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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注 意 力 缺 陷 過 動 症 （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 簡 稱

ADHD）是常見兒童精神疾病，其不專注、衝動及過動等特質常給 ADHD
學生在學習上帶來困擾。本研究目的在辦理科學營隊（科學遊戲活動為

主），提昇 ADHD 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此次營隊參與者共 24 名南部地

區國小中、高年級 ADHD 學生，共辦理兩梯次「活力小子科學營」（每梯

次各兩天），以「學習環」為活動設計之理論依據，設計科學遊戲課程並

進行教學，由物理科領域教師及輔導員（大學生）協助學生學習。研究成

果發現：(1)科學遊戲活動有利提昇國小 ADHD 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與探

究表現；(2)增進輔導員（大學生）帶領 ADHD 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技巧及輔

導個案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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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2003)公佈「科學教育白皮書」，宣示科學教育是一項全民教育，

指出我國科學教育目標是「使每位國民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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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皮書中提到大眾科學教育之推動

應強化各相關資源的引入，轉化成科普知識，並暢通各類管道，傳送給社

會大眾，亦重視科學教育的人文關懷，強調科學的學習歷程中，同時養成

「關心與關懷生命（與大自然）」的態度，其內涵表現於外則為關懷特殊

族群的科學教育，給予學習低成就、身心障礙、原住民、社會條件不利者、

女性、及資優學生等與一般學生均等且適合其個別差異的科學教育機會。

上段文字所揭櫫之精神，顯示身心障礙學生的科學教育是大家應重視的議

題。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是兒童青少年精神疾患中盛行率很高之群體。根據

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簡稱 APA）所出版精神

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修訂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簡稱 DSM-5）推估 ADHD 出現率約佔學齡兒童 5% (APA, 
2013)。ADHD 是一群學生在行為抑制能力(behavior inhibition)有缺損，會出

現不專注、衝動、過動等行為特質。綜合許多文獻發現，ADHD 學生會出

現自我規範不佳(self-regulation)、學習低成就、社會技巧缺陷、行為問題、

及師生衝突(Barkley, 1998)。DuPaul 與 Stoner (2003)指出 ADHD 學童比較不

能專注於需要花心力的工作，其學業問題包括學習技能(study skill)的缺陷、

不能獨立完成作業及筆記、報告較無組織、不能專注於教師的授課或同學

的討論等。Barkley (1998)整理文獻亦顯示 ADHD 學生在標準化成就測驗的

表現會低於同班同學，顯示 ADHD 學生比同儕缺乏學業技能及出現學業成

就低落之現象。研究(DuPaul & Stoner, 2003)顯示 20%～40%的 ADHD 學生

會伴隨著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顯見 ADHD 學生在校園常出現低成

就及許多問題行為，如何適時引導其學習甚為重要。另有許多文獻亦支持

ADHD 學生較普通學生具有高創造力表現（蔡明富、龔盈涵，2005；Cramond, 
1994）。蔡明富(2000)更是發現部份 ADHD 學生具有高智商。綜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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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雖具有不專注、衝動及過動等特質，但創意及智力表現並不低於普

通學生。如何適時開發其潛能，實值大家努力。 
科學遊戲是一項讓學生經由探索活動認識科學，相信對 ADHD 學生會

有所助益。由於 ADHD 學生的特質，在協助科學活動過程需與普通學生迴

異，故設計活動需要有輔導員（特教系大學生）協助其學習，安排大學生

輔導員（以下簡稱輔導員）從旁協助，有利提昇其學習成效。本研究主要

目的在運用科學遊戲活動提昇 ADHD 學生參與科學活動之興趣，並豐富其

科學知識；並增進輔導員帶領 ADHD 學生進行科學探究的能力。 

科學探究取向之活動設計 

本活動課程設計採科學探究取向，運用科學遊戲為素材，學習環為活

動設計之理論依據，以下針對科學遊戲與學習環理論進行說明。 
 

一、科學遊戲概述 
科學遊戲是一種利用科學原理，有教育意義而具有好玩、神奇的趣味，

且能訓練科學思想、態度、啟發創造發明的活動（張淑慧，2003）。教師要

發展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遊戲是最有利的方式之一，遊戲多元的形式可

以幫助學生超越文本學習的限制，進而提昇學習科學的動機，以達成教育

的目標。謝甫宜與洪振方(2009)認為遊戲的特徵包括遊戲過程中充滿歡樂、

兒童主動參與而非壓迫、遊戲中無時間的限制、無輸贏的心理負擔、能自

我掌控遊戲進行的「我能感」，科學遊戲就像一把用好奇心與玩趣打造的

鑰匙，可協助學童打開探索世界運作原理的大門。 
九年一貫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提出，教師在從事科學

教學時，應鼓勵學生動手做科學、激發學生的創意、培養學生合作解決問

題的能力、提供趣味又多元的機會，提高學生廢物利用及環保的意識（教

育部，2000）。為達上述目標，眾多方式之一就是善用科學遊戲的特質與教

學做結合，若能善用科學遊戲進行教學，不僅提高學習者的興趣，更能寓

教於樂。綜上簡要對科學遊戲特質之敘述，研究者應用科學遊戲生活、有

趣、簡易……之特性，規劃透過科學遊戲，融入創造性問題解決於教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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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中，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科學，不僅能獲得滿足與樂趣，並獲得問題解

決、批判思考、創造力增長的機會。 
綜上所述，科學遊戲一方面能引起學童的學習興趣，一方面可以培養

學童科學實驗、實作技能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不過，過程中需避免只是單

純引起學童興趣卻缺乏學習內涵，應該設計讓學生有探究的機會。因此應

該利用孩子喜歡遊戲的天性，將科學遊戲設計成教學活動，讓孩子動手操

作，鼓勵創意，找尋答案，進而學會解決問題的能力（許良榮，2004、2009）。 
 

二、結合「學習環」理論之科學遊戲課程設計 
本科普活動課程設計理論依據為學習環(learning cycle)，學習環是加州

大學物理系教授 Karplus (1977)所提出的理論，學習環是「以學生為中心」、

「以活動為中心」的探究式教學法。學習環理論隨時間累積演化出多種版

本，本研究所運用的學習環理論為三階段，「探究」階段主要藉著現象的觀

察或實驗，讓學生以自己的方式及概念來解釋或預測所面對的問題。在此

階段的探索中，要製造認知衝突的情境與問題，激起學生疑惑與興趣，教

師扮演傾聽和觀察的角色，也要啟發學生發表自己的看法。「概念介紹」階

段，教師需適時的協助引進新的方法、新的觀點或新概念，讓學童能以更

合理的方式來解釋他們先前觀察到的現象，讓探究中累積的經驗與既有知

識、經驗產生連結。在「概念應用」階段，引領學生發揮創造力，將發展

出來的新概念應用於新情境，解答相關的問題。許良榮(2008)指出，科學遊

戲融入教學需要經過教學者的過濾與組織，避免只是單純的引起學生興

趣，而缺乏學習的內涵，必須掌握讓學生主動探究或解決問題的原則。為

呼應此目標，本研究應用「學習環」理論做為活動模組發展設計原則。 
綜上所述，本活動之科學探究活動是以科學遊戲為素材，透過遊戲型

態的引導方式，提高與保持學生的學習的熱忱，並且透過實際動手做，統

整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探究與明瞭遊戲背後蘊含的科學原理。考慮 ADHD
學生注意力的特質，本研究採用遊戲、實作式的科學探索活動做為課程設

計主軸，透過兒童最自然的語言-遊戲的方式，學生不僅可以從遊戲中學習，

也可以透過遊戲中表達及處理對生活經驗的感受，期許透過遊戲，提昇

ADHD 學生之科學學習興趣與能力，期能協助 ADHD 學生開啟學習的另一

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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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學生的科學遊戲活動實施 

一、計畫團隊與小組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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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學特教系學生（12 名），整個團隊成員共 15 名。並由此計畫主

持人與教學團隊成員進行 10 次籌備會工作，主要討論本活動課程設計重

點，包括科學教育領域（學習環）及特殊教育領域（行為改變技術、工作

分析及課程與評量的調整）。 
 

二、參加對象及辦理時間 
本計畫參與對象來自高雄市、臺南市及屏東縣等區域，ADHD 學生（均

具有醫療診斷）以就讀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為主，考量學生就讀年級差異，

辦理兩梯次「活力小子科學營」（每梯次各有兩天），第一梯次成員為國小

中年級 ADHD 學生共 12 名（102 年 1 月 19、20 日辦理），第二梯次成員為

國小高年級 ADHD 學生共 12 名（102 年 1 月 25、26 日辦理）。兩梯次辦理

場地均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館四樓大教室。 
 

三、家長行前說明會 
為瞭解 ADHD 學生特質及讓科學活動能夠順利進行，研究小組安排

ADHD 學生及家長參與行前說明會，由大學生輔導員評估 ADHD 學生的需

求，以及讓家長瞭解科學活動的進行內容及方式。本研究於 102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於高師大特教系館辦理一天家長行前說明會，上午場次對象

為國小中年級學生、下午場次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生。 
 

四、營隊行前訓練 
由於 ADHD 學生的不專注、衝動及過動特質，於活動進行時，需要大

學生輔導員協助，並觀察、紀錄每位學生的表現。因此，安排講師及輔導

員行前訓練課程，本研究於 102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於高師大特教系館

辦理一天行前訓練課程，讓 2 位授課講師能夠了解 ADHD 學生特質，以及



100 特殊需求者的教育與生活品質 

讓 12 名輔導員能夠了解科學營隊課程內容進行方式。課程內容包括：認識

ADHD（講師蔡明富教授）、學習環與 POE 策略──以啄木鳥與平衡鳥為例

（講師為陳振明教授）、科學動手做──伯努利原理與實作（講師為陳建良

老師）、課程討論與總結。本研究團隊成員經由行前訓練，讓講師及輔導員

對課程內容與流程的進行有所瞭解，也訓練輔導員瞭解 ADHD 學生的特質

與可能反應，熟悉觀察與紀錄 ADHD 學生進行科學學習活動表現之方式。 
 

五、教學內容與營隊手冊設計 
本次科學活動以物理領域內容為主，為因應 ADHD 學生特質，安排課

程主要考量：易取得、生活化、易觀察及安全性等因素。兩梯次（每梯次

各辦理兩天）的課程內容相近，僅參與對象不同。每梯次第一天由陳振明

教授授課，課程有：啄木鳥系列之「ㄎㄡ ㄎㄡ」的啄木鳥、「給力」的啄

木鳥、「力」嗨的啄木鳥；平衡鳥系列之：超級平一平、超級裝一裝、超級

剪一剪共六小時活動。第二天由陳建良老師授課為主，課程有：認識伯努

利、神奇吸管噴霧器、我是神射手、灌籃高手、步步高昇、超越顛峰等六

小時活動。此外考慮特殊學生之衝動、過動、不專心特質，避免學生感到

活動同質性過高，活動間亦安排有隊輔帶領之團康活動，以及下課時間可

以自由參觀、探索數學角、語文角之角落學習，以提昇學生興趣與專注力。

而陪伴而來的家長，則規劃有休息室，並且有特教相關影片播放與特教相

關書籍可供閱讀，讓家長陪伴、喘息之餘，亦有充實特教知能之機會。 
本活動為協助學生學習，設計「102 年活力小子科學營──學員學習手

冊」，手冊內容包括上課講義及回饋單。另為協助輔導員觀察紀錄，設計「102
年活力小子科學營──輔導員紀錄手冊」，以紀錄學生上課學習表現。 

國小 ADHD 學生科學營的實施成果 

本次科學營實施成果可說明如下： 

一、提昇 ADHD 學生喜好科學之興趣 

經由兩梯次 ADHD 學生科學營辦理成果，結果發現科學遊戲活動有助

於提昇 ADHD 學生科學的學習興趣，樂意參與科普活動，對相關科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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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所認識，並願意動手解決實際問題。可由兩梯次參與 ADHD 學員的回

饋中得知，在國小中年級 ADHD 學生教學後，學生 B 回饋：「挑戰、DIY
很好玩。」、「內容豐富讓我更喜歡自然科學 DIY 比外面的好玩。」、學生 F

回饋：「超棒！！認識伯努利。」；在國小高年級學生教學後，學生 A 回饋：

「科學很好玩；科學很有趣」，學生 B 回饋：「非常不錯；下次還要再來；

老師很好。」學生 E 回饋：「我發現了橡皮筋和夾子也可以做啄木鳥；我

覺得平衡鳥就是小小麻雀，五臟俱全；原來橡皮筋可以往上爬；我發現平

衡組是「平衡和槓桿的結合」；原來一個小小的玩具，裡面有許多的科學原

理。」學生 H 回饋：「在今天的科學營中，我發現了：「原來伯努利原理可

以做好多的事。這次實驗中，有用到吸管用反吹的實驗雖然吃力，但是我

學到了很多東西，老師，謝謝您！」 

 

二、ADHD 學生參與活動表現 

（一）透過實物接觸與體驗，學生能理解科學遊戲蘊含之科學知識 

動手做取向的科學學習模式強調探究技能，由生活中取材，經由觀察

和實驗來學習，在教學時所有動手做的活動都必須是關聯的，才能幫助學

生進行有意義的建構，並可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學生 A 為例（如圖 1），

原本他對啄木鳥玩具的觀察只提出「彈力」這樣的簡單敘述，但是在親自

操作過自製玩具後，除了抽象的原理外，他能提出更多的影響變項，例如

影響啄木鳥運動狀態的關鍵變項有線圈大小與塑膠棍的變形狀態，除了瞭

解事實性的知識（彈力）外，還瞭解更多蘊含在科學遊戲中的概念性（不

只一個變項同時在影響運動）與程序性（卡住或卡不住時，要檢查棍子的

平滑度然後調整好線圈的大小）知識。 

 
 

 

 

 

 

 

 

圖 1.  學生 A 對啄木鳥遊戲的觀察與認識及問題解決之紀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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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科學遊戲操作特性，提供學生發揮科學過程技能完成遊戲任務

之機會 

1. 能進行詳實的觀察 

ADHD 學生運用感官辨識物象的表徵能力是敏銳的，例如學生 D 對喝

水鳥、平衡鳥玩具的各個構造與運動狀態能清晰的說出並且能用圖示表達

各元件之正確位置，且對各細部特徵有詳細的觀察與清晰的表達，範例如

圖 2。 

 

 

 

 

 

 

 

 

 

 

 

 

 

 

 

 

 

 

圖 2.  學生 D 對啄木鳥、平衡鳥玩具的觀察紀錄圖。 

 

2. 發展屬於自己知識體系的分類方式 

在科學遊戲中，學生能否進行且正確分類是個重要觀察指標，ADHD

學生能比較兩物象間某屬性之大小、強弱，找出共通點及特殊處，下圖就

是個案葉生在吸管噴水活動中，一根吸管剪成兩半，到底是將短的一端放

入水中然後吹長的一端？還是將常的一端放入水中然後吹短的一端？學生

就面臨分類比較的挑戰。此外在兩段吸管交接觸處，接觸大小該如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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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可以看出學生分類之能力。圖 3 為學生 G 對運用伯努力原理之神奇吸

管噴霧器現象觀察後提出明確歸納分類之敘述。 

 

 

 

 

 

 

 

 

 

 
 

 

    圖 3.  學生 G 觀察進行比較分類之紀錄圖。 

 

3. 能像個小科學家進行實驗 

在啄木鳥的挑戰任務中，教師提供挑戰任務，但沒告訴學生該如何完

成活動，讓他們自己像個科學家去設計實驗完成任務。由學生 A 的範例（如

圖 4）中可看到，活動任務已被規劃好，要去探究線圈大小與鐵絲長度對運

動之影響，再來就是學生自行設計執行步驟，該生能控制好無關變項針對

所要探討的變項進行測量獲得結果，然後根據結果解釋資料。這是各項過

程技能的整合性應用；學生針對問題，能對其可能發展的情形提出預測、

規劃實驗步驟及裝置（控制變因）、進行操作（觀察、測量、運用數字、運

用時空關係、分類）、整理及分析資料（推斷、解釋資料）、及提出想法（形

成假說、下操作型定義）詮釋資料。 

4. 願意運用自己喜愛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 

本次參加學生大多屬於害羞、自信心較低落的孩子，所以課程設計有

困難紀錄與問題解決的書寫空間，讓學生在輔導員的協助之下，紀錄下自

己的困難，與克服之道（如圖 5）。學生 E 有書面資料之後，在發表時間時，

學生有了憑據，就比較有信心與意願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以正確運用

科學用語、文字、圖表、數學式來表達，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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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學生 A 自己規劃實驗完成指定任務之紀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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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學生 E 在困難紀錄與問題解決之紀錄圖。 

 

三、增進輔導員帶領 ADHD 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技巧及輔導個案能

力 

此次參與科學營的對象，除了 ADHD 學生之外，另有 12 名高師大特教

系學生擔任輔導員，本次辦理活動實施經驗與成效，可做為未來職前教師

進行 ADHD 學生科普活動之參考。針對輔導員帶領中、高年級實施經驗回

饋共分成三方面：（一）在提昇帶領 ADHD 學生科學活動能力方面，輔導

員 C 回饋：「對於科學的引導更加得心應手，對於學生表示「不知道」時能

一步一步帶領他發現解答。」（二）在改善學生問題行為方面，輔導員 C 回

饋提及：「更能掌握學生在不專注行為上的控制，如充分使用增強，以此為

動機。」輔導員 D 回饋：「運用增強系統的方式更好（給點數的彈性）」、「與

學生建立行為規範（減少把手及物品放入口中的次數）」。（三）少數參與

ADHD 學生伴隨學習障礙，輔導員在帶領過程，調整教學及評量方式以協

助學生的學習，例如輔導員 D 回饋：「和學生有共同默契（先把學生想法寫

下來，再請她仿寫）」、「利用選項的方式幫助學生回答上課問題」。 
 

四、本活動成果可作為推廣 ADHD 學生科學教育之參考 

本計畫案完成後，已進行下列推廣方式： 

（一）將成果編輯成書（蔡明富、陳振明，2015），可供未來推動 ADHD

學生科學營隊之參考，請參見表 1 與表 2 所示，完整內容請參閱蔡

明富、陳振明(2015)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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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DHD 學生出現主要行為症狀之教學調整策略表 

問題 分心 
情境 學生對當下的課程內容沒有興趣，因而分心而玩手上的東西、轉頭看

其他同學、發呆、或做其他事。 
問題行為處理 輔導員適度的提醒。 

與學生約定，要先將正規活動做完，才能做其他事。 
教學 
調整 

以多元有趣的型態（任務型態、魔術型態……）轉化、包裝課程內容，

以吸引學生注意。 
輔導員以強化的語氣、詞彙、和動作再重複老師的教學內容。 

實例 學生對於老師講解啄木鳥的原理沒有興趣，不停地把玩啄木鳥的組裝

材料，因此老師以強化語氣、動作，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問題 衝動 
情境 未聽清楚、未瞭解教師問題題意就舉手回答。 
問題行為處理 鼓勵與隊輔討論答案，若部份正確隊輔也可依其能力酌情給予點數鼓

勵。 
教學調整 給予足夠的視覺提示，以文字（PPT、學習單）呈現問題，以利學生

獲得充分的問題訊息思考後再回答。 
請學生將答案寫下來（小白版、學習單、空白紙），一方面可以將學

生最真實的想法留下，二方面可以給予每位學生回饋，而不會有回

答不到問題感到不公平之憾。 
提醒學生想清楚再回答。 

實例 老師詢問學生啄木鳥的原理，學生未聽清楚題目，就舉手回答啄木鳥

的構造，因此老師便重述一次題目，提醒學生想清楚再回答。 
問題 過動 
情境 上課任意離開座位（坐不住，上課時離開座位）。 
問題行為處理 請輔導員協助提醒、安置（活動遇需人力協助時，老師分派工作請學

生幫忙）。 
教學調整 時常提醒班規。 

提醒學生之前的好表現，可以繼續表現更好，並給予增強物（點數）。

每一小段時間，鼓勵其正向行為。 
實例 上到自製平衡組時，學生突然離開座位，到處看其他人作品，因此老

師便提醒學生注意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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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活動成果於 2013 年 12 月 12 日（下午一點半至四點半）在臺南市

安平國中辦理推廣活動，讓臺南地區教師對 ADHD 學生如何實施科

普教育活動，有更深入了解。 

（三）本計畫活動過程內容，已公佈於「蔡明富特教資源網」(http://spe.idv.tw)

之「科普活動集錦」(http://140.127.68.67/active)中，以作為教師辦理

ADHD 學生科學探索活動之參考，以利後續推廣。 

表 2 . 

ADHD 學生出現學習問題之教學調整策略表 
問題一 操作困難──精細動作不佳 
情境 無法確實將鐵絲固定在木筷上，繞鐵絲固定的動作不順，因此放棄嘗

試調整線圈的細微變化，轉而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問題行為處理 教師／輔導員先協助固定影響鬆緊的主要線圈，其餘線圈再由學生獨

立完成。 
教學調整 指導學生注意關鍵處，並且逐一確認動作完成是否確實，必要時給予

協助。 
鼓勵學生，老師以強化的語調再次引起學生對於關鍵處之注意，如：

「這次我們一起試試看。」 
實例 
 

學生繞鐵絲固定的動作不順，無法將鐵絲固定在木筷上，而放棄嘗試

調整線圈的細微變化，轉而開始玩啄木鳥玩具，因此老師以強化的

語調提醒關鍵處：「這次我們一起試試看將線圈繞上去木筷上。」 
問題二 書寫問題 
情境 在寫學習單時，漏字或漏筆畫的頻率很高。 
問題行為處理 寫完請學生和隊輔老師再唸一次，若發現漏字或錯字，隊輔老師可故

意說：「這是什麼字？我看不懂。」 
教學調整 教師走近學生旁邊，予以口頭提醒。 
實例 學生在寫答案時，因太急著想寫完，因此很多字都漏字（如：體），

因此請學生和老師一起唸一次，若發現漏字或錯字，老師可故意

說：「這是什麼字？我看不懂。」讓學生改進。 
問題三 因情緒起伏影響課程參與度 
情境 因為沒有得到發表的機會而生氣，所以將課本合上不願上課。 
問題行為處理 提醒學生應遵循班規。 

提醒過去遵循正向行為受稱讚之經驗。 
教學調整 運用競賽方式（與自己或教師指定的標準），激發其參與感。 
實例 老師問大家啄木鳥有哪些構造，大家踴躍舉手發表，可以學生將答案

告訴隊輔，若答對也可獲得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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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Turner (2008)指出科學教育是為全體學生所設計(science for all)，身心障

礙學生學習科學教育不能被排除在外。由於 ADHD 學生學習特性及其需

要，提供科學遊戲活動的學習機會，有其必要性。經由本科學遊戲營隊活

動辦理，結果發現可以激發 ADHD 學生科學探究之潛能與提昇喜愛科學之

興趣。此外，大學生擔任輔導員在協助 ADHD 學生中，同樣增進其動手做

科學及帶領學生的能力，對這些職前教師未來進行特教學生科學教育，將

有所裨益。 

本研究建議未來實施 ADHD 學生科普活動教學模式可結合「科學教育」

及「特殊教育」兩種領域，其中「科學教育」領域採探究教學理念，採用

POE 教學策略，教學內容以物理領域為主。「特殊教育」領域採區分性教學

理念（因應 ADHD 學生不同學習表現），策略採共同教學（由講師、大學生

輔導員協助 ADHD 學生學習），教學內容採取工作分析、行為改變技術、課

程與評量調整等，惟此模式仍待未來研究繼續驗證。此外，由於本研究乃

屬於試探性研究，建議未來可採取實驗研究設計，探討科普活動對 ADHD

學生的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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