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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采茜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這次我這組帶領到的學生有四位，其中
一位有在之前的梯次帶領過，所以對於假

日科學營的規則與程序都比較清楚，所以

在帶領的過程中都相當守秩序與聽話，在

操作的過程中如有需要幫助的地方會請教

我們輔導員，但是在大多數的步驟中，他

都想要自己完成，在他需要我們輔導員幫

忙前我們就先幫助他的話，他會有點口氣

不佳的說我自己可以，所以我會先去幫忙其他學生，等到蘇步真的需要幫忙

在幫忙他操作步驟。 

2.我這組學生拿到啄木鳥玩具的當下，很快就組裝起來，有的學生在老師

還沒教導他們怎麼玩啄木鳥之前就已經會玩這個科學玩具了，我有問說他
們之前有玩過嗎?學生跟我說他沒玩過，他就嘗試著玩玩看就會玩了，而有

的學生是看著別人怎麼玩，學別人這樣玩，也就會玩啄木鳥的遊戲了，我

覺得給特殊需求學生多一點嘗試的機會，在玩樂中學習，可以促進他們的

學習動機與意願，讓他們覺得科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黃煒婷老師 

B組心得回饋 

印象最深刻的是佳冬國小的彭同學，

他現在的鑑定是輕度智能障礙，但是

他的認知能力及觀察能力卻非常好，

雖然幾乎不識字，但是他總是能在拿

到科學實驗起才之後，就按照自己的

邏輯去進行實驗步驟(且都是正確

的)，是一位很聰明又極具科學天分

的學生 

1. 發現前事並引導學生：營隊當

天是學校最後一天上課，學生的原班

級在開同樂會，但因為營隊的關係，學生無法參加班上同樂會，因此一開始

上課不但興趣缺缺，態度也很不好，輔導員就跟學生約法三章，利用增強物

讓學生能專心於課堂，並配合老師的課程，讓學生能主動發現時又有趣的地

方(教學生如何玩鐵粉及磁鐵)。 

2. 調整課程進度，讓學生上課能維持新鮮感：因為該生能力很好，所以

當老師在教其他同學時，學生就會一直說：「好了沒，可以快一點嗎?」或是



「我好希望趕快做完這一個實驗然後回去參加同樂會」等等，我覺得因為每
個學生的能力跟特質都不一樣，所以應該可以針對學生能力來調整課程的進

度跟速度，這位學生就是和速度快、稍難又有趣的科學活動，所以之後我都

會讓學生提早一個步驟先完成，然後在引導他寫學習單，並再複習一次這個

實驗的重點，學生就補教不會一直因為無聊，就做出問題行為，也比較少再

提到同樂會的事情。 

3. 控制學生喜好物：學生非常喜

歡氣球，因此為了改善他上課的不良

態度，所以我就將他的氣球控制在我

這邊，並要求他要跟老師說謝謝，或

是有其他的好行為之後我才會把汽球

給他，學生為了能拿到他想要的氣

球，所以在該堂課的表現就比較穩

定，且非常認真地完成每一個步驟(幾

乎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潘雅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第十梯次的活動講師為振明老師以

及美智老師，振明老師的課程為氣

球嘉年華及神奇啄木鳥；美智老師

的課程為鐵砂磁鐵以及玩蛋。此次

令我印象深刻的學生為阿棠，阿棠

的獨立性很高，在為氣球打氣及摺

氣球的部分都可以自行獨立完成而
不需要輔導員協助，而在啄木鳥那

堂課當中，阿棠也發揮了自己的創

造力及想像力，將鐵絲摺成蝸牛的

形狀。在鐵砂磁鐵那堂課中，阿棠的觀察力也非常好，會試著將觀察到的

鐵砂形狀確實地畫在學習單上。在寫學習單時，雖然因書寫型學習障礙的

影響，阿棠很多字會不知道該如何寫，或是有寫反的狀況，但阿棠對自我

要求很高，遇到不會寫的字會主動詢問輔導員，某個字的國字該如何寫。

從阿棠在這次活動中的表現，可以發現到他對於自然科學活動具有非常高

的興趣，也很願意、有耐心地進行探索、觀察，所以只要在教材上做一些

調整，可多一些視覺化的圖片，並加上步驟畫的引導，阿棠也可以像普通

生一樣學習自然科學。 
 

劉忠緯老師 

A組心得回饋 

在第十梯我帶的都是 A 組的學生，而第十梯的課程可說是壓軸精彩。以下

要以課程來說明遇到學生的狀況： 

第一節是振明老師的氣球嘉年華，因為在這一堂課，振明老師帶大家做了



很多種類的氣球，但因為這些打
氣球的活動都需要站立才容易操

作，而且有的又需要對輔老師幫

忙打結，因此會顯得課堂內秩序

差了一點，可能之後這類課程可

以在改變的是對大家的約束力與

規則說明，可能老師有個口令大

家才可以起立，除此之外，學生

反應都很熱烈。 

第二節是振明老師的啄木鳥，相

較於上一節課的氣球活動，秩序

好了許多，但是可能因為上一節課有拖延到一些時間，這一節課的啄木鳥

有壓縮到一些時間。 

第三節是美智老師的磁砂磁鐵，在這一堂課上課之前老師一直看著學生，

因為，當時上課前的秩序有點不佳，這時學生們就有些疑惑的看著老師怎

麼還不開始，老師就說：「啊大家一直講話，那老師要怎麼開始上課？」

並順勢跟學生約定上課公約才開始上課，可能也因為這樣，這一堂課的學
習狀況還滿好的。 

第四節是美智老師的玩蛋，又可能因為跟老師有一些熟悉了，加上這一節

課的內容材料有水又有蛋，再加上老師的課程內容又有點多，林林總總讓

這一堂課秩序很不好，導致最後有拖了一些時間下課。 

上完這四堂課，會覺得這邊的學生都很活潑，對於課程也都很融入，不過寫

學習單的部分就會是這邊學生普遍的弱項，記得我協助的學生「上」與

「下」都不知道怎麼寫，還有寫注音的時候也分不清聲調，因此，這些都需

要老師一一協助。 

張加良老師 

B組心得回饋 

假日科學營的最後一站在

106年元月 19日來到屏東縣佳冬國

小，對於 B 組學生我對於小豪印象

深刻，他是位中度自閉症的學生，

他不擅長於等待，因此對於課程中

需要長時間操作的部分(例如:綁汽

球…)，他可能會有所困難也會對

於課程的興趣稍稍減弱，針對其課
堂參與的部分，我做了下述的策

略: 

1.          讓學生盡可能操作:在肢體協助部分，藉由觀察及口頭詢

問，得知學生的能力，操作實驗時讓學生做最大可能的操作，

提升學生自信心，例如:學生在充氣球時，先幫其套好在打氣

筒上，讓學生賣力地打氣，而最後在幫學生打結，縮短從頭到

尾的等待時間，透過此策略小豪玩氣球時非常開心，也能專注



於課堂上老師的發問。 
2.          請學生報讀題目:由於小豪的專注力維持時間較短，因此

在填寫學習單與回饋單時，小豪較難自行書寫，此時我透過報

讀策略，讓學生念出題目，再藉由我口述選項讓學生選擇的方

式，使其書寫學習單效率提升。 

透過上述策略，讓小豪在操作實驗與紀錄實驗更加投入，相信只要用對方

法，大家都可以參與科學、愛上科學的! 

郭乃瑜老師 

B組心得回饋 

 

課程時間的安排 

本次營隊的時間剛好是學期

結束日，很多班級都在舉行

同樂會，因此學生一心想著
要趕快結束課程回去參加同

樂會，較無心於參與科學營

隊的課程。 

上課老師的教學方式，應有

耐心並且做好課程時間安排 

老師在課程設計時應該著重

在設定時間內能完成的進度

為主，老師希望學生能學到

更多東西固然是美意，但是想在短時間內給予學生過多的知識對於學生來

說何嘗不是一個負擔，而且延遲下課時間，對於學生來說是最不樂見、喜

歡的結果。 
課堂即是學生的增強物 

利用學生喜愛的物品，吸引學生的興趣。例如使用學生十分喜愛氣球。雖

然學生心裡想著班上的同樂會，但是在氣球的吸引之下，學生仍然能坐在

教室中透過蘋果氣球探究大氣壓力！ 

製造成功的機會給學生以提升其對於自身的自信，並隨時注意學生的狀況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學生是自閉症的小力，上課的時候我發現他對自己實驗

的結果並不是非常有自信，雖然事實就擺在眼前，但是學生仍然很依賴老

師希望老師給予正確答案，但是實驗活動並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因此我

一直告訴小力，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實驗結果、要對自己有信心，但是

小力還是希望可以看到鄰座的同學的答案才敢在學習單寫下實驗結果。 

小力並沒有將過多的喜怒哀樂透露於臉上，因此我一直以為小力是因為想

睡覺才會如此面無表情，不料一結束課程小力便馬上告訴我他很想上廁

所。此時我才明白原來小力是因為肚子不舒服，所以才會面無表情。 

透過此次的經驗，雖然課堂沒有休息時間，但是輔導員還是要適時詢問學生

是否有上廁所的需求！ 

 

劉子瑄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次是和另一個輔導
員─庭卉一起帶一

組，四位學生皆是國

小中年級，障別為

LD，操作與認知能力

佳，大部分能流暢配
合指示操作，唯有部

分較複雜的科學知識

或原理有些困難，另

一較顯性的問題則表

現於書寫，其中小潔

的書寫能力較佳，能

主動寫出完整句子，唯有 1-2 個字需輔導員在旁寫出，其他學生狀況

則不同，最困難的學生幾乎整句都需幫忙寫出，有些學生能以注音輔

助，正確拼寫出注音，有時學生們也會出現部件的錯誤。在寫字給學

生看時，會搭配口語提示(例：一個口，再一個以及的及，就是吸)希

望能加深其記憶。課程方面，「啄木鳥」與「氣球」課程都吸引了學
生的興趣，尤其是氣球課程中運用了多種類型的氣球，也提供了學生

多次嘗試機會，學生的參與度高。但小建議是科學原理的部分可以有

更清楚的說明，因為操作是需要科學原理相互驗證的，且學習單上也

有相關問題，因此老師的解釋也有助於減少學生完成學習單時的困

難。 
 

蔡旻軒老師 

A組心得回饋 

若學生能力無法獨立完成，可以善用後向連鎖 

這次我們的課程有一個是要將氣球充氣，

而通常學生都無法自己將氣球的口打結，會

需要輔導員的幫忙，當我在幫忙學生打結的

時候，我會幫學生繞過去，但是我都會請學

生自己將氣球的結拉出來，使用這樣後向連

鎖的方式，雖然學生無法獨立完成 ，但是學

生能接觸到操作最後的增強物（綁好的氣

球）會讓學生想繼續參與課程。 

給與學生表現的機會 

我帶到的學生是小祥，是一位情障的學生，小祥在課程中常常會不想上

課，開始想跟老師聊天，或者是想要去地上打棒球，如果叫他回來他就會

不開心會大吼大叫，而我發現小祥對於磁力了解深入，在上課時他就提到

了電磁力，我就會開始問他一些相關的自然科知識，偉祥就會較有興趣的



講相關課堂的話題，並更願意參與課程。 

莊庭卉老師 

A組心得回饋 

 

     這一次的營隊主要照顧 A 組的學

生，我們這一小組的學生都以學習障

礙為主，在科學實驗的操作上較沒有

問題，都能夠跟得上老師們的進度，

並完成自己的作品，整體大至上都沒

有問題。 

   對於其中一位小宇同學較有印

象，該名學生學習動機強，老師只要

告訴學生回答該題會有獎品，學生就

會非常認真於課堂並踴躍回答問，在

實驗的參與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
是在學習單的填寫上就會出現較大的問題，學生對於文字的書寫有很大的問

題，本身對於注音符號也並非非常熟習，所以在書寫上非常有障礙，導致於

學生在填寫學習單時只是應付了事，隨便的書寫，隊輔老師必須一對一的指

導，並引導學生填答，學生才會提高其填寫的意願，在學生在遇到不會書寫

的文字時，會口頭詢問老師，並希望老師將該文字寫在紙上，他以模寫的方
式寫出字來，在問題解決上學生有他的解決策略，並不需要協助，但是該如

何協助學生並提高其填答學習單的意願，我覺得可以以勾選或繪畫的方式，

讓學生可以將其所觀察到的科學實驗以繪畫的方式表現，解此可以評量學生

是否有認真的觀察與事否理解科學實驗，同時學生也較願意填寫學習單。 

 

蕭子喬老師 

A組心得回饋 

時光匆匆，不知不覺這一學期的假日科學營已經到了最後一梯，這次我們來
到了屏東的佳冬國小，這裡的學生實在是太熱情啦! 我們上完課一直依依不

捨地從原班教室跑來找我們拍照，甚至還拿了一堆餅乾要跟我們分享，真的

超級感動! 

這一梯次我協助的都是 A 組的學生，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屬小峰了，他

是一位小三的學障生，但他對於科學實驗探究卻有極大的興趣及天份，在氣

球實驗中他是我們這組唯一一位敢將長針刺入氣球的學生，而在玩蛋的實驗

裡他也能夠最迅速地判斷出哪一顆是生蛋或熟蛋，不過他在書寫上的確面臨

了較大的困難，學習單有非常多簡單的國字不會寫，我必須請他用說的，然

後一字一字地寫給他看，另外，在整個過程中他一直問我何時要離開，最後

也就是他一直跑回來與我們道別，從這裡我看到了他們對這個營隊的衷心喜

愛及眷戀，這一學期來的辛勞也算值得了。 



張珮娟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 在 A 組時，有一位情緒障礙的學

生叫小龍，從他的上課表現過程中發現

他非常喜歡氣球，在振明老師讓大家製

作子母氣球以及戳破氣球時，他很不願

意戳破氣球，除此之外，他會跑到前面
講台想要拿氣球，或是當老師在他所在

的小組教學時跟老師要氣球，因為子母

氣球做出來很大，他做了兩個想要帶回

家，卻找不到袋子可以裝時，他就是抱

著他的兩個氣球在整個教室一直找袋子，也跑到老師教具區去翻找，在第二

堂課「神奇的啄木鳥」，老師送給全部學生各一支啄木鳥的玩具，上課期間

振明老師要求大家先把玩具放在抽屜裡，等到快下課時，小龍看著大家手上

都有啄木鳥玩具他卻沒有，就跟老師用有點哭鬧的語氣說：「為什麼大家都

有那個，我沒有！」最後發現是他忘記他的玩具放在抽屜裡了，從上面種種

事情可以發現到小龍對於氣球很執著，以及他很在意公平，往後在教學過程

中遇到這類型的學生可以多加注意，在學生喜愛的課程可以多增加機會讓學
生表現。 

B組心得回饋 

1.在 B 組的「神奇的啄木鳥」課程，我有協助到一位輕度智能障礙的學生，

她叫小綾，我發現她的上課動機不太高，後來聽說是因為學期末班級正在舉

辦同樂會，所以當在做自製啄木鳥時，她不想去拗漆包線，也不想去探究課

程背後的科學原因，她上課期間會一直問我：「好了沒？我可不可以回去

了。」諸如此類的話，所以我就改變協助她寫學習單，但當我打開學習單發

現她竟然全部題目都已經勾選完了，於是我開始檢查發現其實錯誤很多，我

開始一題一題重新協助小綾寫，當我每次說：「小綾，這題妳覺得是 A 還是 B

呢？」如果小綾原本勾 A，她就會完全沒有經過思考的回答我是 B，或是直接

翻開下一頁說：「我已經勾完了可以換下一張了。」 

2.B 組的學習單有些題目的名詞對學生太難，例如：摩擦力、重力、彈力等

等，輔導員也很難用學生懂的解釋讓學生理解。 
柯姿羽老師 

 

B組心得回饋 

1.我帶的學生障礙類別是中度智能障礙，她對她做不到的事還沒做就放棄

了，像是她在做磁力的實驗時，觀察鐵粉畫出形狀，她覺得她畫不出來，所

以就說她不會她不要畫，在做啄木鳥元原理，可以自己用鐵絲摺出自己喜歡

的形狀，她覺得她自己做不到就不做，我給予她一些鼓勵，陪著他憶起做，

她就會願意去做，做出來時會很開心也很有成就感的說要拿回家給阿嬤看。 

2.在做實驗的過程中，玩蛋實驗的步驟較多，要時常提醒她下一個步驟是什

麼，對於數字的大小較無法分辨，所以用手指頭比出來數字比較好讓學生知

道哪個數量比較多。 



3.阿涵在做任何實驗的時候，都會跟我說要把營隊的東西帶回家給阿嬤看，
這個營隊不僅讓學生在課堂做實驗可以學習到知識，也讓學生學會與家人分

享在科學營學習到的知識，增進感情和溝通表達能力，科學營真的是一個很

棒的活動。 

葉芷玠老師 

A組心得回饋 

1.上課環境：這次我們來到屏東佳冬國小進行最後一梯次的假日科學活動，

學校環境非常好，除了學校朝會升旗的聲音會影響到老師上課的秩序外，我

認為學生上課的專注度都蠻高的，不過當天學生也有期待已久的同學會所以

可能比較浮躁，但很佩服他們還是完整的參與整個課程。 

2.學生個案：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蜂，他對於操作實驗非常積極且會主動

地嘗試各種變因，當老師說要舉手搶答時也是很激動，他的學習態度我看了

非常佩服，當他遇到困難時會馬上請輔導員協助，這樣對課程的吸收與掌握

度一定也大幅度提升。 

B組心得回饋 

1.上課環境：這次我們來到屏東佳冬國小進行最後一梯次的假日科學活動，

學校環境非常好，除了學校朝會升旗的聲音會影響到老師上課的秩序外，我

認為學生上課的專注度都蠻高的，不過當天學生也有期待已久的同學會所以

可能比較浮躁，但很佩服他們還是完整的參與整個課程。 

2.學生個案：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雲，他的認知能力雖然稍顯不足，但看

得出來他很開心地投入所有實驗的進行，當實驗有立即性的回饋與刺激他就

會很激動的表現出神奇的神情，我覺得可以不強求學生都要完全理解實驗的

原理，至少有個初步的印象，這樣在未來也有可能有機會再次接觸相關的活

動，他也能很快的進入狀況，畢竟經驗的累績對於學習成長是有一定關係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