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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闖關活動之實施─ 

以朴子體育館場次為例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參與科學闖關活動之實施成果，本次

科學闖關活動結合科學探究及科學動手做活動，共由12名教師協助設計教材，每

關卡依據學生能力分為A組(學習功能輕微缺損學生)和B組(學習功能嚴重缺損學

生)，實施時皆由嘉義大學特教系大學生擔任關主，並各關配置一位現場教師處理

突發狀況及協助學生闖關。此次參與學生共129名，由特教學生自我回饋發現，A、

B兩組學生在認知方面成效分別達九成七和八成六，在技能及情意方面成效均達

九成四以上。另從大學生關主在本活動問卷回饋中，其表示學生有提昇科學學習

興趣及願意動手做科學活動。顯示本次科學闖關活動，對國小特殊教育學生具有

正面的成效。 

 

關鍵詞：特殊教育學生、科學探究、動手做科學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science activities on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in Chiayi County. The activities of science 

carnival combined science-based inquiry and hands-on activities. The science activities 

were developed by 12 experienced teachers in science.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 of 129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science activities can raise scientific knowledge, skills and interests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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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科學教育白皮書」提及我國

科學教育目標為「使每位國民能樂於學

習科學並了解科學之用，喜歡科學之

奇，欣賞科學之美」，並說明科學教育

是一項全民教育（教育部，2003），其

內涵表現於外則為關懷特殊族群的科

學教育。有鑑於此，身心障礙學生的科

學教育是值得重視的議題。另在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國民中小學

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

域，指出科學學習的方法，應從激發學

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主動學習的意願

為起點，引導其從既有經驗出發，進行

主動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

生能具備科學核心知識、探究實作與科

學論證溝通能力。並訂定課程目標為啟

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建構科學素

養、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

礎、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

與行動力、為生涯發展做準備（教育

部，2018）。故本科學闖關活動，結合

科學探究及動手做科學活動，符合自然

科學課綱精神，以利提昇特殊教育學生

參與科學的興趣，並增加學生的科學知

能。 

貳、科學探究與特殊教育學生的

科學學習 

Browder 與 Spooner(2011)整理教

導中重度障礙學生的相關文獻，指出特

教學生需要採取探究本位的自然科學

學習，經由科學探究教學有助學生對科

學世界的好奇與瞭解、提出問題與分享

發現、以及提昇生活品質。根據研究顯

示，動手做科學活動除有利提昇一般學

生的學習興趣（Holstermann, Grube, & 

Bogeholz, 2010），針對國內特教學生的

科學學習興趣及知能亦有正面成效（蔡

明富、陳振明，2015；蔡明富、陸奕身、

陳怡婷，2018）。故本次科學闖關活動

乃結合科學探究及動手做科學活動，以

激發特教學生的科學學習。 

Champagne、Klopfer 與 Anderson

（1980）設計 DOE 探究式教學流程，

依序為示範（Demonstration）、觀察

（Observation）、解釋（Explanation）

進行科學探究教學先由教師示範、再讓

學生觀察與操作，最後讓學生提出解

釋。Gunstone 與 White（1981）提出

POE 探究式教學，POE 教學流程的三

個步驟依序為預測（Prediction）、觀察

（Observation）、解釋（Explanation）。

在科學探究的教學中，常採取預測、觀

察、解釋之教學策略來實施科學教育。

蔡明富（2018）根據上述科學探究理

念，提出身心障礙學生的兩階段六步驟

科學探究教學策略（DOE-POE）。本次

科學闖關活動乃以DOE-POE的科學探

究教學策略進行設計。 

參、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闖關

活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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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團隊成員與小組籌備會 

本次科學活動團隊結合大學特教

系教授、實務經驗豐富的自然科教師、

國中小特教教師、資優班教師共 22

人，另有 39名嘉義大學特教系學生(擔

任關主)、9名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學生

(擔任工作人員)。本教學團隊群在 107

年 7月 23日至 108年 11月 8日期間於

高師大特教系館，共進行 15 次籌備會

議，主要討論重點包括科學園遊會活動

流程安排、關卡內容、關卡海報設計、

科學教材設計與修改、課程內容試教、

拍攝示範影片、有獎徵答題目討論等。 

二、參加對象及辦理方式 

本活動參與對象主要來自嘉義縣

海線區域國小特殊教育學生，活動地點

在嘉義縣朴子體育館，依學生能力分成

A組和 B組，A組為學習功能輕微缺損

組學生（含情障、學障、自閉症、輕度

智能障礙等學生），B 組為學習功能嚴

重缺損組學生（含中重度智能障礙學

生），於各關卡闖關內容中，A 組和 B

組學生依其能力設定不同的通過標

準，全部共有 12 個關卡，考量學生能

力及參與時間，A 組學生至少闖滿 10

關，B組學生需闖至少 8關即可過關。

正式參與本次科學闖關活動，共有 129

位國小特殊教育學生（其中 A 組 101

名，B組 28名）。除了科學闖關活動之

外，另有開場活動表演、每半小時的魔

術串場表演、科學知識有獎問答、摸彩

等豐富而精采的活動，有助於引發學生

的參與動機。 

三、師資培訓 

此次科學闖關活動，需要嘉義縣特

教教師帶領校內身障生共同參與，為了

讓特教教師及早了解當天活動進行流

程以及各關卡實施概況，107年 10月 5

日(星期五)於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辦

理 6小時的師資培訓，當天共有來自國

小設立資源班或特教班的教師約 60 名

參與。早上研習重點包括：（一）說明

帶隊特教教師須注意事項；（二）分享

十二年課綱與自然科學領域的關係，說

明科學探究在特殊教育學生應用的重

要性；（三）分享與示範特殊教育學生

兩階段六步驟(DOEPOE)科學探究教學

（以「啄木鳥」單元為例），讓教師們

瞭解如何引導特教學生進行科學探究。 

下午研習重點包括：（一）介紹十

二道科學闖關活動，包括物理區、化學

區、數學區各 4 關，共有 12 關，並透

過實際影片示範，及供教師現場動手做

科學，有助教師認識各關卡的實施重

點。（二）提醒參與特教教師帶領特教

學生參與科學闖關時，如果遇到特教學

生無法順利闖關時，特教教師的協助甚

為重要。 

四、關主行前訓練 

此次科學闖關活動需要嘉義大學

的學生擔任關主（共 39 名），為了使嘉

義大學學生志工了解關卡以順利帶領

學生進行，在 107年 12 月 16日（整天

6 小時）及 107 年 12 月 20 日（晚上 3

小時）於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舉辦關

主行前訓練。透過以上兩次的關主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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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讓當天擔任關主的大學生能熟悉

活動內容、科學闖關流程、注意事項、

並能在活動過程中觀察與省思。 

第一次關主行前訓練重點（107年

12 月 16 日）：說明科學闖關的內容及

DOEPOE 的科學探究理念，接著帶著

關主們進行實際科學操作，分成四組分

別在四間教室同時進行，每組均由高雄

市四位國中小督導教師帶領下，進行關

卡介紹、講解及練習。最後，除了讓大

學生將負責關卡的教案帶回研讀外，也

將關卡材料讓大學生帶回去有更多的

實際演練機會。第二次關主行前訓練重

點（107 年 12 月 20 日）：首先讓大學

生進行各組佈關，接著進行關卡操作與

講解，督導教師並協助各關主能用更淺

白的字詞解釋艱澀的名詞。總結說明活

動當天流程、介紹場地位置，並說明關

主任務，有任何需求可以跟在場老師溝

通。此外，每關闖關速度要適中，關主

間要彼此相互支援。 

五、活動實施 

（一）科學闖關內容 

1.課程設計理念 

本活動以 DOEPOE 的科學探究教

學為設計原則，因應學生不同特質與學

習需求，A 組學生(學習功能輕微缺損

組)教學內容分為 DOE 和 POE 兩階

段，B 組學生(學習功能嚴重缺損組)調

整為教導 DOE 階段，重視具體明確的

示範過程以及教導科學的重要知能，藉

由 DOE和 POE教學流程，讓科學闖關

活動更加系統化，以及具科學探究的精

神。每關卡皆需要動手做，透過動手操

做的過程，提昇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

樂趣。 

2.各關卡介紹 

闖關活動為豐富學生的科學知

能，分為物理區，化學區與數學區三大

部分，每一部分皆有四道關卡，共 12

道關卡(請見表 1)，且每個關卡皆是由

國小自然課本及數學課本單元內容進

行調整，使活動更富趣味性、生活化、

安全性，並能符合特殊教育學生的需

求。 

表 1 

科學闖關各關主題及配合國小教材單元說明 

關卡分區 關卡主題 配合國小自然及數學教材單元 

物理區 

消失的筆跡 
翰林版—五上自然 

第 3單元：熱對物質的影響 

吸管抽水機 

翰林版—四下自然 

第 1單元：有趣的力 

 

跟著種子去旅行-空中紙

花 

翰林版—五上自然 

第 2單元：植物的奧秘 

磁浮列車 康軒版—三上自然 (續下頁) 



 

雲嘉特教 108 年 5 月 第 29 期 第 1-9 頁 5 

 
 

 

關卡分區 關卡主題 配合國小自然及數學教材單元 

第 2單元：神奇磁力 

化學區 

自動充氣的氣球 

翰林版—五上自然 

第 4單元：空氣與燃燒 

翰林版—五下自然 

第 2單元：水溶液 

酸鹼玩玩樂 
翰林版—五下自然 

第 2單元：水溶液 

晶靈傳奇 
南一版版—五下自然 

第 3單元：水溶液的性質 

遇水則發 
康軒版—三上自然 

第 4單元：廚房裡的科學 

數學區 

資料疊疊樂 
康軒版—四下數學 

第 5單元：統計圖 

偶數骰子樂 
翰林版—五上數學 

第 2單元：因數與倍數 

SAME~靠關係 
翰林版—五上數學 

第 4單元：平面圖形 

方塊翻轉變 
翰林版—數學 

第 10單元：數學立方體 

 

 

（二）科學闖關活動流程 

本次科學活動在嘉義縣朴子體育

館舉行，活動規劃包含開幕式節目表

演、科學闖關活動(12 道關卡)、科學知

識有獎問答及摸彩等活動。當天活動流

程，請見表 2。每一個關卡由一位現場

老師及三位大學生負責，每位學生在一

個關卡闖關的時間約 6-8分鐘，學生依

照能力分為 A 組(學習功能輕微缺損

組)、B組(學習功能嚴重缺損組)，並進

行闖關調整，A組的學生闖滿 10關，B

組的學生闖滿 8關時，到服務台出示闖

關卡後填寫回饋單，憑回饋單能換小禮

物，而闖關卡同時也是抽獎聯。早上

10點到 12點之間，每半小時在舞台前

方有魔術表演，讓排隊等待闖關的學

生，或闖完關的學生可以觀看科學魔術

表演。下午便進行科學知識有獎問答及

摸彩，問答題目內容則是早上闖關的關

卡重點，例如化學題「發泡碇放到水裡

面後，請問你們觀察到什麼？」讓學生

複習早上闖關活動的內容，為鼓勵學生

發表，答對者立即贈送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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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學闖關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9：30 開幕式、節目表演 

9：30—12：30 科學闖關活動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科學知識有獎問答、摸彩 

14：30—15：30 撤展及賦歸 

15：30—16：30 活動檢討會 

 

（三）學習評量工具 

本科學闖關活動實施後，為了解國

小特殊教育學生的實施成果，採以學生

回饋單及關主填寫問卷作為本次活動

的評量方式。學生回饋單以勾選方式評

量，在認知方面題目為：「你今天有學

到自然科學的知識嗎？」學生勾選的選

項分別為「學到很多」、「學到一些」和

「沒有學到」，而技能方面題目為：「你

今天有學到如何動手做自然科學活動

嗎？」學生勾選選項分別為「學到很

多」、「學到一些」和「沒有學到」，在

情意方面題目：「你喜歡今天的活動

嗎？」選項為「非常喜歡」、「喜歡」、「不

喜歡」，從以上學生勾選結果，得知其

在認知、技能、情意上的回饋來檢核本

次學習成果。 

在關主問卷方面，乃活動實施後，

讓關主填寫兩題問卷，第一題為「國小

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

後，您在協助特教學生（A組或 B組）

實施科學活動有何心得與想法？」第二

題為「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

關卡活動後，您對協助的關卡有何任何

建議，可供未來修正關卡內容（重點、

實施方式…等各方面）之參考？」，從

此題了解未來舉辦相關活動的改善之

處。本文從關主問卷第一題的回饋，以

了解本次科學活動 A 組學生及 B 組學

生的學習表現。 

肆、國小特殊教育學生參與科學

闖關的實施成果 

一、特教學生本身方面 

學生回饋單分成認知、技能、情意

三個部分，從表 3及表 4學生回饋分析

得知，A組學生及 B組學生在認知學習

成果中表示「學到很多」分別為 97%和

85.7%，技能學習成果中表示「學到很

多」分別為 98%和 96.4%，於情意學習

成果中表示「非常喜歡」分別為 94.1%

和 96.4%。從資料顯示本次科學活動，

對特殊教育學生具有正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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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A組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的學習表現(N=101)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認知 你今天有學到自然科學的知識嗎？ 

學到很多 97% 

學到一些 3% 

沒有學到 0% 

技能 
你今天有學到如何動手做自然科學

活動嗎？ 

學到很多 98% 

學到一些 2% 

沒有學到 0% 

情意 你喜歡今天的活動嗎？ 

非常喜歡 94.1% 

喜歡 5.9% 

不喜歡 0% 

 

表 4 

B 組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的學習表現(N=28) 

 題目 選項 百分比 

認知 你今天有學到自然科學的知識嗎？ 

學到很多 85.7% 

學到一些 10.7% 

沒有學到 3.6% 

技能 
你今天有學到如何動手做自然科學

活動嗎？ 

學到很多 96.4% 

學到一些 3.6% 

沒有學到 0% 

情意 你喜歡今天的活動嗎？ 

非常喜歡 96.4% 

喜歡 3.6% 

不喜歡 0% 

 

二、大學生關主回饋方面 

此次活動乃由嘉義大學學生擔任

關主實際引導特殊教育學生，於活動中

最能了解學生反應，並能視學生需求做

適當的教學調整，在活動實施後，大學

生關主的回饋，可協助瞭解參與學生的

學習成果，以下分別以物理區、化學區

及數學區說明之。 

（一）物理區關卡 

以 P1、P2….代表物理區關主回

饋，在提昇學生學習興趣方面，在吸管

抽水機關卡，關主 P2 表示：「在 A 組

有些學生看到關卡內容就能滔滔不絕

地說出他所知道的所有知識、有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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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像玩遊戲一樣的在學習新知識。」

在提昇動手做科學方面，在吸管抽水機

關卡，關主 P1表示：「闖關活動快結束

的時候，有位 A 組學生一直在我們的

攤位前面徘徊，還跟他的同學介紹這關

很有趣，就讓他再玩幾次，他就很開心

的一直說這關是他覺得最好玩的一

關。」在磁浮列車關卡，關主 P11 表示：

「在做關主時，看到 B 組學生們的狀況

有做些微的調整，盡量能講述個幾分鐘

就讓學生碰碰物件，而不是到講完才

碰，經歷過這種親身觸碰與體驗，他們

對於一些知識會更加的深刻。」 

（二）化學區關卡 

以下以 C1、C2…代表化學關主回

饋，提昇學生學習興趣方面，在遇水則

發的關卡，關主 C8 表示：「因為 B 組

的能力相較低，甚至無口語，但由於實

驗活動是體驗式，能幫助 B組學生在活

動中增加趣味性，且在動機方面也增加

許多。」在提昇動手做科學方面，在精

靈傳奇的關卡，關主 C5表示：「我覺得

本梯次的 A 組學生程度都非常好，對

於動手做實驗十分有動機，闖關過程也

很認真投入，並且會適時地提出問題。」

關主 C9表示：「透過動手操作，A組學

生們也依然專注地觀察，很多不需要提

示就能答出問題及主動發表看到的現

象」。 

（三）數學區關卡 

以 M1、M2…代表數學區關主回

饋，在提昇學生學習興趣方面，在

SAME~靠關係的關卡，關主 M3 表示：

「非常喜歡和 B組的學生互動，儘管回

應慢慢的、偶爾答錯題，但覺得他們都

相當投入在活動中。」在偶數骰子樂關

卡，關主 M9 表示：「A 組小朋友在進

行闖關時都相當認真，不僅專注地聽老

師講解活動規則，也很投入在活動當

中，這也使得過程進行地很順利。」在

提昇動手做科學方面，關主 M4表示：

「A組學生反應都很熱烈，都玩得很開

心，甚至有些會希望可以把每一張圖卡

都挑戰過。」 

綜合特教學生在上述物理、化學及

數學區的關關過程，從大學生關主的回

饋得知，特教學生對本次闖關活動對學

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及願意動手做科學

均有所成長。 

伍、結語 

本次嘉義縣科學闖關活動結合科

學探究及科學動手做的課程設計，並考

量學生能力特質，調整 A 組(學習功能

輕微缺損組)和B組(學習功能嚴重缺損

組)的教學內容，實施後發現，在科學

闖關活動中，特教學生透過實際動手操

作、思考與表達，能夠培養探究的精神

以及對科學領域的熱愛，對兩組學生均

有正向的學習成效。顯示本科學闖關活

動，結合科學探究及動手做科學活動，

有助於特殊教育學生參與科學的興

趣，增加學生的科學知能，亦呼應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自然科學領域

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有利激起

學生好奇心與主動學習意願。故未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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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當局宜持續推廣此類科學活動，以提

昇特殊教育學生的科學知能。 

誌謝：本文章內容為行政院科技部

補助計畫(MOST 107-2515-S-017 -005)

的部分成果。感謝科技部的經費補助，

以及嘉義縣政府及所有參與此次活動

的教師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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