濔在實驗操

作上也有非常傑出的表現，在立體眼鏡的實驗中他自己找到了黏貼眼鏡角

的方式，只需要我將剪好的雙面膠及膠帶遞給他，他就可以自行完成眼鏡

的製作，且成品十分的精緻美觀，著實讓我大吃一驚。 

再說說小婕，她是一位蠻酷蠻成熟的女生，上課前她一直在玩她自己的粉

紅手機，還向我介紹裡面的一款遊戲「說話貓」，我也陪她聊了一下這款

遊戲，向她詢問玩法，不過一開始有些擔心她上課時會忍不住拿出來玩，

因此課前就跟她打好約定下課時才可以玩，結果她也真的上課非常專心，

直到下課才拿出手機滑，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事前與學生建立關係的用

處，學生真的會比較聽話，學習也能得到較佳的效果。 

 

B組心得回饋 

 

在這一梯次的 B 組學生，我主要協助的是小辰。她對於科學實驗操作蠻有

興趣的，不過較沒有自信心，像在彥霖老師的自製 3D 眼鏡中，她就常常還



沒嘗試就放棄，直接要求我幫忙完成，但我並沒有直接幫她做，只協助她
一些較需要精細動作的工作，例如:剪撕雙面膠、折紙，並不斷地給予鼓

勵，最後她也能夠自行進行黏貼的部分，順利地完成自己的 3D眼鏡。 

在這一梯次的同學身上，我明顯地看到教學環境的影響，這次我們選在一

個類似體育館的大空間進行活動，外在干擾刺激多，發現講師的聲音很容

易被吸收掉，而這一梯次的學生注意力也相較微弱，分心的狀況稍多，或

許下次在這種場地可能要準備大聲公等相關教學輔具。 

另外，由於這一梯次是屬於中年級組的

學生參加，下課時常會玩追趕跑跳的遊

戲，雖然場地還算寬敞，但看著也讓我

們一些隊輔覺得心驚膽跳，後來好不容

易有學生提議玩一二三木頭人，我趕緊

加入他們，希望他們能侷限在一個較小

的範圍內，我們也較容易顧到，或許之

後的下課我們隊輔可準備一些類似蘿蔔

蹲這種半動態的遊戲，陪同學們一起遊

戲，防止學生到處亂跑。 

張加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第八梯次(106年元月 17日

早上)我們來到臺南玉井國小，

由於校舍整建的關係，我們移

師到學校的體育館舉行此次科

學營，這算是我們很新的突

破，先前都是在正規教室中授

課，這次來到更為空曠的體育

館，對授課講師而言是個挑
戰，但我也發現三位講師都有

備而來，運用了下述策略來讓

課堂順利進行: 

1.          增強制度的應用:舒方老師與純瑛老師透過團體增強、輪流擔

任小組長等方式，讓學生的專注力能保留在老師身上，而不受其他
同學來來往往的影響。但事後檢討時，老師也透露此次使用「團體

增強」是個比較罕見的方式，由於團體增強雖可團結一組，但也可

能造成能力較需要幫助的學生成為指責的對象、被稱為害群之馬。

因此在使用時，需注意每位學生的狀況，學生是因為能力限制而動

作慢、抑或對立反抗行為而動作放慢，前者需鼓勵並提供協助，後

者則可使用同儕力量迫使其前進! 
2.          統一口令:彥霖老師透過材料分袋包裝、貼上顏色標籤，並在

課堂開始就先確認、清點器材，讓學生了解手上有那些材料，在實

驗操作時便能更為快速融入狀況，而在清點數量時，亦需搭配輔導

員指導學生將清點好的器材放入袋中，避免學生一直把玩器材。 

與大家分享此兩種方式，能讓學生更融入科學實驗中。 



B組心得回饋 

在臺南玉井國小舉行第八梯次(106 年元月 17 日早上)的假日科學營，

此次我對於 B 組輕度智障的小天印象深刻，他是屬於文靜型的學生，而跟

其同組的兩位女同學相較而言更為活潑，使得小天一開始並未非常熱情的

參與課程，但授課講師及輔導員運用以下策略，點燃他對科學實驗的熱情: 

1.          輪流擔任小組長:藉由各組內每位同學輪流擔任小組長，到台

前拿取器材，藉此一方面控制班級秩序，另一方面讓平常較不主動

舉手或是較為害羞之同學，有位其他同學服務的機會，藉此增進其

自信心，進而更加參與課程。 

2.          實驗器材分袋:彥霖老師將自製牙膏之器材裝入幾個夾鏈袋

中，並在每個袋上貼有顏色之標籤，在課程操作時，學生不致混

淆，更容易上手，透過此策略讓學生認為做實驗其實蠻簡單的。 

藉由上述策略，增加小天的成功經驗，亦降低實驗操作失敗可能性，使小天

更為融入課程，不論在 3D眼鏡課程或是自製牙膏課程中小天都展現有自信的

笑容。透過這個例子要告訴大家，只要用對方法，科學實驗一點都不難。 

郭乃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善用增強系統 

老師透過增強系統吸引學生注意，

讓學生能夠完全專注於課堂上。此

方式讓較有正義感的學生主動帶領

全組的認真聽課的氣氛。 

教育不該因距離而被忽略 

小欣是一位四年級的自閉症學生。
當老師在要進行下一段課程時：

「眼睛在哪裡？」小欣就會摸著自

己的眼睛：「在這裡。」非常認真

參與課程，並且對於科學也十分感

興趣。 
本次營隊主要希望能透過科學教育帶動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並且使學生能

夠從營隊中所學延伸至其生活。本次教導摩擦靜電的活動中，老師帶領學生

們摩擦桌子、鉛筆、衣服，不僅如此小欣仍不斷嘗試各種材質的物品，例

如：書包、鉛筆盒、裝衛生紙的包裝袋……。 

小欣在結束課程時，在回饋單填寫著，希望還能參加下一梯次的課程。由此

可見小欣對於這次的課程收穫滿滿，看著學生如此認真、向學，告訴著我們
再遙遠的路途對我們來說都是值得的！ 

B組心得回饋 

善用增強系統 

老師透過增強系統吸引學生注意，讓學生能夠完全專注於課堂上。此方式

讓較有正義感的學生主動帶領全組的認真聽課的氣氛。 

給予每一個學生參與課堂的機會 



開始上課前，老師便告訴大家：「每個人都要輪流當小組的小老師，因此
每次都要有人輪流到台前拿教材喔。」 

我帶的小組裡面有三位學生，分別為小止、小李、小天，三位學生皆為四

年級的智能障礙學生。 

在這三位學生中小李對於課堂的參與積極度較高，會一直主動去前面拿材

料，但如此一來小止與小天的參與機會就會被降低。因此我會告訴小李要

給別人當小老師的機會，小李會很受不了的接受我的要求，但是還是能等

待再次輪到自己的時候。 

製造學生成功的經驗 

在摩擦產生靜電的活動中，小李的氣球一直都無法吸起紙屑，小李失望的

表情清楚的寫在臉上，他很盡力不段摩擦自己手中的氣球，但不管怎樣他

就是無法成功吸起來，我告訴他那是因為氣球的原因並詢問小李是否要換

一顆氣球試試，小李此時又充滿鬥志，並且換了一顆氣球，果真換了氣球

後便馬上成功吸起紙屑了，小李十分開心的與我分享她終於成功的喜悅。

給予學生成功的經驗真的十分重要，藉此能提升學生對於自己能力的信

心，並且更樂於參與課程！ 

劉子瑄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次帶的學生是小正和小翔。

小翔認知與操作能力皆佳，能

依老師指示完成操作。小翔較

安靜，極少主動發言，因此在

操作過程中常以問答方式確認

小翔是否了解，或是以與生活

相關的問題引起興趣，另外也

運用了許多社會性增強。和小

翔問答時，觀察到小翔在發言前需要等待較長的時間，發言小聲，且

內容不完整(無完整句子，只有關鍵字)，藉由這些觀察，覺得在小翔

學習與生活中可以多增加口語問答的機會。小正認知與操作能力也

佳，只是常常不配合，對於老師問的問題，喜歡一概回答反向答案(不

要、不會)，在「3D 眼鏡」課堂中，第一支眼鏡尚能配合操作，要做第

二支眼鏡時，表示不願意，對於重複性的活動缺乏耐心與興趣，在不

斷要求與鼓勵、增強後，小正還是做了第二支眼鏡，但細節部分作的

不完整(小正自己也表示「因為不想做才會做這樣」，推測操作的完整

度與小正的態度與耐心有極大關係)。這讓我思考到的是，重複練習是

學生所需的，但如何避免學生厭倦、持續耐心、專注與興趣，也是課

程設計上重要的課題。 

 

B組心得回饋 

這次我帶的是小芷和小婉，兩位學生都非常活潑，善於表達。小 



芷和小婉都是輕度智能障礙，在操作過程中可以觀察到，他們與 A 組

學生的差異在於：在老師沒有提供方法時，較困難於主動、獨立思考

「如何」進行操作，問題解決能力較低(例：黏貼鏡片與鏡架時，無法

自行思考雙面膠黏貼的方式和位置)，另外也較容易出現小差錯，且常

無法自行發現(例：鏡架上下方向黏反)，針對這些，我想可以以提問

引導他們思考，同時以提示策略輔助，搭配多次練習與提示的褪除，

讓他們最終能獨立完成，且培養「思考方法」的習慣。另外，在過程

中提醒細節、引導發現錯誤、再次強調正確概念，則有助於減少小差

錯的發生。 讓我較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小婉，小婉很有自己的想法，雖

然有時固執，會影響操作(例：堅持鏡框和鏡片顏色)或是過於仔細，

導致操作速度過慢影響進度，但其實都是可以解決的，經過不斷勸說

也能改善，因此我想學生能有自己的想法仍是值得慶幸的。小婉在

「自製牙膏」課程中，每種材料在操作時都留了一點，也會和我討論

哪些材料家裡也有，說想要帶回去教家人怎麼做，當下覺得這樣的想

法積極又可愛！而剛好也讓我藉小婉這樣的想法，鼓勵她記憶操作方

式，帶她複習操作步驟。 

蔡旻軒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學生分心時，適時提醒與提示，並以提問的方法拉回注意力。 

這次的實驗課程為自製 3D眼鏡

以及自製牙膏，是屬於比較多

操作類型的課程，步驟較多需

要學生較高的注意力才可以一

連串的將許多步驟完成，這次
我帶的學生有一位是濔濔，是

一位自閉症的身障生，在上課

的時候時常會自言自語，也時

常受外在因素干擾而有選擇性

注意力不佳的狀況，例如容易
被老師的其他教學圖片或者自

己的手錶吸引而不能專心做自己的實驗，但是只要在實作的過程中，將工作

分析更明確清楚，並且在其分心的時候提醒他現在應該進行什麼工作，他就

能跟上老師的步驟，完成作品。 

使用錯誤回饋，再給學生一次機會 

在做 立體眼鏡的過程中，濔濔沒有注意貼玻璃紙的時候應該將紅色玻璃紙貼

在左邊而藍色玻璃紙應該貼在右邊，而彥霖老師看見了，就馬上給與濔濔錯

誤回饋，告訴他說：「你的顏色貼反了喔，紅色應該在左邊而藍色要在右

邊，老師再給你一個試試看」，經過老師的提醒之後，在做第二次立體眼鏡



的時候，濔濔就能獨自正確的完成了。 

 

 

B組心得回饋 

善用社會性增強，提升學生的學校動機 

這一組的學生我是帶憲憲，憲憲在做的過程中都可以依循老師的步驟，獨自

做出正確的立體眼鏡及牙膏，在他做完之後他都會說「老師你看我做的很

快」、「老師你看我做的很好吧」，而我都會適時的給與憲憲社會性增強，

讚美他做的很好，他就會很有成就感，並且有很高的學習動機積極學習。 

利用良性競爭，使學生有成就感 

在憲憲很快的完成之後，我不只會使用社會性增強讚美他，同時我也會告訴

說「憲憲你很棒，你看我們是四組裡面動作最快的耶，我們這組好棒喔！」

而利用這種良性的競爭方式，能夠激發學生的潛能，使學生為了在競爭中突
出而更加積極的參與課程，學生就能夠獲得榮譽感以及成就感，並且使他們

更能專注在課程上。 

柯姿羽老師 

B組心得回饋 

1.我帶的學生障礙類別為自閉症，上撒嬌氣球的課時，學生容易沈浸在自己

的世界，自己玩起氣球，上課時要不斷的問他問題和提醒他要專心才比較不

會分心，舒方老師和純瑛老師運用眼神接觸、點學生回答問題和增強系統吸

引學生的注意力，讓原本分心的學生透過回答老師的問題和眼神的接觸，專

注力回到課堂上，也比較能跟上上課的進度。 

2.在上撒嬌氣球的課時，阿一在做摩擦靜電實驗的時候，常常注意力不集

中，自己玩氣球，我運用了數數帶著學生一起做摩擦靜電的實驗，阿一會很

開心很認真的邊數數字邊摩擦。 

3.在上自己充氣的氣球時，阿成在把氣球套進瓶子裡，這個步驟比較難，阿

成會覺得自己做不到，就想放棄，如果多多鼓勵他，陪他一起做，他就會願

意去完成任務。 

葉芷玠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上課環境：這次我們來到台南玉井國小的化育館(活動中心)進行課程活

動，由於 A、B組分開來同時上課，禮堂空間也很大，老師需要提高嗓門講

課，學校下課期間也會有其他學生跑進來嬉戲玩鬧而影響科學營上課秩序，

不過看到學生很認真地參與活動，我認為不論是在什麼環境都能積極投入學

習這樣的態度很值得讚許。 

2.學生個案：令我印象深刻的學生是小員，她的障別是學習障礙，在進行實

驗操作時她都非常認真，不太需要輔導員的協助，不過在寫學習單時，當她

遇到寫國字的困難，會先試著自己寫一遍，若真的不會，會再請我寫一遍，



不是全部放棄或都不試著寫只尋求旁人協助，這樣的學習態度我非常欣賞。 
3.實驗材料：這次的單元是應用氣球靜電原理，讓學生自己打氣氣球進行摩

擦起電，來感應各種材質的物品，看見學生不只會感應老師所說的東西，還

會自己拿氣球去接觸不同材質的物品，從這點就能看出學生有腦力激盪的潛

能。 

B組心得回饋 

1.上課環境：這次我們來到台南玉井國小的化育館(活動中心)進行課程活
動，由於 A、B組分開來同時上課，禮堂空間也很大，老師需要提高嗓門講

課，學校下課期間也會有其他學生跑進來嬉戲玩鬧而影響科學營上課秩序，

不過看到學生很認真地參與活動，我認為不論是在什麼環境都能積極投入學

習這樣的態度很值得讚許。 

2.學生個案：令我印象深刻的學生是小天，在老師進行實驗步驟講解時，小

天有認真聽講，但在自己操作時還是遇到了很多問題，常常會突然停滯，在

經過我的詢問和協助，他就能自行完成而且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我認為小

天的理解能力或許比較慢還有需要更清楚的解釋，才能讓他明白，所以只要

多花一些時間，很多學習障礙都可能一一化解。 

3.實驗材料：這次的單元是應用氣球靜電原理，讓學生自己打氣氣球進行摩

擦起電，來感應各種材質的物品，由於學生認知能力稍顯不足，所以比起讓
其理解實驗背後的原理，看的出來學生更想要的是操作後直接得到成效刺

激，但我認為至少在他們心裡留個印象，在未來學習上一定會有所幫助的。 

張珮娟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 科學營場地的設置是在玉井國小的體育館(化育館)，在下課期間會有除

了參加科學營以外的小朋友進入，在體育館裡玩遊戲和跑跳，可能會造

成參加科學營的學生因為嘻鬧聲而分心，也會影響老師上課教學過程，

要講話更大聲才能拉回學生的注意力。 

2. 我覺得彥霖老師上課所需的物品準備得很好，事先依照公克數利用夾鏈袋

包裝各種粉末，上面貼有顏色的貼紙分類，液態的罐裝容器也有在上面畫

線，代表要倒多少，讓學生很好分辨現在的步驟要加入什麼以及多少材料。 

B組心得回饋 

在 A、B組下課換位子時，我有注意到有兩位女生，其中一位對另一位女生說

妳的學習單寫很少字，我寫很多，諸如此類的話，導致她們兩個互相搶學習

單想要攤開，還好這時有輔導員經過並安撫兩位學生，也安排她們兩個座位
不要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