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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數學問卷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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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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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協助的對象皆為 A 組的學生，但有些 A 組的學生能力較弱，所以我覺得擔

任關主時，臨機應變的能力也很重要，因應各式各樣學生的能力，給予不同層次的教

學。舉例來說:遇到一個注意力不集中、眼神也不在教學者身上，從旁的協助老師也

說他的眼神只能看著他的前下方，所以我的調整方式是將教材擺在學生眼睛對到的

位置，再進行問答。(陳姵希) 

(2)因為是闖關形式的活動，所以常常會有 3-5 個小朋友同時闖關，這時候關主需要注

意不能忽略到任何小朋友，可以採輪流答題的機會，讓每個人都能公平參與到闖關，

但也因為多人同時闖關，所以同組闖關的學生能力異質性高，關主在問問題的方式

也需要常常轉換，是關主的一大挑戰。(陳姵希) 

(3)有些學生的能力較好，所以進行關卡時會覺得太簡單，而顯現出不耐煩的情緒，

這時候關主需要臨機應變，我覺得可以進行一些生活上的連結，詢問學生與生活經

驗相關的問題，可以持續引起學生的動機及興趣，進行關卡也可以比較順利。(陳姵

希) 

(4)難易程度掌握適中：在當關主後，會發現其實對 A 組小孩來說，關卡不會太難，

透過一些簡單的說明與複習，學生能回憶起舊經驗，是能了解這個關卡要帶給他的

活動目的是什麼意義，並且透過關主的引導，學生是能從關卡中發現相異處，對學生

來說難易度剛好，能增加學生的信心。(劉匽汝) 

(5)學生注意力集中：此關卡是用撲克牌引導進入遊戲的牌卡類化，透過解說其實學

生對數學的相似形觀念有慢慢地多了一些敏感度，會藉由自身的觀察去分析，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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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過程中學生必須專注地聆聽並注意看各種變化的型態，真正的學習，不就是如此！

(劉匽汝) 

(6)類化到生活情境：一開始，自己在想時，也會絞盡腦汁想知道還有甚麼是怎樣的

圖形，在生活中也會沒觀察到各個物體的形狀，但是這次闖關的小朋友蠻厲害，會想

到不同的生活小物並且是結合個人的生活經驗，透過生活連結讓自己更容易記住物

體圖形的特性。(劉匽汝) 

(7) 因為本來是協助 B 組學生，過程中穿插 A 組學生，當時太忙忘記還有多的圖形

牌卡（平行四邊形、梯形…等）可以使用，故直接利用撲克牌做分類條件―顏色及數

量的指導和實際操作，最後評量時也是利用撲克牌要求學生做分類及說出他依據的

分類條件是什麼。當下實在是沒有辦法思考太多，所以要能依據手邊有的材料馬上

做調整。(陳亭君) 

(8) A 組學生大部分在一開始引起動機的部分都能很敏銳的察覺其分類條件，在基本

圖形辨認上也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在進入「顏色」及「數量」的分類條件要學生試著

分分看時，有些人還是沒辦法正確將其歸類。(陳亭君) 

(9)少部分能力佳的學生會嫌其他人動作慢而要「幫忙他」，此時我會告訴他:「你做得

很好，但也給其他人機會練習，等一下大魔王第一個給你挑戰。」或讓他再想想有沒

有其他的分類條件，給予他一些任務，分散他對其他同儕的注意力。(陳亭君)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大多數 B 組的學生在一開始分堆觀察中仍看不出分類的條件，需要再以問句或甚

至比在圖形上，引導學生去觀察撲克牌的異同。(陳亭君) 

(2)有一些陪同的教師(或家長或助理員)相當心急，會直接告訴學生答案而不給予學生

思考的時間，這是我認為較可惜的地方。但大部分陪同學生來闖關的人都很樂意利

用提示的方式，例如:你今天早上吃的是什麼?(三明治)；教室裡某某小朋友最愛玩的

玩具?(積木)再讓關主接續下去:沒錯三明治是三角形的，積木是長方形的。(陳亭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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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看見他們闖關完後微笑的臉。(陳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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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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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1. 人數安排方面，這次 A 組人數與 B 組人數較於懸殊，B 組的關主到最後也進行 A

組的教學流程，但也許可以不用分成 A、B 組，讓關主可以依學生能力進行應變即

可，關主三人可以同時進行三組的闖關操作，加速闖關的人潮紓緩。(陳姵希) 

2. 教材方面，我覺得揭示板的製作，讓學生多了視覺的提示，再加上關主的解釋可

以讓學生更容易了解關卡所要傳達的概念，且 A 組的教學材料比較多，有些圖形的

概念對於低年級的學生較困難，所以圖形揭示板的製作，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很

有幫助。(陳姵希) 

3. 在場地安排布置方面，朴子體育館的場地寬廣，學生排隊動向空間足夠，但椅子

可能稍顯不足，因為同時闖關的人數可能超過椅子張數，導致有些學生可能需要站

著闖關，或從其他地方搬椅子過來，又需要花掉一段時間。(陳姵希) 

4. 學生程度分辨：在會場的時候有老師會基於帶學生方便以防學生失蹤，將程度不

同的學生放在同一組，但相同的題目明顯是跟不上的，所以要調整一下難易度，我覺

得可以看 B 組關卡是否適合在此時多安插一個人，或是依照學生的能力再降低程度

(但會發生一種情況，就是跟他一起來程度比較好的學生會稍不耐煩。(劉匽汝) 

5. 關卡難易度調整：在此關卡對六年級來說會太簡單或是因為看到前面的人玩過了

所以對規則與流程很理解，所以在破關時很輕易，我覺得可以多增加一下挑戰提之

類的稍微提升一下難度，或是關主要臨機應變，換個順序問或是加深難度，讓學生能

多留一下，對概念會更了解、熟悉。(劉匽汝) 

6. 可以多準備一些實物圖片再畫上形狀加以輔助，讓學生能辨認。雖然說實物是最

佳的，但現場很難找到符合三角形、正方形的物品，當認知能力較差的學生沒辦法舉

例回答時，關主就可以呈現圖片來讓學生回答。(陳亭君) 

7. 在教材方面，我認為老師相當細心，連牌卡的邊邊角角這麼細微的部分都有設想

到，教學流程也沒有太多的問題。也非常謝謝老師願意與我們討論，相當重視關主給

予的建議(如:增加「分類條件」的揭示板)。(陳亭君) 

8. 人數方面一次三個學生進行闖關為佳，活動空間大且每個人都能看見關主的示範，

操作時也能有較多的練習機會，關主也較好管控秩序。(陳亭君) 

 

 

 

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數學問卷_2 

(辦理地點: 朴子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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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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塊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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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梯次的 A 組學生能力都很棒，所以在玩方塊的時候不管是翻轉、旋轉觀念都

很快就能理解，再組合圖案的時候，大致上也都能快速找到對應積木。(顏姿卉) 

(2) 一開始再行進的時候，也會很擔心是不是台詞不熟，但是到後來發現原本的台詞

會變成比較屬於自己的口語，就比較流暢不卡詞，學生反應也很都熱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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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姿卉) 

(3)  彈性調整 

一開始，都先由我們進行示範，再讓學生自己試試看，但有時就會發現一些能力與其

年齡不符的孩子，僅僅只有簡單的圖形也花費了不少時間才完成，我很常便依他的狀

況來降低後面圖形的年級階段，有些人我甚至連 POE 的部分也直接省略，但也謹記

著我們這關的主要概念，一個也沒少。(許慧娟) 

(4)  予以等待，引導成功 

雖然每個圖形的旁邊皆有提示，但其實對於有些孩子來說卻還是困難重重，我想，我

們能做的便是，上課其實很常提到說不要讓孩子有太多失敗的經驗，教學上最好一次

就對，雖然我不知道我這麼做好不好，但我還是希望能有讓他們自己試試看、自己去

發現的機會，所以過程中的一開始一定會先有段等待時間讓他們去找找看指定積木在

哪，若他始終找不到或花太長的時間才用手指去指並用口頭問他：「是這個嗎？」。

(許慧娟) 

(5)  依照學生能力，適時調整關卡難度 

對於 A 組學生來說，在方塊介紹、旋轉和翻轉、索瑪利方塊的認識上是能夠快速掌握

與學習的，但是學生在組合方塊上的能力不一，有時雖然他已經是高年級，但是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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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圖卡組合對他來說難度太高，這時會便會選擇降低難度，使用中年級的圖卡讓他

組合，他便能夠達成，因此我學習到身為關主在觀察學生能力，以及隨機應變的能力

很重要，既要讓學生有所收穫，又要為學生創造成功的經驗，這需要依靠我們判斷。

(陳怡廷) 

(6)  兼顧每位學生的學習，讓每位孩子都能夠操作到 

在闖關的過程中，有時會有同時闖關的學生，而關主便要注意到同時闖關的學生的

學習，常常會是能力相對較高的學生負責操作，而能力較低的學生在旁看，這時關主

便要協助讓每個學生都能操作、學習，不能忽略任何一位學生。(陳怡廷) 

(7)  給予學生嘗試的機會，同時給予引導 

有些學生在組合方塊的過程中，會選擇不想依照圖卡上的積木形狀組合，想直接自

己排列，這時我會先給予他一點操作的時間，然後藉由「我來告訴你小秘訣喔!」讓

他們選擇先將需要的積木找出來，並依照積木的方向組合起來。給予他們嘗試的機

會後，再提供方向讓他能夠組合出正確的圖形。(陳怡廷) 

(8)  給予正增強及支持 

因為此關卡的難度較於困難，所以學生可能在過程中容易較沒有動機，或者是隨意

地進行排列，在過程中即要視學生的狀況，給予相對應的支持，並且重要的是，我認

為在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包含給予大量的正增強，讓學生可以在當中得到自

信，並且較有動機的進行積木的排列，這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所領略到的。(陳莉婷) 

(9)  因應個別差異，做出適當的解決措施 

在操作的過程中，雖然是 A 組學生但是可以發現到每位學生的程度不盡相同，甚至

相差甚大，所以從中的因應措施則依據學生在開頭的組合表現，以決定是否要從中

降低一個層級或者保持原先的實施繼續進行，讓我從中可以培養判斷能力及臨場反

應能力，並學習察言觀色的能力，從中調整所要實施的步驟及給予的提示量的多寡。

(陳莉婷) 

(10)  關注每位學生，讓其都有嘗試的機會 

有時候過程中，會有兩個以上的學生一同闖關，而在這時候就要特別注意到每位學

生的學習或嘗試機會，一開始可能會出現只有某一位動機較高或程度較好的學生進

行積木的組合，而使另外一個學生較無參與感，所以當時候我可能就會請另一個較

無參與到的學生，跟他說「幫我找找看這塊積木在哪裡」，讓他有參與投入的機會，

或者是對正在進行積木組合的學生說「待會大家要輪流喔!有輪流才能得到關卡章

喔!」從中試著讓每位學生都能夠有嘗試與學習的機會，這才是我們樂見的! (陳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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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適時提供等待反應的時間 

在當中因為每位學生的表現不一，所以經過各個學生的闖關，所累積的想法是適時

給予學生反應時間是很重要的，不急著將答案說出來，並讓學生可以在過程中回顧

剛剛我所指導的內容，自行找到重點，例如當我在介紹二連方塊時，我就會說「因為

這裡有兩塊積木，所以這叫做二連方塊，而到三連方塊的時候，我會說因為這裡有三

塊積木，所以這叫做…….?(在這時會依照學生反應而停頓的秒數也會有所差異)，學

生通常在這時候就會自行回答三連方塊」。我認為這才能夠讓學生真正學習到當中的

重點。(陳莉婷)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今天有一組 B 組的學生來，兩位老師帶三位學生一起來，其中一位是輪椅生，因

為三位同時進行，很感謝老師當下協助輪椅生學習，因為該位學生視力狀況也不佳，

因此在兩位學生先學習認識二連方塊後，會有帶隊老師協助讓輪椅生觸摸二連方塊

是代表什麼。(顏姿卉) 

(2) B 組的學生需要多一點等待時間，但是幾個觀念在反覆複習幾次後，也都可以記

得，但是需要常常轉換不同聲調喚回注意力，雖然離魔術區有點遠，但是學生還是會

時不時回頭看一眼魔術。(顏姿卉) 

(3) 看見可能 

其實我跟特教班孩子相處的機會並沒有很多，活動前也一直擔心帶不好，怕這個關卡

對他們來說太難，但實際卻不是如此，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個坐輪椅的孩子，

雖然手部操作沒有那麼好，但一直非常熱衷在活動中，我那時便一步一步帶著他找到

方塊、排出方向，最後成功組出圖片中的圖形，始終忘不了的就是他臉上因排出圖形

所綻放的笑容，也深深讓我覺得，只要你相信他做得到、願意一步步引導著他，凡事

都是有可能的。(許慧娟) 

(4) 發現不足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過程中遇到了一個狀況較嚴重的自閉孩子，他一來就是一副想

睡覺的樣子，看到積木後更是直接拿起，開始玩起積木，不管我怎麼呼喚他他始終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其實我當下是有點挫敗的，因為我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不知道

怎麼樣才可以讓他把注意力放在這個關卡，便由著他玩著積木……我相信在未來還是

會碰到非常多這樣的學生，只希望之後的我有足夠的能力、有方法能讓他們能專心、

快樂地投入在各項活動之中。(許慧娟) 

(5) 視學生能力，簡化關卡難度至學會基本概念 

這個關卡對於學生來說有些太困難，因此 B 組的學生會簡化到讓他學習「認識 2 連方

塊、3 連方塊、4 連方塊分別有幾個」、「組合積木可以使用旋轉或翻轉的方式」、「索瑪利方

塊有七種不同形狀積木所組成」這三大概念，我會藉由觀察或是詢問帶學生來闖關的老師學

生是否有能力組合出積木，來決定是否讓學生進行抽題組合方塊。(陳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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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力不同的學生合作，能夠發揮更大的價值 

即使是 B 組學生，學生的異質性也很高，但我發現到學生可以藉由同儕學習到更難

的程度。我曾同時帶 4 位 B 組的學生進行闖關，在這當中，有兩個明顯程度較佳的

孩子，因此在闖關的過程中，其他程度較低的學生可以藉由觀察、模仿學習到基本要

學習的概念。也因為該組有能力較佳的孩子，所以這組的學生能夠完成整個 B 組學

生要完成的任務，而不用再簡化，對於能力不同的孩子皆有益處。(陳怡廷) 

(7) 藉由操作，反覆複習概念 

B 組的學生在學習上，需要透過示範，以及讓他們實際操作來學習概念，但在帶領的

過程中我會發現他們十分快速便忘記所學習到的知識，因此我會藉由不斷地重複，

以及請他們用積木示範給我看，來確認他們是否學會，也幫助他們增加記憶、避免遺

忘。(陳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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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不完美的事情大概就是一位帶隊老師發脾氣吧…闖關的隊伍讓等待的人都

著急了。但是闖關就是需要等待，真的沒辦法讓每一個闖關者都是 on 的狀態，希望

之後每一梯，闖關者和等待者都能心滿意足。(顏姿卉) 

2. 在積木的闖關有許多同學因為可能之前有玩過，或者各種吸引他們的理由，是等

待的人都跟闖關者平齊，有時候闖關學生都還在思考、找尋積木，後面的人就會迫不

及待地上前導(引)，希望可以拉開等待和闖關的距離，讓闖關的學生可以好好享受這

段屬於他的八分鐘。(顏姿卉) 

3. 索瑪立方塊的顏色調整 

過程中，會發現有些學生即使看著圖中指定圖形旁的提示還是很能找到對應積木（有

幾個長得非常相似），因此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在這個部分，找完以後又要進行組合，指定

圖形雖然也有顏色，但實際的索瑪立方塊卻只有單一顏色，因此找積木放在對應位置又花

了不少時間，導致此關卡常需較久的時間，故建議能特別額外準備一份與提示圖片相稱的

索瑪立方塊。(許慧娟) 

4. 各分解積木提示的位置調整 

排出圖中的指定圖形對於很多特殊學生皆有一定的難度，過程中很常好不容易帶領

學生找出旁邊提示所列出需使用的積木以及其應該排列的方向，但排列的方式卻是

隨機排列，還是要回去對照圖片中的顏色再去排，就會發現很多學生在移動的過程

中方向也會隨即改變，需要再次幫他做調整，因此，希望之後的排放方式能改成靠攏

後便能排出指定的形狀。(許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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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卡的難度 

我覺得我們這關的難度對於學生來說十分地高，學生在組合形狀時，身為關主的我

們介入的程度蠻大的，所以我建議圖卡的難度可以再更簡單一些，可以再增設一個

更少積木的圖卡(比低年組圖卡難度更低的)，讓程度較不佳的學生有機會嘗試，反而

是目前最高程度的較難使用到。(陳怡廷) 

6. 積木顏色的區別 

在這個關卡中，學生花費在尋找積木的時間很多，特別是其中有兩塊積木的形狀十

分相似，因此我認為如果要給予低組的學生挑戰成功的機會，可以在每塊積木上加

上顏色區別，讓能力較低的學生可以藉由顏色來挑選積木，並搭配積木上的顏色做

組合。(陳怡廷) 

7. 連結學生生活經驗 

在這個關卡中，我認為能夠培養學生開間思考的能力，只是在引導上我覺得比較缺

乏與學生生活經驗的結合，或許可以思考一些與學生生活相關的例子，臥室愛圖卡

的設計上，可以讓學生排列出日常生活中可以看見的物品。(陳怡廷) 

8. 將附件之難度簡單化 

雖然在附件上可明確區分低、中、高年級的難度，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可以發現

到特別在高年級的附件中，對學生來說過於困難，基本上幾乎沒有學生能獨立完成，

為了兼顧學生的學習機會，過程中常需要關主大量的提示與協助才能夠完成，常容

易拖延到時間的進行，因此建議可以在將高年級附件之難度簡單化，減少積木的數

量及複雜度，或許也可以在積木跟附件上編上編號，增加更多提示，讓每位學生都能

擁有嘗試的機會。(陳莉婷) 

9. 將積木之顏色明顯區分 

在操作的過程中，也發現到在積木跟附件上面的顏色對應時，常容易產生混淆，因此

會影響到學生在組合過程中的順利程度，因為積木的顏色跟附件上的顏色不盡相同，

因此建議可以將附件上的積木以及實體的積木之相同形狀的積木設為同樣的顏色，

並且將每個顏色做明顯的差異，可讓學生可以在操作過程中更加順遂。(陳莉婷) 

10. 排隊的人數管控 

當一次有 3 個以上的人數時，容易造成場面上的混亂，而且因為此關卡的設計不太

適合太多人一同實施，否則會出現可能程度較高者操作，其他人閒置的狀態，亦會同

時出現不同階段的學生，這時候可能要思索到該降低或提高難度，或者是同時給予

附件操作，這些都會干擾到操作的進行，所以建議人數盡量控管制 1-2 人較佳。(陳

莉婷) 

11. 整體來說，我覺得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科學營，讓我從中不僅可以更加深對於數

學的學習，也可以從中讓我充分練習臨場反應的機會，另外營前訓的實施也很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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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中練習並且在過程中發現問題時，可以當場詢問老師。還有提供詳細的

教案以及精美的關卡揭示板，讓我們從中有所依循，並讓我們有充分練習的機會。

(陳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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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數學問卷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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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數骰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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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反應超出預期 

A 組學生反應很快，有些比較高年級的學生原本就知道偶數有哪些，因此就可以直

接讓他們進行點數相加，看看是否為偶數。原本我是協助 B 組的，但是因為 B 組人

數少，所以最後有讓 A 組學生來 B 組闖關，我就依學生年級和程度，給予 A 組的教

學。不一樣的是，原本 A 組是用兩顆骰子相加，但是感覺學生程度還不錯，因此就

再加碼，最多甚至加到四顆骰子。(許雅涵) 

(2) 學生好奇材料 

因為這一關剛開始會詢問學生是否有看過骰子鐘，最後會讓骰子在骰子鐘裡旋轉來

引起學生動機，有一些學生很聰明，一下子就說出裡面有電池或馬達，有一些則會會

好奇到底是要壓哪一顆按鈕才會轉。(許雅涵) 

(3) 兼顧能力不同學生的學習機會 

有時候來的一群學生是不同年級，程度也不一樣，當輪流骰骰子算點數時，有些學生

一下子就將別人骰出來的點數說出來，而骰骰子的那位學生則還在算，或是就跟著

說出答案，而失去學習的機會。當下我的處理方式是帶著那位學生用手指頭點算點

數，若下次遇到這種情況，我應該會先制止旁邊同學，告訴他:謝謝你的幫忙，讓他

自己說!或許比較不會給需要時間算的學生壓力。(許雅涵) 

(4) 我覺得活動進行地相當順利，不僅在與小朋友的互動過程，或是跑關、執行關卡

的流程，小朋友都十分配合，也能聽從老師的指令，也從與學生接觸的過程當中學習

到許多不同的東西。像是有些學生可能玩一玩就開始分心了，或是一直拿著教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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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自的講解，這時就需要採取不同的作法。分心的學生可能使用教材從新喚回學生

的注意力，而自己講的學生可能運用口頭提醒，請他專注在老師的說明與動作上。

(何寧馨) 

(5) 在一開始時，我們會讓學生瞭解「骰子盅」、「骰子」的意義，請他們摸摸看並詢

問骰子共有幾面，有小朋友還沒摸過骰子就回答出「四面」，這是我們遞給了他骰子

請他再摸摸看、再看一次，這時他就回答正確了，說「六面」。此時，我們突然發現

讓學生實際操作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抽象的思考對他們來說是比較困難

的，但給予實際物品，他們便能透過操作練習理解其中的概念。(何寧馨) 

(6) 大多數的小朋友一看骰子的點數就能知道總共是幾點，只是可能有時會看錯；只

有少數的學生沒有加法的概念，這時我們會帶領著他進行數數。(何寧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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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動當中，這也使得過程進行地很順利，不僅每個小朋友都能樂在其中，也能從遊

戲當中學習到一些知識，我覺得十分有意義。(何寧馨) 

(8) 大部分學生們的能力都很好，此關卡程度於其他關卡相較而言對他們比較簡單。

(吳泳潔) 

(9) A 組中，可能又分爲能力較好或較弱的，比較少能見到能力較好的學生願意給予能力較

弱的學生支持，多有嫌棄或不耐煩，容易在關主問能力較弱的學生問題的時候，搶答答案。

(吳泳潔) 

(10) 老師因考量安全問題，多讓好幾位學生一起闖關，但因爲能力分佈不均的關係，

易見上述情況，以及 A 學生還未完成，B 已經完成，但仍需要待在關卡等待其他同

學，耽誤闖關的進度。(吳泳潔) 

(11) 大部分的老師們以及助理阿姨人都很好，但有小部分帶著「過關就好」的心態，

關主透過游戲做教學的時候，不予學生思考的時間，直接告訴他們答案請他們回答，

甚至有見助理阿姨直接要求蓋章就走，旨不在讓學生真正學習，非常可惜。(吳泳潔)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 循序漸進的引導 

B 組學生雖然沒有像 A 組反應那麼快，也不太知道什麼是偶數，不過基本上在引導

之後，可以知道偶數是什麼，例如和學生說了哪些數字是偶數後，要求學生覆誦，再

讓他們自己說出骰完骰子後的點數，請他們說說看是不是偶數。(許雅涵) 

(2) 風水輪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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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學生骰了好幾次骰子，結果都是奇數，一直骰不到偶數，這時候我會請旁邊一

起來玩的學生幫忙加油，或是感覺學生有一點不耐煩時，先讓其他人骰，最後再輪回

去。(許雅涵) 

(3) 抓住學生注意力 

在進行講解遊戲規則時，B 組學生有時候會分心，我就會讓他來壓一下骰子鐘來骰骰

子，或是將骰子鐘、骰子拿到學生面前，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許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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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骰子的數量 

在 A 組學生方面可以增加骰子的數量，因為當下為了舒緩 A 組的人潮，我在協助 B

組的時候，聽老師的建議，給予 A 組學生 2~4 顆骰子(原本是兩顆)，增加難度，發現

效果還不錯，基本上 A 組學生還是可以答得出來，只是有些會數錯，不過請他們再

數一次或是用手指點算後，學生就會馬上修正答案。(許雅涵) 

2. 增加骰子板 

在 B 組增加 A 組的骰子板，來紓解 A 組的人潮。雖然有些 A 組學生如果已經知道

偶數是甚麼了，其實也不太需要骰子板的提示，不過有些學生還是需要經過對照來

了解偶數。目前 A 組的骰子板是呈現兩個骰子相加的點數，但是若是加碼骰子數量

到三顆或四顆，骰子板上就沒有可對照的骰子數量，這部分會再和老師討論看看是

不是要增加三顆或四顆骰子相加骰子板，還是用原有的來看就好。(許雅涵) 

3. 與生活連結 

闖關的最後可以連結生活經驗，利用昆蟲…等為偶數的例子，讓學生覺得所學的偶

數可以運用在什麼地方。事先可以將圖片印下來，貼在 PP 版上，方便展示給學生看。

(許雅涵) 

4. 增加一個偶數板 

偶數板上面列出 1-30 的數字，將偶數用顏色標明起來，因為若是用到四顆骰子，骰

到全部都是六點，最多骰子數量總共就有 24 點，可以讓有些學生因為數字太大，還

搞不太清楚偶數是什麼時，可以先拿出偶數板證明給學生看，再教他們可以直接看

個位數字的部分就好，若為 2、4、6、8，則此十位數字就是偶數。(許雅涵) 

5. 在關卡的進行當中，發現我們這關不像是其他化學組獲是物理組般，需要較多的

時間進行實驗，反而相當快速就能讓學生闖關完成。因此，我們當下的修正方式是再

多與學生聊天、多強調偶數的觀念以及多讓學生認識教材，與生活經驗多加連結。之

後就有發現學生跑關的流程有更流暢了一些，學生們也相當樂在其中。(何寧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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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次學生的能力都比我們原先想像還要來的高，很多學生在骰完骰子之後都能立

即說出加總的點數，甚至不用看揭示板就能知道該數是偶數還是奇數，算術十分流

暢，不太需要老師示範與指導，也因此我們進行地相當快速。因此，在下次的操作或

許可以考慮會加深過程的難度，例如增加骰子的數量，從原先的兩顆依學生能力增

加至三、四顆，以及沒有揭示板的提供，讓這個遊戲的難度依照學生的能力提高。(何

寧馨) 

7. 在運動會前的志工訓練時，老師有糾正我們一些講話的方式，我覺得相當受用，

像是假如他們沒有加法的概念時，老師指導兩種方法。一是直接帶著他們數數，二是

老師須再強調「總共」概念，如「你可以告訴老師這兩個骰子加起來總共是多少嗎？」，

因為此時他們應該會有「總共」的概念了。(何寧馨) 

8.我覺得這個關卡可以再多增加一些與生活經驗的連結，像是可以提供學生平常的生

活當中何時會運用到偶數的概念，讓他們不僅僅只是瞭解偶數，也能知道偶數對於

生活所帶來的影響，如：火車座位號碼、數鈔票兩個兩個一數等等。(何寧馨) 

9. 此為數學關卡，相較於其他非數學類的關卡，程度比較簡單，也很容易就會通關，

但為平均各關卡闖關速度，需盡力延長時間，導致能力較好的學生會很容易感到不

耐煩或直接搶答。(吳泳潔) 

10. A 組和 B 組的人數落差太大，可盡量平均分配或是在一個關卡中分配 A 組又分為

兩組進行，如此較不會有 A 組的學生大排長龍，但是 B 組關卡卻沒有什麽人的情況。

僅藉此感謝老師們當下已有想出對應的方法，順利暫時解決此問題。(吳泳潔) 

11. 關卡程度可能可以適度加强，因爲基本上 A 組的學生每一個都已經瞭解過何爲

偶數，很快就能回答問題並且急於通關，缺少了教學的意義。(吳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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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數學問卷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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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疊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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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學生對關卡興趣不高 

我這邊原本主要是負責 B 組的學生，但因為 A 組那邊實在忙不過來所以就幫忙分流

了部分 A 組的學生，在這些 A 組的學生當中，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感覺部分學

生對我這關表現得有點興趣缺缺的樣子，就是有種應付了事的感覺，我甚至還有遇

上了完全不想過關就陪著他朋友過來坐在一邊的學生，哪怕我們以獎品吸引他也完

全不想闖關就坐在那裡，外圍的老師去勸了也沒辦法只能讓他這樣不闖關。(李佳怡) 

(2) 對部分學生來說關卡有點太簡單了 

因為我這部分本來就是提供給 B 組學生闖關的，所以關卡簡單很多也沒有原本 A 組

用的材料(比如預測多寡的紙和折線圖)，所以 A 組學生過來的話我最多也只能再問

他們圖表上哪個最矮，最矮又代表了什麼之類的勉強能稱得上預測的問題，更不用

說其實不少學生一來就十分清楚明白這關要做什麼，完全不需要我做任何的說明，

雖然他們還是會乖乖照我的指示完成關卡流程就是了，不過之後老師是跟我說他們

會的話就不用特地跑流程可以直接幫他們蓋章讓他們過關。(李佳怡) 

(3) 學生能力沒有想像中不好 

其實很多學生能力都很好，也幾乎沒什麼問題行為，有種太過低估學生能力的感覺，

不過特殊學生百百種，所以也不能說太過低估啦，可能只是剛好學生能力都不錯也

比較乖而已。(李佳怡) 

(4) 相信學生的可能 

我們一開始在試教活動時想的都是如果學生不會，或是有什麼行為問題導致活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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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行應如何應對，但是當天的學生每個都十分優秀，在我們的引導下都能正確答

題，只要慢慢引導給予他們支持的系統，他們也是能學會的。(林克乙) 

(5) 尊重有善包容 

A 組的學生多為輕度障礙，但是即便是輕度障礙也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有些學

生有過動，怎麼樣都坐不住，這時可能就要不斷的與他對話引起他的注意，且學生們

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愛與人對視，當我們在講解時就要一個一個去面對他們以

確認他們是真的有在聽。有些學生是自閉症有固著行為或觸覺防禦，此時我們也要

去觀察，小心不要影響學生情緒。(林克乙) 

(6) 做到最完善的準備迎接學生 

因為 AB 組學生數差太多，導致有些 A 組的學生無法真正玩到 A 組的活動，而我們

中間也是幾乎不停歇的一組玩完馬上下一組上，那中間有時會有一些小問題產生，

可能是教材來不急撤或學生等太久小情緒上來了，這時我們就應臨機應變的盡快處

理好，或請旁邊的老師幫我們帶到別關，讓學生能好好享受這次的科學營。(林克乙) 

(7) 學生能力比預期中還要高，教學過程大致順暢。(鍾昀芷) 

(8) 統計圖表跟生活的聯結性沒有強到在生活中隨處可見(例：學生若沒有看過氣象

報，可能會不大清楚長條圖跟折線圖在生活中的用法)，老師在舉例時可以附上圖

片或影片，讓學生認識生活中的統計圖表。(鍾昀芷) 

(9) 雖然讓學生一起用便條紙來完成統計圖表已經具有操作性和互動性，但對於原理

的理解大部分還是透過老師講述，學生比較少自己去嘗試並發現的機會有點可惜，

如果能拉長時間，用不同的圖表讓學生自己去比較，也許能提高學生自己思考的機

會。(鍾昀芷)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若無，則免填）: 

(1)學生狀況沒有想像中的糟糕 

其實應該說是沒有糟到影響闖關流程的程度，畢竟 B 組的學生障礙程度還是比較重，

不過他們多半都有人帶，不是老師就是教助員，他們都會指導學生闖關，所以並未出

現太大問題，而且本來預想 B 組學生很可能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來闖關的幾乎每

個都會寫，手部動作不好的也有老師或教助員幫忙，貼便利貼的時候也一樣，然後對

於長條圖哪個最高也只有很少部分 B 組的學生答不出來，不過不排除有的學生是跟

著別人答的關係，問題行為也沒想像中多，可以說幾乎沒有。(李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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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 對接待 A 組學生的調整 

因為我這組原先是為了 B 組學生準備的關卡所以基本上只能完成 DOE 的程序，對於

POE 應該要怎麼做我當下只能想到用詢問學生最矮的代表什麼，讓學生以最高代表

最多的思路去推測最矮代表最少，但是感覺這樣和預測差的有點多的樣子，不過當

時的我真的想不到還能怎麼做了，後來我是有想到說如果改成我向學生展示我要再

貼幾張便利貼上去，讓他們猜猜看這些便利貼貼上去之後會是哪個最高這樣的方法，

不過我其實也不太確定這樣符不符合 POE 的標準啦。(李佳怡) 

2. A 組學生的分流方式 

因為這次遇到的高年級生似乎對於長條圖都是有點概念的，對折線圖的部分我就不

太清楚他們了解的程度到哪裡，畢竟沒空去看 A 組那邊的狀況，不過我覺得長條圖

加折線圖對高年級比較有一點挑戰性，所以我想說分流的時候高年級優先原本 A 組，

低中年級再分流到原本是 B 組的我這邊比較好，不過說到底還是得看當場的各年級

人數的狀況啦。(李佳怡) 

3. 時間的掌控 

我們這組的活動在一開始跑流時就是時長較長的一組，因為流程比較多，當天活動

又是 A 組學生人較多，所以幾乎都是請學生語帶的老師稍等。我們後來是同時間前

一組在進行最後的教導，後一組就先進引起動機來紓緩人潮，我覺得前面的小活動

可以再多一些，就可能多一些圖片問答，看看學生有沒有看過或知不知道是做什麼

用的，這樣一位教學者可以在中間休息一下喘口氣也比較有充足的準備時間。(林克

乙) 

4. 空間容納 

活動設計原本是一次三人進行，後來是四人也可以，到前面去進行教學時就稍嫌壅

擠畢竟紙張就是那麼大，但是有一次一次來了七個人，他們希望可以一起闖關且有

學生已經有情緒了，所以也不好分開讓他們繼續等，但是人多就是會有學生無法參

與活動或是與帶隊老師在旁個別輔導。遇到人多的時候就是兩個教學者一起下去帶，

一個主講另一個在旁給予協助以維持活動進行不受過多干擾。(林克乙) 

5. 可以附上氣象圖、股市等圖片，加強統計圖表和生活的聯結性。(鍾昀芷) 

6. 折線圖的材料容易掉，當天因為怕發生狀況都是由老師來操作，若改成較牢固的

材料讓學生操作，操作性提高較能提起學生動機和吸引注意力。(鍾昀芷) 

7. A 組的第二張長條圖，因紙張較軟，邊角易被折到，學生在排長條圖時，不容易將

每張紙的邊界對準，導致難以對上 X 軸上的數量單位，可以將每張紙片護貝或加厚，

以利於學生將紙張對齊。(鍾昀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