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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化學問卷_1 

(辦理地點: 朴子體育館) 

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本調查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是要了解科學園遊會闖關關主參與

每一梯次科學園遊會後，對實施科學教育相關知能的瞭解，及對科學活動內容的回饋，以便

將來對特教學生提供更好的科學教育服務。由於本問卷答案沒有「對」、「錯」之分，請放心

填答，所填答的資料僅做為未來實施相關活動參考之用。請依實際情況作答，再次感謝您的

幫忙！                                                                  

一、基本資料 

 協助關卡名稱：  自動充氣的氣球                     

二、填答問題（共兩題） 

（一）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在協助特教學生實施科

學活動有何心得與想法？（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若 A 組、B 組均有協

助者，請均需填寫協助 A 組、B 組的心得或想法） 

1. 協助 A 組學生(資源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 相較 B 組來說更有反應，也都能跟著指示進行步驟，感覺和帶一般小朋友差不

多，希望在學校或其他地方，大家都能給他們多一點耐心，他們真的都能夠做得很

好。(施亭亘) 

(2) 到越後面，也許是有同儕已經闖過這個關卡了，有些孩子一來就劈哩啪啦地說完

之後要做什麼，一方面我很佩服他們短時間內可以記得那麼多，但另一方面，畢竟他

們之間的口耳相傳不是全都正確，我還是會一一告訴他們正確的，並在向他們確認

是記住正確的。(施亭亘) 

(3) 學生有時候會偷跑一些步驟，導致實驗失敗，建議學生人數要確實掌握，關主才

會比較容易顧及到每一位學生。(鄭力慈) 

(4) 若旁邊同時有另外一位關主在講解，學生有時會無法集中注意力，同樣的話就要

再說很多遍，每一位關主之間的距離還是要拉開一點才不會互相干擾。 

(5) 材料的擺放上可以依照關主的位置分配，若只是將材料放在中間會造成拿取的不

方便，學生注意力可能又會被分散掉。(鄭力慈) 

(6) A 組的學生能力都很好也滿聰明的，有些會看後面貼的海報內容來回答問題，但

只要換句話說或是間隔一段時間後就很容易忘記，或是有時候會被旁邊另一組在講

解的關主吸引走，需要不斷的提醒「注意看」或是「注意聽」才回過神。再加上因為

我們沒有控制好人數的關係，導致有幾組人數太多、小朋友又太活潑，在講解的時候

需要更大聲地講解、注意他們是否每個人都有在聽，還要想不同的問法來考他們，突

然覺得老師們好辛苦，我只有半天的時間在面對這些小朋友，但他們的老師卻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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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而這次的活動中也有遇到一些很特別的小朋友，也激發了自己在掌控講解與

跟他們互動回應等的小訣竅，避免自己被小朋友的話題或是有一點不受控的行為牽

著走，覺得自己也有一些進步和收穫，很開心！(郭芷茵)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 我帶到的 B 組學生剛好是低年級的，他們反應比較慢，所以在講解時也說得比較

慢，用比較簡單易懂的詞彙來解釋。而且剛好我帶到的 B 組學生都有他們的老師從

旁協助。因為老師一定比較了解學生情況，所以有老師在旁邊一同帶領、重述我所講

解的內容或是引導學生，除了能讓學生對於此關卡的內容更有印象之外，我也能學

到以後在帶領學生時可以運用甚麼措辭等等的，我覺得很棒！(郭芷茵) 

(2)印象很深刻有個男老師帶著一個坐輪椅的孩子來，孩子全程沒說過一句話，甚至

頭也沒抬過，但老師好有耐心地帶著他感受每一個感覺，牽著他的手感受小蘇打和

檸檬酸反應後冰冰的觸感，還有氣體產生的聲音，超有愛的，希望自己也能成為一位

這樣的老師。(施亭亘) 

(3)跟隨學生的老師有時候會操之過急，在關主尚未給指令前就超前許多步驟，造成

學生實驗失敗，有點可惜。(鄭力慈) 

(4)有些學生沒有口語能力，沒辦法複誦一些專有名詞，建議可以製作一些相關的揭

示板，讓學生有直接的視覺刺激，就算沒有用口語也能多少記在心中。(鄭力慈) 

(5)有發現疑似 B 組的學生跟著 A 組的人一起闖關但是沒有老師跟隨在旁邊，這樣要

特別顧及這位 B 組學生的時候旁邊的人會顯得有點不耐煩，會超前一些進度導致實

驗沒有很成功，建議 B 組學生還是要有老師帶隊比較好。(鄭力慈)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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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

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1. 因為是要讓每個孩子都能夠參與的關卡，希望人數能夠被有效的控管(一次約 3-4

人)A B 組的分流更明確，可直接在桌前張貼。(施亭亘) 

2. 希望來參與協助關主的人都可以熟悉幫忙的那關在做什麼，以免關主及協助者是

兩套不一樣的做法，協助者也可以參加行前訓練。(施亭亘) 

3. 可以告知與會的國小的老師們關卡的分組安排，才不會一次 A B 組的一起來，造

成 B 組學生必須在通一張桌子等待 A 組，或者是同批學生需要聽兩個關主作解釋，

以免注意力被帶走，也希望帶孩子來的老師可以放給孩子操作或是多等待孩子一下。

(施亭亘) 

4.可以協助國小老師在帶孩子闖關時有更細的分組，或是分配志工到人力不足的學校

去幫忙帶孩子闖關，否則有些老師一次帶著 5、6 個學生來到同一關，老師無法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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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批的情況下，造成關主必須一次應付多個學生，有點手忙腳亂。 (施亭亘) 

5. 學生的能力其實很好，會利用關卡周遭的提示線索回答老師的問題，但也因為這

樣少了很多動腦思考的機會。建議關主後面的海報只要顯示出關卡名稱及過關標準

就好，並且明確標示 A、B 組的差別和位置，可以減少詢問組別的時間。(鄭力慈) 

6. 可能今天我們比較晚到所以老師無法再跟我們說一些注意事項，但今天有發生臨

時更改是否給予氣球袋的決定，但資訊並沒有流通，導致兩邊關主的說法不一樣，有

些小小的爭議。材料包的使用量也沒有再說明，結束了才發現原來這些是三天的分

量，有點擔心下兩次會不夠用。(鄭力慈) 

7. 各關的人員控管需再加強，會有老師急於一次讓每個孩子都操作到，造成關主有

些接應不暇，無法顧及到每個小孩的狀況下就會發生有小朋友沒有聽從指令而操作

失敗的情況，尤其是氣球，如果沒有拉夾鏈袋，反應完、氣產生完就沒得重來了。(鄭

力慈) 

8. 提供重點提示的字卡。 

例如：小蘇打+ (檸檬)酸 → 二氧化碳。使用視覺提示的方式增加學生的印象。(郭

芷茵) 

9. 協助關卡的人員也應事先了解所需協助關卡之內容以及闖關之規則。 

活動當天所有會出席協助的人員都應該要參與營前訓，以確保人員清楚了解關卡

內容以及闖關規則，如協助之該關卡的內容、說明、人數限制，以及闖關成功後的蓋

章的位置是依照該關卡為表定第幾關等規則，避免活動當天的混亂。(郭芷茵) 

10. 與國小端事先聯絡闖關人數。 

因為我們這一組的關卡較簡單，材料也是一人一個，但因考慮到需要協助小朋友操

作，所以將闖關人數限制在三至四人，但在活動當天沒有事先與協助人員溝通好，再

加上國小端有許多的老師一次帶很多位學生，希望我們能夠一次講解完一次，所以

我們從兩位關主變成三位關主，但操作的材料只有兩份(A、B 組各一份)，導致我們

在活動當天很混亂。因此，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協調好各關卡可容納之人數大約為多

少，請國小端先行配合分組，這樣也可以掌握各關卡的闖關人數。 (郭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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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化學問卷_2 

(辦理地點: 朴子體育館) 

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本調查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是要了解科學園遊會闖關關主參與

每一梯次科學園遊會後，對實施科學教育相關知能的瞭解，及對科學活動內容的回饋，以便

將來對特教學生提供更好的科學教育服務。由於本問卷答案沒有「對」、「錯」之分，請放心

填答，所填答的資料僅做為未來實施相關活動參考之用。請依實際情況作答，再次感謝您的

幫忙！                                                                  

一、基本資料 

協助關卡名稱：   晶靈傳奇             

二、填答問題（共兩題） 

（一）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在協助特教學生實施科

學活動有何心得與想法？（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若 A 組、B 組均有協

助者，請均需填寫協助 A 組、B 組的心得或想法） 

1. 協助 A 組學生(資源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其實我覺得學生能力真的蠻好的，當天我還認真地和同學討論：「有些學生甚至看

起來不像特殊生」雖然有可能是因為自己目前的知識量還不足的緣故，但是學生對

對關主問題都會有不錯的回饋讓我感到相當滿足。(林劭庭) 

(2)因為有漂亮的水晶，所以大家的動機相當高，讓我看見了動機對學生在學習上的

幫助和好的影響。(林劭庭) 

(3) 我覺得第一梯次的 A 組學生程度都非常的好，對於動手做實驗十分地動機，闖關

過程也很認真投入，並且會適時地提出問題。(林芷萱) 

(4) 學生雖然一開始都會比較害羞，不願意大聲回答問題，但經過互動後，會十分大

方地回答問題和與關主一起覆誦科學知識或觀念。(林芷萱) 

(5) 今天 A 組的同學因為有一百多位，所以臨時去幫忙 A 組，覺得自己在講解上沒

有達到自己的標準，希望我下次可以講述得更加順暢，不過我們組員間相互幫助，再

加上和老師合作得很愉快、有默契，補足了許多缺點。(林芷萱) 

(6)有些小朋友很想趕快闖完全部的關卡，我會向他說「沒關係慢慢來！」，然後盡速

跟他講解我的關卡想要傳達的觀念。雖然他們會想要趕時間、不耐煩，但我們應該給

予他們應給的觀念和更多的耐心。(詹詒詔) 

(7)此關的實驗步驟比較多、傳達的理念也較多，但看見小朋友們很努力地吸收這些

知識，認真地聆聽講解和操作實驗，我覺得很心滿意足，能參加這個活動很值得！也

期許自己能夠帶給他們更多更多。(詹詒詔) 

(8)除了認真擔任關主之外，也在活動中看見特教老師與特教生的相處。可以看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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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模樣，也更加堅定自己的方向。透過活動也瞭解到自己需要學習更多的專業知

能，在未來才能因應各式各樣的狀況。(詹詒詔) 

(9)我高中時是自然組的學生，所以對於自然科學其實不陌生，而且非常熱愛。能看

到小朋友們在活動中，驚呼或是讚嘆自然科學的厲害，真的是非常開心！雖然小朋

友們有障礙，但我們要盡力的給予他們學習上的支持，加油！(詹詒詔) 

(10)激起好奇心，讓孩子們深入探討科學問題： 

當孩子們看見水晶洞時，問到關於水晶洞產地及分布，以及說出關於礦石地區分布

的相關國家時，讓我發現他們對於課外科學的知識好奇及了解，我想我們在帶一個

關卡時必須在更深入了解相關方面的知識，例如：水晶洞產地、形成來源、化學物質

的變化……(鄭文蓉) 

(11)吸引孩子目光及注意力： 

當在說明原理時，時常發覺到孩子注意力分散，可以再思考如何帶入情境及調整語

調來吸引孩子注意。(鄭文蓉) 

(12)人數控管，維持闖關秩序與品質： 

坐在兩旁的學生可能無法投入於關主講解，造成成效不佳，團體來闖關時，可能要安

排他們等待下一批，否則會造成危險性提高及學習成效的下降。(鄭文蓉)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學生容易因為只想想要水晶而無法專注在關主的說明，在理解上有感受到挫折，

也覺得相當可惜，因為無法抓住他的注意力並讓他有所收穫，甚至連互動都稍嫌少。

(林劭庭) 

(2)這組的學生有一些是肢體障礙的孩子，所以需要有因應的措施，我覺得和教育現

場一樣，學生會有許多的狀況需要老師的臨機應變，我認為這次的經驗也提醒我時

時學習、充實自己的重要性。(林劭庭) 

(3) B 組學生大多專注力都不高，所以我會請他們與我們一起覆誦講解板上的文字，

使他們能夠專心於這關所要傳達的知識，再加上覆誦能增加印象，覺得這個方法很

好用。(林芷萱) 

(4) 在講解原理時，因為想表達知識量有點多，雖然已經將敘述簡化，但還是會花比

較長的時間講述，所以時常造成他們到後半段就分心。(林芷萱) 

(5) 其實在闖關時，發現有的 B 組學生其實在認知上沒有困難，只是行動不方便，就

被安排到 B 組，而我認為能夠安排他到 A 組那多培養一些科學思考模式會更適合

他。(林芷萱) 

(6) 因為我們這關有很多互動性的教學方式，怕下一梯次的學生程度沒有那麼好無法

進行回答等互動，所以我在想應該多準備幾種互動性較少的台詞，看哪個反應比較

好。(林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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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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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

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1. 我覺得神奇晶靈一關的老師相當用心，準備的教具非常的多，那天的情形是一張

桌子放了展示品之後只剩一點點空間可以讓小朋友做實驗，所以一組(A 或 B)只有一

張桌子的話有點壅擠，好怕孩子翻倒。(林劭庭) 

2. 謝謝老師完整的提詞展示板，讓科學知識不太懂的我可以因為完整的說明而不用

擔心，但我不太能夠確定學生看到這樣多的字會不會覺得頭暈腦脹？若是改成字較

少的展示板，會不會因為關主對科學知識不夠理解而成為缺點也是值得考量的變因。

(林劭庭) 

3. 我覺得老師在旁邊協助對於關卡的順利進行有極大的幫助。 

(1)實驗道具：我們這關需要用到熱水讓明礬和磷酸二氫銨溶解，老師會不斷地替我

們檢查熱碩是否足夠並幫我們補充熱水，這讓身為關主的我感到相當感激和安心。

(林劭庭) 

(2)因為我們最初的討論是將四位關主分成 AB 兩組，因此被分配到 B 組的我其實對

A 組的東西相當陌生，後來因為 A 組的學生人數太多，所以改成同時進行，此時老

師的協助說明真的讓我相當佩服。(林劭庭) 

4. 今天最大的不順暢，就是學生們自行闖關，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數，或許可以一開

始就先將學生分為三個三個一組，這樣就不會造成每次來的人數都不同，導致在安

排座位上會有困難，因為我們必須攪拌 100 度 C 的熱水，怕空間太小會相撞，發生

意外。(林芷萱) 

5. 希望能幫學生安排闖關的順序，這樣就不會讓學生常常一大群人都卡在同一關，

失去去其他關卡體驗的機會，造成無法將關卡都闖完。(林芷萱) 

6. 希望在操作教具上能多幾套和 B 組的講解板能增加 A 組的部分，因為這樣就能幫

忙分攤 A 組的學生，也不需要常常講到一半要跑去交換講解板。(已和老師溝通) 

7. 因為我們離魔術師距離滿近再加上有麥克風的音量，很容易造成學生分心。(林芷

萱) 

8. 還有我覺得在讓學生猜水晶的價錢時，會有點尷尬，因為感覺他們對價格沒什麼

觀念，都是胡亂猜，像是說許願精靈一瓶要 140 元，一大包明礬能製作二十八瓶，學

生會直接猜一千，因為明礬包裝上寫 1000 公克，這樣是不是就失去推估的意義了? 

(林芷萱) 

9. 此關需要足夠的空間做實驗，希望可以控管參與人數（大約一次３人），才不會影

響到小朋友們的權益，也不會讓關主有壓力，也會擔心小朋友被熱水燙到或是沒有

辦法聽清楚講解。(詹詒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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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感謝志工和老師的協助，熱水補給的很快，材料與道具的轉換也很快，讓整個實

驗流程非常流暢。還有在關主遊覽車遲到時，志工和老師的幫助、擺設等等的凱瑞，

讓原本在車上慌慌張張的我們能一到體育館就銜接上關主工作，並快速掌握情況，

讓活動順利進行。(詹詒詔) 

11. 此關想要傳達的觀念過多，我覺得可以再減少一點。小朋友們才比較可以吸收，

若觀念過多導致吸收不好，其實會打擊到他們接觸科學的心。(詹詒詔) 

12. 關卡設計時，步驟盡量減少。關主才不會來不及教完，小朋友們也來不及學完。

（因有時間限制）(詹詒詔) 

13. 人數限制控管： 

一個關卡說明者，學生人數應控管在 3-4 位，此次活動因人數眾多，發生粉末灑落、

水杯翻倒、兩端學生無法專心聽關卡說明的狀況發生，也因同時參與的人數增加，造

成器具不足，兩桌不停傳遞器材的情況發生。(鄭文蓉) 

14. 場地分配，減少干擾： 

在講解關卡時，孩子們常常受後方麥克風即極具吸引力的活動給吸引，也許下次在

場地配置時可以調整，抑或是將制度調整。(鄭文蓉) 

15. 改善實驗器材，避免危險： 

有些許的保溫瓶在倒熱水時會濺出，造成實驗危險，也許可以更換這些器材，以避免

受傷。(鄭文蓉) 

16.深深的感受到老師的熱心，也極用心的準備關卡，值得學習！(鄭文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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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化學問卷_3 

(辦理地點: 朴子體育館) 

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本調查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是要了解科學園遊會闖關關主參與

每一梯次科學園遊會後，對實施科學教育相關知能的瞭解，及對科學活動內容的回饋，以便

將來對特教學生提供更好的科學教育服務。由於本問卷答案沒有「對」、「錯」之分，請放心

填答，所填答的資料僅做為未來實施相關活動參考之用。請依實際情況作答，再次感謝您的

幫忙！                                                                  

一、基本資料 

協助關卡名稱：   遇水則發            

二、填答問題（共兩題） 

（一）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在協助特教學生實施科

學活動有何心得與想法？（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若 A 組、B 組均有協

助者，請均需填寫協助 A 組、B 組的心得或想法） 

1. 協助 A 組學生(資源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 A 組的學生反應較多，有較多的互動及對話，因此在引導的過程中，能藉由對話

進入狀態及活動實驗中，不過，通常也較常出現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但在提

醒下，可將注意力轉換到活動中，身為關主，需要具備吸引孩子集中注意力的能

力，這是擔任 A 組關主的任務。(林如美) 

(2) 由於 A 組的學生能力較高，有些高年級的學生已經具備了該實驗的知識，不過仍

需要提供給予參與實驗的動機。我認為這一關的教材「發泡錠」是很棒的實驗工

具，當它被放入杯子中，能夠很清楚的看見其產生的變化，促使特教學生在活動

中擁有了對發泡錠的生活經驗，加上解釋發泡錠的功用，更能幫助特教學生了解

與自身相關的健康知識。(林如美) 

(3) 動手操作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透過動手操作，雖然是非常簡單的將發泡錠放入水中，學生們也依然非常專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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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老師帶著學 

   生過來時提醒關主這學生不喜歡說話、不要強迫她說，但最後卻是這個小女孩自 

   動自發地說出她發現的現象，連旁邊的老師都驚訝了! (林孜芸) 

(4) 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實驗，培養同儕之間的合作關係。 

   在進行變項操作的時候，有冷水和熱水組，透過說明具體的分工事項，學生們彼 

   此互相幫助提醒，但卻不會越線，讓後面的實驗操作非常順利，實驗之間能過培  

   養同儕之間的合作精神。(林孜芸) 

(5) 勇敢嘗試，突破自我，探索科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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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生一開始不敢聞發泡錠和放在桌上的溶液，關主一開始也不強迫，只給其他 

   學生聞，其他學生一一說出自己的想法，大家一邊笑一邊猜測，讓這位學生也非 

常好奇進而主動要求嘗試，這樣的科學實驗能夠激發孩子們探索的慾望，甚至到 

最後發表最多的竟是這位學生，這讓關主們非常欣慰。(林孜芸) 

(6) 參與度高 

學生以一組四到五人為單位來參加，孩子們對於活動都蠻有意願參與、也願意伸

手嘗試，也很願意回答問題及等待(發泡錠溶解)，學生的秩序良好，在等待時也

願意在後排靜靜的排隊，帶隊老師也很幫忙，整體很熱心積極的參與活動。(徐

佳琳) 

(7) 理解力佳 

學生的功能蠻好的，對於溶解這個議題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也都能將發泡錠丟入

水中，並都能按壓並報讀計時器上的數字，並很快的能理解此關卡要傳遞的知識

概念，並在過程中發現學生會互相幫忙彼此，也能透過活動塑造學生間的友誼。

(徐佳琳) 

(8) 教學活動設計清晰易懂 

教學部分覺得這個活動設計得很好，學生能在短短的時間就能透過遭作具體明

白「溶解」的意義，在最後的日常生活舉例也能很快地回答出來，過程中發現學

生對於操作這些活動。(徐佳琳)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 因為 B 組的能力相較較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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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了自己在未來科學活

動課程的設計方面，需要多注意生活實用性(素養)，以及在實務操作上幫助學生

建構知識。(林如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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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

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我認為本次的活動整體狀況很圓滿、很順利，以下提供幾項建議，希冀做為未來

活動更臻完整的參考項目： 

1. 需要強制控管一次參與的人數限制，例如：一次 3 位學生進行。偶爾會有先到的

學生，在活動進行 1 分鐘後，又有想要參與的學生，因此除了關主進行活動的把

關外，若人力許可的話，希望能再增加一位控管闖關人數的老師(志工)，較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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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提升活動的流暢度。(林如美) 

2. 由於本次的活動 A 組學生較為多數，一開始學生到達關卡後，會詢問這是 A 組還

是 B 組，或者關主需要再向學生確認其所屬組別，因此建議在關卡布置時，可以

張貼 A 組、B 組的標示，提供參與學校之教師及學生的視覺提示。(林如美) 

3. 在本關關卡中，實驗了發泡錠在熱水與冷水溶解的時間快慢，因此使用了計時器，

而關主需要在實驗前提醒學生要把注意力放在溶解的過程，當溶解了以後，再按

下停止計時器的停止鍵，然而，手眼並用的能力對特教學生來說較為困難，如果

可以，或許能把計時器的工具撤除，因為在 B 組沒有計時器的實驗中，仍能從肉

眼觀察到發泡錠在熱水的溶解情況及溶解速度，是容易透過比較辨識出來的。(林

如美) 

4.  A 組有時一次會來很多人，因為實驗非常簡單，因此可以應付，就是桌面需要再

長一點，最多一次約 6 人，最好是 4 人就好，後面的變項實驗可以都操作到。(林孜

芸) 

5.  A 組有兩位關主輪流替換，但 B 組只有一人，非常辛苦，經過檢討會後，此關決

定就進行 A 組模式即可，因為 A 組便項其實也蠻簡單的，B 組學生也可以進行觀察。

建議可以一次有 4 個 A 組 2 個 B 組學生一起進行關卡。(林孜芸) 

6. 其他關會有蓋錯章的狀況，建議在各關卡上標示明確的數字。(林孜芸) 

7. 最後發現溫度計不太用到，學生們以觸摸的方式感受冷熱水之分，再來溫度計是

圓形，學生看不太懂，若是改成長條的溫度計不知道會不會好一點，可以增加讓學生

學習看溫度的技能。(林孜芸) 

8. 因應活動場地，可以將不同關卡做更完善的攤位位置規劃，確保學生和志工老師

都能在最快時間內明確的到達想要過的關卡，而在前一組闖關時，下一組等待的

時候，椅子的部分會需要擺放更多，桌子的部分也視學生情形可以增加擺放，可

以讓等待的學生稍坐休息。(徐佳琳) 

9. 人力的部分，因為學生分別在 A 組(高功能組)及 B 組(低功能組)的報名人數有顯

著的不同，在分辨學生是 A 組(高功能組)及 B 組(低功能組)時需要一些時間，於

是我們討論下一次三個人同時負責全部的孩子，會依學生程度、理解力、接受度

來增加或簡化教學，不特別分組別的的方式進行，以確保闖關學生等待時間上的

流暢性。(徐佳琳) 

10. 我們這組的老師在活動時非常幫忙，幫我們倒水及裝水，讓我們在活動進行時整

體過程很順利，在此謝謝老師! (徐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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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化學問卷_4 

(辦理地點: 朴子體育館) 

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本調查問卷。本問卷之主要目的是要了解科學園遊會闖關關主參與

每一梯次科學園遊會後，對實施科學教育相關知能的瞭解，及對科學活動內容的回饋，以便

將來對特教學生提供更好的科學教育服務。由於本問卷答案沒有「對」、「錯」之分，請放心

填答，所填答的資料僅做為未來實施相關活動參考之用。請依實際情況作答，再次感謝您的

幫忙！                                                                  

一、基本資料 

協助關卡名稱：____酸鹼玩玩樂____ 

二、填答問題（共兩題） 

（一）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在協助特教學生實施科

學活動有何心得與想法？（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若 A 組、B 組均有協

助者，請均需填寫協助 A 組、B 組的心得或想法） 

 

1. 協助 A 組學生(資源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 踴躍回答且觀察力佳 

發現學生的能力比想像的好非常的多，回答起來感覺和一般生沒有兩樣，像是詢問

為何都是溶液但加入蝶花會變成不同顏色，其實大部分學生都能碰到一點有關酸鹼

的內容，甚至有些直接開始進行分析，說明酸性會偏紅紫色，鹼性會偏綠色。(楊家

茜) 

(2) 給予更多嘗試的機會 

原先我在介紹蝶豆花只會拿整包範本給他們看，但到後面我可能會將蝶豆花拿出來

給他們摸摸看甚至聞聞看味道，讓他們說說自己感覺；接著原先我也只有讓學生將

蝶豆花倒入不同的溶液中，但後來包含前面的五種溶液，我也都會讓小朋友嘗試自

己倒，認為這樣可以讓他們有更多的參與機會，以及自己動手做更能體會。(楊家茜) 

(3) 視覺提示可以減少 

本關主要是讓學生觀察不同酸鹼性的溶液加入蝶豆花後，溶液的顏色變化狀況，但

在觀察前我們就有一張提示卡放在桌上，因此學生常常會看著那張說出答案，但其

實就算沒有那張他們還是可以回答得很好，因此覺得可以減少視覺提示。(楊家茜) 

(4) 過程:在 A 組中其實我覺得程度上也有差距，有些小朋友一看到我們的主角-蝶豆花便會

興奮的與我們分享他所知道的知識，他在哪裡有看過或是他們家本身就有栽種，而有些學生

則是從頭到尾眼神飄移不專注，彷彿是人在心不在一般難以捉摸他在想甚麼，面對這項困難

時我當下我決定採取高低程度的工作分配，有點像是多層次教學，另外再以誇大的手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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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昂的聲音來吸引他們的注意，透過情境引入，例如:「各位魔法師你們好，現在你們要

利用自己強大的魔法能量讓這些水變成各式各樣的顏色喔!」讓小朋友覺得自己是被賦予任務

的，出現了使命感想要完成任務，藉此提高參與動機，在互動上是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使學生

明白待會使用的材料，慢慢引導完成實驗，最後再根據下午會考的題目再問一次確認他們理

解後完成任務。(蔡孟學) 

(5) 我們這關的 DOEPOE 對於後面的 P 其實比較難做出 AB 組的比較，在預想這一塊當中讓

學生想到原來溶液的酸鹼不同，加入蝶豆花的顏色也會不一樣，這一部分表現較佳的 A 組學

生其大多都是學校的自然課有教過，所以在執行上會比較順利，而沒有學過的學生我會先將

結果呈現再慢慢進行驗證，如果他們還是不會分辨酸鹼的差別，起碼也要知道顏色不一樣是

因為酸鹼不同的關係，擔任關主進行的教學時間短，難以保證學生是否有吸收當下知識，做

起來我的心裡還是會出現疑問與害怕，怕自己引導不佳導致學生沒有學到東西就只是蓋個印

章就走了，整體活動下，我的節奏非常的慢，也是因為來我們這關的小朋友較少，才能詳細

的講解與操作，很慶幸憑著我的誇張的言語舉止讓小朋友在這關那麼長的時間裡沒有出現不

耐煩或有問題行為的情況發生，活動就順利結束了。(蔡孟學) 

(6) 原本是由我來帶領 B 組的小朋友進行活動，但萬萬沒想到的是來我們這關的 B 組竟然只

有一組，我當時在心中有個矛盾，「是要直接以 B 組的方式進行活動呢?還是再加入 POE?」

之後我選擇後者，我認為不應該低估每個孩子的能力，就算講了他聽不懂那也沒造成任何損

失，頂多就是調整難度再說明一次，所幸大部分的孩子都能理解我所做的用意，沒有露出疑

惑或是不理不睬的情況，整體下來大約經歷三個小時，中間完全不間斷的不停帶活動，當下

帶完後喉嚨真的是又乾又痛，聲音變得沙啞低沉，很久沒有這種體驗了，回想當初大一新生

當關主或隊輔時都是這種狀態，只是與現在不同的是，我們利用策略進行一場有意義的科學

闖關活動，而不是像以前單純的帶團康遊戲而已，一想到這，就覺得自己應該有成長那麼一

點點。(蔡孟學) 

(7) 在學生特質上，我發現其實學生的程度滿好的，有些學生在闖關時都可以看著關

卡板，直接說出液體的酸鹼性，而有些學生需要多一點的時間或提示，但也都能回答

正確，不過在混合會變色的原理中，學生較難一下子就記得酸性變紅色、鹼性變綠

色，需要複習或是看到提示才能再次回答。(陳玟蒨) 

(8) 這次營隊後發現到與學生的生活連結是件重要的事，當學生家裡有種或是看過蝶

豆花時，反應都會特別熱絡，比較有興趣，不過對於完全沒接觸過的學生來說，就很

難引起他們的興趣，並且理解是酸鹼值的原理。(陳玟蒨) 

(9) 第一次參與跟科學有關的營隊，發現到了學生對於科學可以動手做，覺得很有興

趣，大家來這關都會搶著要倒蝶豆花汁與別的液體混合，對於他們來說比較少接觸

到科學，有了這個營隊讓他們可以在科學中找到興趣也能學習到知識。(陳玟蒨) 

(10) 由於我是機動組，大部份時間我都是為關主們準備材料。這一關要用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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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而且因為要讓小朋友觀察蝶豆花倒雄不同酸鹼度的飲料之段的顏色變化，每

一批小朋友完成活動後就要立即換產新的材料給下一批學生進行活動。本來會擔心

來不及準備材料或過程會很混亂，但幸好雄活動開始前的練習中大家都有分配好工

作，而且也有確實負責好自己的崗位，所以活動進行得十分順利。(葉沛祺) 

(11) 由於顏色的變化與材料的濃度非常有關連，所以不論是蝶豆花汁或其他材料的

份量都需要事前精確地調配，這個部分是這一關卡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關。因為的確

沒法每次都做出完住一樣的濃度，所以在臨場應變如何講解，以及如何讓學生們都

明白實驗中要帶出的原理和知識，都是當天的一大任務。(葉沛祺) 

(12) 每一位小朋友來到我們我關卡都十分好奇我們的關卡到底是做甚麼的。看到我

們桌上有那麼多東西他們仍然很耐心地聽關主們逐一講解，也會按照關主們我指令

去進行實驗，雄觀察的過程中也很用心。這些都令我明白即使他們雄教育上需要特

別支援，他們對不同我知識仍然是持有好奇探索的心。作為老師，應該要理解學生的

本質，不要低估學生的潛力，盡力設計崗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課程，讓學生按觸多

元的知識。最後在搶答環節中學生們都能回答問答就感受到活動實的成功一些科學

知識帶給學生們，很有成就感。(葉沛祺)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 給予機會，不怕學生失敗 

當時我請小朋友協助我將雪碧倒入杯中，但沒想到就在那一剎那，整罐雪碧直接 180

度直立口朝下，瞬間雪碧一倒而空，而杯中的雪碧也都溢出來，老師也很不好意思的

說抱歉，一邊解釋學生還不大會控制力氣，但我當下心裡想的是等一下有機會我一

定要再讓他試看看，而我可以一邊協助他，所以我覺得遇到類似的事情，不要急著否

定學生，而是要讓他有更多學習的機會。(楊家茜) 

(2) 將重點多重複敘述 

對於本關來說是很重要的地方一定要知道的，我就會多講幾次多問幾次，因為 B 組

的學生常常會因為注意力不集中或記憶力不佳，因而影響到學習的狀況，所以我自

己採用的方式就是用簡單的方式多說明幾次，且在講解完再詢問學生一次來加深他

們的印象。(楊家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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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

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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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將提示卡顏色蓋住 

我們這關主要是觀察顏色的變化，而顏色這個部分對學生來說並不是特別困難之處，

所以其實在不給予提示下一樣能回答正確，因此希望我們的提示卡可以將顏色先遮

起來，避免他們在尚未實驗之前就先預設好答案。(楊家茜) 

2. 生活化的應用 

因為現在教學很注重是否連接生活，但我認為我們這個關卡好像比較沒有這麼直接

的相關，這也是因為酸鹼本身在生活中就不是那麼容易接觸到，我們平常也不會突

然測試這個溶液是酸還是鹼，但我想如果能跟生活稍微做一些連結，學生應該可以

更快理解。(楊家茜) 

3. 工作分配佳 

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滿多的，因此原先有點擔心我們會手忙腳亂，但經過多次討論，我

們也想出一個不錯的工作分配方式，在這次實際進行下，發現真的滿順利的，因此在

未來兩次，我們也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式進行。(楊家茜) 

4. 在道具上，其中有個板子會揭示各個材料所融入的溶液分別是甚麼性質，以及他

們倒入蝶豆花會成甚麼顏色，由於我們想讓學生更能清楚的看蝶豆花改變的顏色，

所以將杯子擺在那張板子上，而聰明會識字的學生便會出現不管觀察結果，直接照

著板子上的答案念，這樣等同本末倒置，所以在當下的檢討會中我們有商討出將一

條白色長紙條護貝後黏魔鬼氈，將答案遮住，在根據觀察結果與揭示的答案做一個

比較才適當。(蔡孟學) 

5. 由於我們的溶液大多會有氣味，而這些氣味會吸引蒼蠅、蚊蟲飛入，主要原因是

我們將實驗完的液體統一倒入一大桶子裡形成撲鼻的味道，這在帶活動時會有些干

擾，希望下次的擺設位置能離水源或廁所進一點，會比較方便隨時沖洗大桶子，避免

吸引蚊蟲。(蔡孟學) 

6. 關卡板 

在我們的關卡板中，因為已經將顏色打出來給學生看，導致有些急著闖完關卡的學

生，會在還沒實驗之前就搶先說出顏色，少了實驗的神秘感，但我們還是會將整個流

程呈現給他們，所以我們想到的修正方式是先將顏色的文字遮起來等變色後再呈現

文字。(陳玟蒨) 

7. 關卡內容 

.在講解關卡時，學生對於蝶豆花的認識不多，尤其是裡面包含了花青素的化學物質，

這個名詞很難讓學生記得，只好使用反覆處理策略，讓學生一直複習這個名詞，也說

明花青素可以保護眼睛，但是學生還是因為不常聽見這個名詞無法了解，若是提到

夜市的調色飲料學生倒是比較有反應，可能在介紹花青素時，可以多點視覺的提示

更加深印象。(陳玟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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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實施方式 

.一開始學生來到這關時，對於桌上的液體滿有興趣的，但是在介紹材料後，學生對

於混合這些液體反而沒有太大的反應，可能是因為關卡板上已有一些訊息在，不過

後來我們改變了說的方式，將蝶豆花變成神秘的物品，像在變魔術一樣讓學生比較

有興趣。(陳玟蒨) 

9. 材料調配方面，由於蝶豆花汁的濃度是整知實驗的關鍵，事前可作一個較詳細的

材配分配表，如每次要用的蝶豆花為多少刻，每一杯溶液需要的蝶豆花汁為多少，這

樣可以減少每一次做出來的結果都帶偏差的情況，減低實驗差異性以及當中的變數。

(葉沛祺) 

10. 這個活動設計的好處是一次可讓多位學生參與，不會出現有學生會沒事做的情

況。先讓學生自己觀察與總結每杯溶液的顏色變化，再公佈答案。之後再引導學生修

正、澄清，能讓學生對科學知識更有印象，強調自主學習的能力。(葉沛祺) 

11 位置安排方面環再接近洗手間或可以沖洗盛水的地方，方便清潔場地、換水和倒

掉用過的材料，不然會引來很多蚊蟲，為活動帶來一些不必環的干擾。(葉沛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