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小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生活科學營 第九梯次_輔導員心得 

B組 

郭○瑜 輔導員 心得回饋 

第一、二節課 

1.輔導員與學生的關係 

一開始學生對於我感到很陌生，所以

不願親近，在我詢問學生問題或提供

協助時，學生都不願理會，因此我覺

得輔導員與學生關係的建立很重要，千萬不要因為學生的冷淡而

放棄協助學生！因為在我持續給予協助之後，學生變得很樂意參

與課程，也變得願意與我互動。 

2.課程有講解科學知識 

講師在課程的最後有講解科學原理，我覺得講師的安排十分良

好，也十分符合營隊的宗旨，並且也讓學生了解今天的課程並不

是遊戲，而是要傳達科學原理。 

3.課程對於手部功能不佳的學生易產生挫折感 

課程安排要讓學生透過擠壓瓶子來觀察氣球的移動，但小至的手

部動作不佳、力氣不夠，完全無法擠壓瓶子，導致小至一直以為

是自己的成品有問題，而感到挫折。所以我覺得未來在課程設計



上，應該考量到教材的合適性。 

第三、四節課 

1.給予學生探討、討論的機會 

在課程的最後讓學生主動分享心得，以及探討是否能使用其他材

料進行此活動。學生十分踴躍回答，且老師也會給予立即增強，

在這刺激下，其他同學為了增強物也爭先恐後的想要回答問題、

分享心得。 

2.學生透過問題行為想要引起旁人的注意 

阿捲因為想要吸引我的注意會一直做出不符合課程中應該出現的

行為，例如玩文具。當我假裝沒看到時，阿捲會一邊玩一邊觀察

我的表情，發現我注意到他的時候，阿捲就會玩得更開心，但當

我制止他專心聽課，並馬上不再注意他之後，他就會暫停問題行

為。 

3.學生座位案排不當，易導致講師忽略學生 

學生人數過多，導致座位壅擠，講師容易忽略中間座位的學生，

所以我覺得未來應減少學生人數以確保上課的品質，同時也不會

讓障礙程度較重的學生被講師完全忽略。 

 

 



黃○珊 輔導員 心得回饋 

第一、二節課 

1.在課程當中，我輔導的學生大致上

都做的不錯，只要適時的協助，基本

上能自己去做，其中一位我輔導的學

生為自閉症的學生，他對其東西的整

齊度和乾淨十分要求與注重，有時會影響他完成作品的進度，必

須把東西先整理好才願繼續作業，但假如跟他說其他同學都完成

了，他就比較會願意停止手邊的整理，得以跟上進度。我認為有

同儕在旁邊是很重要的，可以互相影響，也能互相督促。 

2. 秀蓉老師的課程當中的"深海潛航"，比較不容易成功，因為成

功關係到很多，像是氣球綁的程度、黏土重量和水的多寡，雖然

他們難以獨力完成，需要老師的調整，但是基本上都能讓他們去

觀察科學的變化，只有壓水瓶的時候對他們來說比較困難。 

3.在民族國中下課時間，看到他們學校的老師教導學生要繞教室

外面的中庭，有些學生則是一直來回走樓梯，雖然可以訓練學生

的腳的肌力，但是看到所有學生都這樣做，總覺得學生們失去了

自行利用下課時間的機會。 

 



第三、四節課 

1.建良老師在學生舉手回答問題完就給予小禮物，立即給予正向

支持與鼓勵，並給每位學生回答的機會，十分公平，也讓學生不

會害怕回答問題，老師也能順便複習上課內容，讓學生更加深課

程內容，也能了解學生的理解程度，老師也讓學生有主動表達的

機會，跟同學們分享心得，這也是能讓學生訓練自己的發言能力。 

2. 我輔導的學生其中一位在"漂浮陀螺"的課程中，他在老師還

沒說明時，自己看螢幕上的圖片，自己試圖做作品，也都做對，

能發現學生能夠主動觀察，也能自己主動嘗試，我認為儘管學生

是在 B組，但能力還是不錯的。 

3. 在 B 組有分成兩大桌，其中較靠近老師的那一桌需要比較大

量的協助，而另一桌大致上是能力算不錯的，也都還算聽話，認

為 B組的能力是很有潛力的，就是需要輔導員適時的幫助和提醒

學生，多讓學生自己動手，而不是因為是 B組就以低期待看待。 

卓○緹 輔導員 心得回饋 

第一、二節課 

1. 教室環境的部分，學生人數有點

多，環境的部分是將學生分成兩大

組，但是後面的學生離老師的距離有



點遠，容易分心，不知道老師在上什麼課，需要輔導員介入協助

說明，並給予口頭的提示提醒學生要專心看前面的老師並聽講。 

2. 學生的部分，帶到的學生是有自閉症的學生，很明顯學生都是

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若給他指令他是會做事、會聽的。

常常他會一直摳自己的嘴巴，若去制止他他會不高興趴在桌子

上，只要不去理他他就會再爬起來。 

3. 同儕的部分，坐在自閉症學生旁邊的同學常常協助該生，例如

要到外面去裝水的時候，他會關心他有沒有裝好水，甚至會想要

幫他做，但我會告訴他可以幫他扶助瓶子就好，不用全部協助

他。課堂上也積極想幫助該生，但有時候學生會因情緒來時而不

配合導致該同儕覺得心灰意冷，我便會一直鼓勵他已經很棒了，

他可能需要時間消化沒關係，如此他才不會覺得該自閉症的學生

怎麼都講不聽。 

第三、四節課 

1. 因為教室裡沒有投影機的設備，因此前面有花了一些時間用

投影的設備，並且為了不讓學生離老師太遠，將設備移到比較中

間的位置不過可能也有因為角度的關喜有些學生還是很難看到，

不過因為老師都會用口頭帶到上面的內容且還有輔導員的協助，

這部分是有解決的。 



2. 學生的部分，因為一直在摳嘴巴也摳到流血，我便請教老師的

協助但老師也只有說他常常這樣，並沒有說平常是如何解決的。

最後我發現該生好像怕看到血，因此若他在摳時我便會說已經流

血了，他便會把手一開。另外，學生可能是在自我刺激會出現搖

頭晃腦的大動作，一開始我是將他都定住不讓他動，後來我發現

該生在認讀字非常厲害，因此只要他開始出現搖頭晃腦時，我便

讓他唸出講義裡的內容，降低搖頭晃腦的次數。 

3. 同儕的部分，會隨時注意該名自閉症學生的狀況，像是老師會

給每個有發言的同學禮物，他會特別要該名學生舉手回答問題，

並且他知道該學生的認讀非常厲害，所以老師問到有沒有同學會

念的時候他便積極的協助該生舉起他的說回答，幫助他拿到禮物。 

唐○怡 輔導員 心得回饋 

第一、二節課 

1. 此梯次活動的學生人數很多，因此顯得教室的空間非常擁擠。

我們一到達教室時，學生早已坐在座位上等待了，學生是以併桌

且同儕面對面的方式就坐，再者民族國中的老師也在教室內，大

概有三、四名左右，所以再當輔導員與秀蓉老師進到教室裡時，

教室內的空間就瀕達飽和的程度，也因學生桌椅安排的關係，輔

導員無法坐在學生之間，以所謂穿插式的座位法，以最佳最方便



有效的安排來協助學生。 

2. 我輔導的一位男學生，他很愛說話也很會說話，也很固執，在

製作這些科學遊戲時很堅持一些自己的原則，例如在製作潛水艇

時，他的氣球一直沒辦法沈下去寶特瓶底部，我那時就問他要不

要到前面去問老師，請老師看一看，但是他就是很堅持要自己想

辦法，要自己解決問題，他認為到前面去問老師的行為是失敗

的，他將製作作品的過程想像是在做實驗，且要靠自己的能力完

成，一旦向老師尋求協助或調整，就是實驗失敗。最後是承憲學

長以自己幫他調整的名義，在他沒看到時，向秀蓉老師尋求幫

助，才順利解決這個問題。 

3. 在面對學生很喜歡說話時，我採用回應不忽略的方式，在不影

響課堂的前提下，尊重學生給予回應，再讓學生明白上課專心同

樣地，是尊重老師的行爲，要專注於課堂，而現在的這個行為在

此時間點是不允許的，要等到下課才可以。 

第三、四節課 

1.我認為我輔導的兩位學生，手部精細動作與學習能力都很不

錯，在製作漂浮陀螺時，他們都能跟著健良老師的教學步驟，一

步步製作，在進行剪裁珍珠板的動作時，因為珍珠板易破，所以

學生們一直不小心將它折斷，但是學生也沒有因此感到放棄或有



成就感低落的情況出現，反而在剪裁時更加小心謹慎，也加深了

製作漂浮陀螺的製作過程。 

2. 建良老師所設計的課程都兼具趣味性與科學性，也安排了許多

讓學生自行操作的機會，像是使用椰子雜牛奶糖的課程，從將牛

奶糖塑型到拿起重重的椰子，充分給予學生操作的機會，訓練手

部肌肉的施力，且這項活動十分簡單，學生能從中獲得很大的成

就感，讓學生體會成功的經驗。 

3. 建良老師在活動結束後，會帶著學生並配合著 PPT一起寫學習

單上的問題，我認為這項教學方法很直得我們學習，如此一來學

生會很專注的看著螢幕和老師一起作答，且能再一次清楚地讓學

生明白這些活動中所蘊含的科學原理，加深學生印象，再者，建

良老師還會使用給予增強物的問答方式，除增加學生回答動機

外，也能藉此了解學生是否有在這堂課中學到東西，更進一步的

訓練學生說話、表達想法的能力。 

劉○瑄 輔導員 心得回饋 

第一、二節課 

1. 這個梯次是營隊中少數人數非常多

的梯次，A組學生約有 15~20位，學

生人數多的教學對於老師及輔導員都



是個挑戰，從活動中可以發現，相較於學生人數少的梯次，老師

需要更全面的掌控班上多種情況，例如學生們吵鬧或是全體移動

時，管理班級秩序、示範、說明時顧及到全體學生的理解、提問

時顧及到不同學生的回應……等，輔導員也可能分配到兩位學生

(其他梯次多為一位)，如何同時提供兩位學生引導與協助，也是

我在活動中體會到的問題。 

2. 第一、二節課分別為蔓越莓汽水以及深海潛沉。兩節課的活動

操作難易度有所差異，在第一節課中學生僅需將蔓越莓及汽水倒

入瓶中，觀察蔓越莓在汽水中的移動情形；第二節課操作難度則

較高，包含氣球打結、將黏土包在氣球上、用力壓寶特瓶……

等，大部分皆由輔導員協助完成。事後思考到，安排難易交替的

課程是個可以學習的方式，不僅可以滿足不同能力孩子的需求，

在教學時間或教學速度需要調整時，也較能臨機應變。另外，深

海潛沉課程中，由於多數學生起初的成品效果不佳，因此老師需

幫每個遇到難題的學生調整，這部分花了蠻多時間，其他學生也

可能出現空白時間，針對這點，我想未來在設計課程難易度時可

以納入考量，或是事先也讓輔導員學會調整操作的方式，於課堂

中協助學生，以分擔老師的工作量，也避免花費過多教學時間。 

 



第三、四節課 

1. 第三、四節課分別為漂浮陀螺及牛奶糖椰子。與秀蓉老師課程

安排的方式相同，這兩節課操作的難易度也有明顯差距，「漂浮

陀螺」在陀螺的製作中包還許多精細動作，也包含對於許多中重

度學生而言較為困難的「吹」的動作；相反的，「牛奶糖椰子」

中主要操作則僅有「對準」而已，相對簡單許多，可能因為難度

的關係，或是以食物作為操作工具，「牛奶糖椰子」也較能吸引

學生興趣。另外，有注意到老師擅長將操作活動進行概念的延

伸，例如，在「漂浮陀螺」中改變操作的變因(調整扇葉多寡與傾

斜角度)，引導學生觀察操作結果的變化；在「牛奶糖椰子」中，

加入顏色、形狀及軟硬概念的練習……等，我想這些不同形式的

延伸，有些能協助高組學生建立進階概念，有些則能讓低組學生

進行基礎概念的練習，或是藉由操作接觸到進階概念，更重要的

是，這些都顯現了操作的意義，即操作是隱含科學原理與概念

的，我想這是科學課程設計上很關鍵的一部份─如何達到操作活

動與科學概念的結合，從老師的教學中學到了許多！ 

2. 這個梯次中，我帶的兩位學生分別是小程和小立。小程的認知

能力佳，能力解指令並在少部分協助下完成操作，小程主動的口

語表達少，模糊且小聲，從學校老師和他的互動中，發現老師蠻



注重訓練小程的口語表達，會要求小程確實的回答提問(例：你加

了什麼東西進去瓶子裡？蔓越莓是停住不動還是動來動去？)，或

是在小程有需求時(例：開鋁罐、詢問是否可以喝汽水了)，需經

他提出需要才給予協助，從中看到了老師對於學生個別情況的用

心，以及藉由生活情境培養特定能力的方式。然而小程到後半段

課程動機明顯低落，甚至不願參與，我想這部分一方面可以以較

嚴正的態度要求小程，另一方面，如果能了解小程的喜好，或許

也可以進行結合或作為增強，提高小程參與課程的動機。 

小立在認知與操作能力上較需協助，從活動中發現，小立的精細

動作較弱，粗大動作有時也需要協助，也發現在提問或給予指令

時，若只是單一的口語，小立大多不太能理解，需加上指示，後

來也透過重複的口語與指示結合(指著物品告訴小立物品名稱，

例：牛奶糖、椰子、綠色)，希望能加深小立對物品的了解。不過

小立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在第三、四節課程中，小立的動

機明顯增加，漂浮陀螺的製作較為複雜，但其實是許多簡單動作

的結合與重複，小立完成第一個扇葉後，就記住了步驟，焦急地

想要自己做，逐步完成了畫線、剪、插入乒乓球等步驟。這讓我

思考的是，或許小立需要的就是清楚的步驟與重複的練習，能以

自己的能力完成的操作，每個小部件的完成對他來說或許都是增



強，這也讓我了解到學生學習特質的重要性，了解學生的需求並

設計適性的課程活動，或許就能激發學生良好的學習特質與動

機。 

莊○憲 輔導員 心得回饋 

第一、二節課 

1. 回到母校，回想起許多往事，其中我看特教班時的感受，因為

我進入特教系而有很大的不同。蔓越莓跳舞一課，對學生來講普

遍容易操作，輔導員稍加口頭提示學生都能順利完成觀察；而潛

水艇一課，則是在學生需要動手綑綁氣球上有很大困難，皆需要

輔導員協助才能完成，學生普遍力氣小，精細動作不佳，因此講

師教學中也需不停等待學生。 

2. 潛水艇課程，需要用到的黏土、氣球及保特瓶中水的分量拿

捏，講師只用口述，少了與學生直接說明步驟要點，和把握成功

的原則，僅只是吩咐輔導員須一直介入協助，如此一來，學生一

直獲得不了成功經驗很容易因此失去動機學習，輔導員也無從從

學習中真正幫到學生。 

3. 少了一開始課堂的與學生建立關係，也是因為學生數多的緣

故，導致班上經營困難，有自閉嚴重或肢體不方便的學生，容易

被忽略，而缺少課堂參與，適度安排學習同儕幫忙也是解決辦法



之一。 

第三、四節課 

1. 講師一上課即評估教室與學生處遇關係，調整座位安排、借用

電子設備輔助教學，是給輔導員方便協助學生，也讓學生都能注

意到講師舉動，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 

2. 講師按照學習科學教育的起承轉合，循序漸進帶領學生了解科

學，加入比較與實作，給予正增強同時也是科學動機的啟發，學

生在產生疑義時的解惑，例如：乒乓球上的葉片影響旋轉的探

討、牛奶糖的硬度與尖銳性對椰子撞擊的影響等，完整且簡明易

懂。 

3. 講師以多年教學的經驗，成功有效地吸引學生目光，以及讓學

生出現問題行為時的減敏，是眾講師的楷模，像是面臨自閉學生

的教學手段變化、無口語學生讓他成功表達等等。 

 

 

 

 

 

 



簡○廷 輔導員 心得回饋 

第一、二節課 

1. 學生: 

這次帶個學生有兩個，其中一個比較安靜，但都能做到老師要求

的東西，另外一個則是只能坐輪椅、手也無力，腳則有不規律的

晃動，會踢桌子，他幾乎只能我操做給他看，而他唯一的反應可

能就是扎眼睛，也不能再給其更多幫助，他也不太能參與課程。 

2. 教材: 

深水炸彈，可能需要買軟一點的瓶子，不然其實蠻難按壓，我們

隊輔也要很用力按才能成功，更何況是學生，可能手部肌肉沒甚

麼力量。另一個實驗成功率很高，不需修改。 

3. 課程: 

可以多講一些原理，因為這次講完操作後，就沒有提到科學原

理，所以學生還是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也失去了我們設計課程

的本意，所以還是要在實驗結束後，或是步驟間，要解釋一下，

剛剛用到甚麼原理，或是問一下學生觀察到的東西。 

第三、四節課 

1. 學生: 

比較安靜的學生慢慢的比較敢參與課程，我也把握機會讓他表



現，像椰子砸牛奶糖，我就讓他當示範，而且他也示範的很好，

讓牛奶糖卡到椰子裡，還讓老師特別拿給大家看，也稱讚他，我

覺得要試著讓學生有發表、練習的機會。 

2. 教材: 

椰子需要先行去水果行、賣椰子的路邊攤跟老闆要，牛奶糖則需

拿出來搓出尖型在放置一段時間，讓他變硬，這些道具都盡量先

預備好，不過這樣道具的成本就不會太高，教材的選擇上，”成

本”也是一個關鍵，畢竟不可能有那麼多經費，所以如何尋找便

宜的教材也是一門學問。 

3. 課程: 

課程設計上，老師設計的椰子砸牛奶糖竟然會被牛奶糖刺出一個

洞(利用接觸面積小壓力極大原理)非常有趣，學生非常熱烈迴

響，這種感覺很神奇的實驗會讓人很有興趣(學生學習動機強)，

所以不妨在設計課程時，設計一些會讓人有”哇!”感覺的實驗，

這樣會讓學生更想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