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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梯次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調查問卷 

(辦理地點: 水上國小、竹崎高中)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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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第二、三梯次協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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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較起第一梯次來說，第二跟第三梯次的學生能力又更好了一些，學生們能聽懂

說明，也會記得講解時所使用的材料及方法，沒有老師陪同的學生也都很乖巧且遵

守排隊。這兩次的活動中我覺得最棒的是增加的魔術表演、畫下心情以及讓小朋友

拍照拿禮物的小活動，這些活動讓在排隊的小朋友不會因無聊而引發問題行為，也

不會因為有先聽到關卡內容而導致在進行闖關時不專心等等的。(郭芷茵) 

(2) A 組的能力依舊比想像中好，甚至我們都覺得他們應該是一般生，尤其是第三梯

次這些在山區的學生，只是少了大環境的刺激，反應較慢，否則有些大孩子我們只需

要用一般的口吻、速度、音調即可，甚至用詞可以更像是在上課而非單純玩遊戲。(鄭

力慈) 

(3) 如同第一梯次的情況，有些小朋友會偷看後面的海報的答案來回答關主的問題，

以致少了一些思考和探索的趣味性。(鄭力慈) 

(4) 有些小朋友的程度已經好到可以和我唱反調，摸到冰的袋子還可以說是熱的。不

過有一次可能是造型氣球內的材料過期還是怎麼樣，剪開來還真的是黃色的，當下

有尷尬到。(鄭力慈) 

(5) 有些孩子其實在闖關的過程中，根本不需要我們的協助，甚至我覺得他們僅是因

為城鄉的資源差距所造成的緩慢，但在我眼中他們與一般生沒有什麼差別，都是很

可愛的孩子們。(施亭亘) 

(6) 對於 A 組來說需要更多的解說與學生的理解，但時間一拉長便容易有注意力不

集中或者是被隔壁 B 組的同學分散注意力的情況發生，常常在講到最後時，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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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已經不在實驗身上，而是分散到其他地方，需要再設法拉回學生的注意引起

他們的興趣，我覺得如果可以有老師在一旁陪同或指導我們，便可以更快使我們抓

到技巧吸引學生注意。(施亭亘) 

(7) 這兩批的 A 組學生感覺上程度比第一梯次要好一些，有更多孩子在講解前就能

猜到接下來的實驗步驟及反應的產生，是很好的事，但若是可以針對他們的反應，對

他們做更深入的探討我想對他們來說收穫更大，只是礙於時間以及後頭還有人排隊，

就無法再跟孩子有更多的互動。(施亭亘)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 

(1) 相較於第一梯次的學生數量來說，這兩次又更少了學生是 B 組的，只有遇到一、

二組，雖然比 A 組的小朋友還需要更多的提示跟引導，但他們都很認真也很仔細的

聽講解，陪同的老師也都很有耐心的重複以及協助學生操作，也會教導小朋友一些

小細節，例如：打招呼、守規矩等的，會要求學生們向關主問好，以及在講解關卡說

明的時候會要求學生手放大腿等等的。「對學生需要學會的事物有所要求」這是我覺

得特教老師很棒的一個優點，而這項優點我也從這兩天的活動中看見了，老師們要

求的並不是學生真的理解這些科學知識，而是藉由這項活動使學生們在社交互動以

及對於學習態度上的增進。(郭芷茵) 

(2) 在第二梯次的時候有接觸到一位視障的學生，他和其他同學一起闖關，有時候當

我說出「你們有沒有看過……」或者指著實驗成果說「你們有沒有看到什麼了?」的

時候我都替自己捏一把冷汗，太習慣這樣的台詞，幸好那位學生沒有特別難過的反

應，不然我應該會很懊悔:( (鄭力慈) 

(3) 在第三梯次的時候老師有特別和我們說有一位無口語能力的小朋友，他來我們這

關的時候是老師親自作實驗給他看的，不過活動快結束的時候他又有來我們這關一

次，我才發現他原來是會說話，只是字彙量不多，頂多只能說兩個字，相較起來也許

沒有那麼嚴重。(鄭力慈) 

(4) 說到口語能力，我也碰過老師帶著學生來，我問學生問題時，學生一直不說話，

反倒是老師說了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的話：「他如果會說話，我頭給你。」聽到這個其

實心情有點複雜，這樣聽起來這位學生的口語是被放棄了嗎?而他的反應也不錯，只

是一直沒有被鼓勵要回答問題或者注意關主，無法一對一鼓勵他多做點反應實在有

點可惜。(鄭力慈) 

 

（二）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對自己在第二、三梯次

負責的關卡有何任何建議，可供科學關卡設計者在未來修正關卡內容（如：活

動內容、操作材料、場地、闖關時間…等各方面）之參考？（請具體列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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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300 字） 

(1) 材料的維護。 

因第一梯次與第二、三梯次的時間間隔較久，所以我們有出現材料箱裡缺少用具以

及小蘇打粉受潮的情況，影響了比例的調配。我覺得可以在準備材料上可以再更精

確的計算活動所需的材料量，除了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之外，也可以避免材料受到其

他因素影響，導致在布置關卡時花費更多時間在重新調配比例的情況。而材料箱的

存放我覺得可以都統一放置在同一個地方，且盡可能的每次活動都使用同一個材料

箱，如此可以避免材料箱的用具有缺少的情況，也比較統一。(郭芷茵) 

(2) 圖卡。 

可以用檸檬酸和小蘇打粉的外包裝圖卡(需有明顯字詞)，讓可以在講解時更明確的告

訴學生材料。因為我們在講解檸檬酸水時，學生們看到的就只有一鍋透明的水，我覺

得可以直接將圖卡貼在容器外，或是放在讓學生看得見的地方。(郭芷茵) 

(3) 活動時間皆相近。 

第一梯與第二、三梯的活動時間距離太遙遠，我覺得可以盡可能的安排相近一些，或

是三次的活動間隔時間相等，可以讓關主避免因時間間隔太久而遺忘關卡內容。(郭

芷茵) 

(4) 發現其實有很多小朋友對於放入較多材料，也就是 A 組第二個實驗部分較感興

趣，建議未來在這一部份可以改為讓小朋友親自操作，而非只是讓關主示範，況且最

後材料也剩滿多，一方面小朋友的注意力才不容易分散，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他們對

於起實驗的記憶和興趣，我覺得是可行的。(鄭力慈) 

(5) 如同前述小朋友自行在海報上找答案的問題，建議可以將海報做成揭示板的形

式，先將答案用可能便利貼先貼起來，最後再翻開讓小朋友有個視覺印象，這樣才能

促使小朋友思考和增加探索實驗的樂趣。(鄭力慈) 

(6) 我覺得可以事先設定好檸檬酸和水的比例，在第二、三梯次的時候我們在調配檸

檬酸水時都要不停嘗試才能確定是否達到最佳效果。未來可以先擬定一個比例(例如

五分之一鍋水要加半包檸檬酸)即可減少佈關的時間。(鄭力慈) 

(7) A、B 組的闖關地點可以稍有差別，例如:在同個學校的不同場地，就可以避免兩

組在一起操作實驗的時候，學生一直被隔壁的 A 或 B 組影響到，雖然 A、B 組實驗

已經有做難易度的調整，但 A 組的實驗通常是搭在 B 組的實驗上頭，且後來講解的

內容，因事關主操作實驗，學生不需要操作，我覺得也可以讓 B 組的學生一起聽。

(施亭亘) 

(8) 學生分成 A、B 的標示可以在更清楚，可以利用貼紙貼在學生身上讓關主辨別，

或是直接在關卡的桌子上貼好 AB，避免學生來之後我們還要花時間詢問或找出他們

的闖關卡讓我們看標示，因為有些學生好像也不清楚自己是什麼組的，會讓關主無

法分配學生。(施亭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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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這兩梯次關卡的操作上，經過第一次結束後的討論，有順暢許多，沒有什麼需要

調整的，內容也是能夠吸引學生的氣球，可以很快地引起學生興趣。 

(施亭亘) 

 

（三）您曾有協助第一梯次（朴子體育館）闖關活動的經驗，在第二、三梯次

（水上國小及竹崎高中）闖關活動的協助後，您對自己所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

曾做哪些調整，在調整以後有達到哪些預期的成效？（請舉列說明：如講述重

點語氣、協助方式、提示過程...等）（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1. 增加了示範之前的引導，以「氣球長什麼樣子」，再使用示範的鋁箔氣球做接下來

關卡的說明及操作。調整後發現因有先喚起學生對於氣球的印象，再來帶入後續的

引導時能比較快的進入狀況。(郭芷茵) 

2. 在示範的時候多說一些話跟學生們互動，讓他們比較專心注意在我的身上，而不

會被旁邊的關卡或是其他外在因素誘惑。(郭芷茵) 

3. 在提示的時候讓學生多注意後面海報上的內文，也順利引導學生說出正確答案，

並且再次的強調答案。(郭芷茵) 

4.在一一協助學生們封緊夾鏈袋之後，讓先封好的學生先進行下一個步驟，避免學生

在等待時與旁邊的學生打鬧。(郭芷茵) 

5.在第一梯次的時候我忘了先做示範在讓他們操作，所以第二、三梯次的時候我就會

先示範再給學生材料包。不過我覺得整個過程學生的反應和結果並沒有相差太多，

因為等待反應的時間就可以讓我說一些概念了，示範這裡反而有可能分散他們的注

意力。(鄭力慈) 

6.第一梯次 A 組的實驗其實有點混亂，我有讓他們做第二個部分的實驗，但經過確

認後得知是不需要讓他們做的。但如同前述，多數小朋友會對膨脹較大的氣球感興

趣，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未來可以讓他們自己操作。(鄭力慈) 

7.在第二、三梯次的時候，原本在裝小蘇打粉的小湯匙不見了，連帶我們無法讓學生

進行比例的思考(例如我問學生我放入三匙小蘇打粉，那檸檬酸水要放入幾根?)雖然

這不是這次實驗的重點，但我覺得這對於實驗的精準性來說是有誤差的，以致後面

我們只能和小朋友說那我們也多放一點檸檬酸水就蒙混過去。(鄭力慈) 

8. 對人數控管上做了較嚴格的管制，一次就是 3 個人不會再多，調整過後講解過程

就變的快速且順暢很多，因為不再需要等待那麼多人的操作，加上若有學生需要協

助，其他學生也不必等待過長時間，整體有效率很多。(施亭亘) 

9. 即便是負責 A 組，也會在程度上看見落差，這兩梯的調整是不再制式化的唸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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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整個講解過程，而是直接跟著前來的小朋友給我的反應做講解，若是他們已經

知道的就不再贅述，僅再複習一次就好，對我自己來說負擔少了很多，喉嚨也比較不

痛。(施亭亘) 

10. 更放得開利用肢體動作來提示孩子接下來他應該要給出的回答，感覺孩子活潑很

多，也比較想與我互動，提示的效果也有增加，而不是提示了孩子仍然不知道該說些

什麼。(施亭亘) 

11. 我們這組的人員也有調配過工作，不用再 3 個人都做關主，而是多分出一個人整

理器材及垃圾，因為這關需要一直使用滴管，在累積到一定的量後直接拿去清洗後

做使用，比起全部孩子都闖完關後再一次洗要快很多，且也比較不浪費滴管。(施亭

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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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梯次 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調查問

卷 

(辦理地點: 水上國小、竹崎高中)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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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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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第二、三梯次協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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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助 A 組學生(資源班)的心得與想法:  

(1) A 組學生在聽我們解說過程中，都能專注的聽取我們講述的科學知識，並適時回

答關卡中所需回答的問題，讓我們在教學上有很大的成就感，也能從中得知他們哪些

方面比較弱，能特別講解那個部分，使他們對我們這關有清楚的認識和從實驗中獲取

科學知識。(林芷萱) 

(2) 在操作時，A 組學生都能在我們講解下有效的操作，做出正確的指令，但因為我

們兩個實驗的方法幾乎完全一樣，所以他們有時會不聽講解就靠著上一個實驗的方法

一直做下去，沒有聽我們的步驟進行實驗。(林芷萱) 

(3) 老師相當用心為 A 組學生多準備許多不一樣的活動，讓他們能夠從中比較差異，

但也是因為活動很多，我們這關相對其他關卡會多出許多時間，在關卡的完整性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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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限制中間需要有所取捨，老師都會看情況給我們建議說那些可以不用講那麼多。

(林芷萱) 

(4)學習到其實許多 A 組的孩子能力不錯，如果因為這次的園遊會活動而對科學有更

加深入的了解，會是一個相當棒的學習經驗。(林劭庭) 

(5)不關老師相當用心，替 A 組的學生準備相當多的活動，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

們這關相對的會多出其他關卡許多時間，再佈關的完整性和時間的限制中間需要有所

取捨。(林劭庭) 

(6)「科學精靈」本身極具吸引力，所以如果可以再說明「為什麼」明礬和磷酸二氫氨

適合做結晶？還有什麼可以做結晶…對學生而言會更有收穫。(林劭庭) 

(7) 這兩梯次的科學營，遇見了更多的挑戰，也因此接觸到更多不同學習方式的學

生，讓我們能夠去思考怎麼調整自己的關卡說明及操作方式。很幸運的能夠為一位視

障的孩子服務，帶著她以觸摸的方式來認識水晶，也適時改變關卡的參與及說明，以

學生觀點來進行互動。(鄭文蓉) 

    在與關卡老師的互動中，也讓我學習到這位老師對教學的負責與態度，不惜麻煩

及辛苦的一所一所學校去發放孩子們的科學晶靈，在事前也準備了一份份的實驗器

材，裏頭更放了說明書，讓孩子們回家後也能記起要如何照顧晶靈，她面對教學的精

神實在令人尊敬，更是值得我去學習。 

    在這幾場的服務中，一次次的更了解到科學嘉年華這個活動的意義，將科學與特

教結合，引起孩子的好奇心，讓這些孩子更不一樣的深入學習，說不定能藉此來創造

他們未來更多的可能性。 

(8) 我看見視障生的積極進取與需求 

在這次梯次中，有兩位視障生參加。一開始很擔心這樣的學生闖關，真的有辦法學到

觀念嗎？而我真的有辦法傳遞我的科學想法給他嗎？後來，我發現我想的太少了。沒

想到學生他很努力也很積極地參與闖關，他的家長也非常細心的在旁邊指導，過程中

可以看見視障生用「聽覺」、「觸覺」，去感受身邊的事物與關卡的內容和道具等

等，透過活動讓我們更了解到特殊生的需求和努力。(詹詒詔) 

(9) 用快樂學習的方式傳遞科學知識 

在活動中，可以感受到小朋友的熱情和喜悅。過程中也不會因為快樂而忘記去學習，

大家抱持著快樂學習的態度，參與闖關活動。而我身為關主，也盡心盡力的去傳遞關

卡重點和科學知識給小朋友，希望帶給他們的不只是「這次獎品很棒」、「今天很開

心」而已，而是更多的「我的科學晶靈長的好高喔！」、「咦～你的科學晶靈怎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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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細緻！？」等等，去帶動他們的思考與觀察力。(詹詒詔)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 

(1)在這次的活動第一次接觸到視障學生來闖關，在當中發現到他雖然失去了雙眼視

力，但他們還是很熱於學習生活中的新事物，他們運用其他感官來補償視覺來認識

我們平常接觸的世界，過程中，我會特別增加更多機會讓他能夠用觸覺的方式知道

形狀等，也會特別讓他回答才不會使他有置身事外的感覺，希望他能夠藉著這個活

動體驗科學的力量。(林芷萱) 

(2)有時 B 組學生的能力不太好，無法回答問題，但我們這關很多都需要學生回答問

題來進行互動，因此，感覺這關的難度對認知和口語能力較差的同學就會比較吃力。

(林芷萱) 

(3)再帶 B 組學生時，能夠學到很多課程調整的技巧，因為每位學生所需要的幫助不

盡相同，像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可能就可以多讓他操作或回答問題，提升他在活

動中的專心程度。(林芷萱) 

(4)B 組的孩子狀況與 A 組學生相互比較起來，會有比較多關主無法預料到的意外，

畢竟關主是第一天接觸學生，所以對學生的狀況會不了解，例如第三天佈關時帶到

一個不會說話的自閉症孩子，當下我並不知情，透過老師的提醒，我才知道他的狀

況，但想要改說明方式也已經來不及了，如果老師可以在到達關卡時告知關主學生

狀況，或許會有利關主說明關卡。(林劭庭) 

 

 

（二）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對自己在第二、三梯次

負責的關卡有何任何建議，可供科學關卡設計者在未來修正關卡內容（如：活

動內容、操作材料、場地、闖關時間…等各方面）之參考？（請具體列點說明，

至少 300 字） 

(1) 猜價格的部分，因為學生反映沒有很好，他們對價錢的概念也沒有很瞭解，再加

上時間不夠，可以斟酌刪減。(林芷萱) 

(2) 因為晶靈傳奇有水晶等展示品，所以桌面有時候都稍嫌不足，會壓縮到學生操作

實驗的空間，希望桌子的寬度可以再寬一點，就能避免學生和學生間的撞或拿錯隔

壁同學的材料等問題。(林芷萱)    

(3) 人力的部份，希望這關能夠多一點人，因為需要講述很多部份，讓學生融入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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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時隔壁聲音的干擾下，很多時候需要拉大音量，一整個上午下來，如果沒有輪

班，講到最後會沒有聲音，不然就是喉嚨很痛。(林芷萱) 

(4)  活動內容可以我覺得相當好，因為既有互動、動手操作，更重要的事情是：學生

可以經由此次的活動中，學習到科學的知識，還能拿回自己喜歡的結晶，因此兼顧趣

味性以及知識性。(林劭庭) 

(5) 操作材料上有區分 A、B 組，是個不錯的設計，但是這幾次的經驗告訴我，B 組

的學生的認知有些對於國字的認識確實比較吃力，因此，如果在明礬的包裝上加上

「注音」，或許對學生在材料的認識會多一點點的幫助。(林劭庭) 

(6) 場地方面，因為每次的場地不同，所以放置道具的桌椅自然不同，因為晶靈傳奇

的關卡需要較大的空間去擺放材料及做實驗的抹布，所以我認為第二次的桌子大小

會是最適合做佈觀的桌子；至於空間上，則大同小異，也是我覺得相當適合闖關的規

劃設計。(林劭庭) 

(7) 闖關時間上，因為我們這一關有時需要較多時間，所以跟其他組欣比較起來，會

更加的耗時，但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如果擔心時間問題，是不是可以在此關加派人

手？(林劭庭) 

(8) 關卡說明及故事中的名詞可以更統一及具體，讓孩子可以更清楚知道我們所指的

物品。當我們在帶關卡時，提到許願晶靈、科學晶靈、結晶......，說到某一名詞時，

常常看到孩子露出疑惑眼神。(鄭文蓉) 

(9) 關卡板上面的照顧結晶方法及科學原理說明，可以再加上圖示，讓學生更好理解、

加深印象！(鄭文蓉) 

(10) 場地應配合關卡數量增大 

在擔任關主時，發現小朋友容易受到旁邊的聲音或表演影響，導致沒有專注在關卡

中。我覺得可能是空間受限的關係，所以各關比較靠近容易互相影響。建議可以配合

關卡數量和場地配置，選擇較適合大小的場地或是安排寬敞的配置。(詹詒詔) 

(11) 有獎徵答的題目應分 A、B 組回答 

活動中發現設計有獎徵答題目時，應配合 A、B 組學習的重點數量不同，參考出題，

並分配 A、B 組的題目，讓每個小朋友都有機會回答到自己會的題目。才不會造成

「可能都是 A 組學生回答到，B 組學生錯失少數會的題目」的情況。(詹詒詔) 

(12) 活動場控-是否非報名之學生可參加？ 

活動中發現有非報名的學生進到會場內，在旁觀看許久，後來有領到闖關卡參與活

動內容。我覺得應該要設定相關的注意事項，例如：若有其他學生進入，可否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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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他抽到獎品，該如何處置？等等相關規定，以免衍生更多問題。(詹詒詔) 

 

 

 

（三）您曾有協助第一梯次（朴子體育館）闖關活動的經驗，在第二、三梯次

（水上國小及竹崎高中）闖關活動的協助後，您對自己所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

曾做哪些調整，在調整以後有達到哪些預期的成效？（請舉列說明：如講述重

點語氣、協助方式、提示過程...等）（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1. 一開始，我們都是按照教材上的順序和要求來執行，但後來在時間的壓力下，有

刪減掉一些東西，再加上有前面一梯的經驗，能夠知道學生大概哪些觀念需要加

強，哪些步驟需要注意，綜合而言，雖然刪減了一些部份，但效果也是有達到。(林

芷萱) 

2 . 在學生能力比較不好時，我會減少較深入的問題，改用講解的方式讓學生獲取

這部份的知識，也能降低學生因為聽不懂而不專心的行為。(林芷萱) 

3     3. 最後要闖關成功，需要回答三個填空題，而為了要讓學生能回答正確這三個空

格，我在講解和操作實驗時，只要提到這些名詞都會重複、拉大音量或請他們跟我

一起唸一次，使他們加深印象，在最後回答問題時也較能有成就感。(林芷萱) 

4. 我剛開始是照本宣科，但後來發現這樣無法吸引學生目光之後，便改變方式，重

電不變，但卻改變與每位學生說話的語氣，根據學生的回應做更多或更少的說明，這

樣不但自己說得比較開心，在孩子的臉上也看見更多的笑容。(林劭庭) 

5. 講述重點上，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不太敢做更多的說明，所以改以加重語氣的

方式讓學生更加印象深刻，但在老師的協助過程中，我發現老會針對自己認為重要

的點進行說明，如果還有機會，我希望自己也可以用這種方式進行說明。(林劭庭) 

6. 協助方式上，就是針對道熱水給學生的部分有進行調整，有些學生年紀比較大，

不希望關主把自己當作小孩，會主動要求要自己到熱水，經過評估之後，認為沒有太

大的危險性，會讓學生自己動手，也確實是安全的，所以認為這是不錯的方式：讓學

生有更多的自主性。(林劭庭) 

7. 在這次的活動當中，我調整了說明製作實驗及科學原理的說詞，將它改為更貼近



 11 

生活，也更常運用教具及實物來說明，讓學生更料解如何操作。經過調整，學生也能

更快速的進入活動流程，融入情境。(鄭文蓉) 

8. 比起上次的闖關，我減少給予他們肢體上的協助，給予多一些的時間讓他們理解

並自行操作，增加他們自己完成後的成就感。(鄭文蓉) 

9. 多練習，熟悉自己的關卡 

一開始都要靠著提示板回憶這一段要講什麼，因為有照著研習本多練習後，再次上

場都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也更了解每一段的重點了！(詹詒詔) 

10. 多給予肢體提示，幫助小朋友更快理解目標 

在關卡中，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像是：手要扶好燒杯、熱水很燙要小心、沿著杯

嘴倒入溶液等等。在說的同時也直接給予小朋友肢體的幫助，可以讓他們更快了解

現在應該注意什麼、現在應該拿／扶什麼。避免小朋友沒有注意到或是找不到目標，

可以讓他們在短時間中盡快理解目標與重點。(詹詒詔) 

11. 多給予鼓勵，增加小朋友的信心 

在活動中，多給予小朋友正面鼓勵，讓他們知道自己做實驗很棒、很細心、有在思考

關主問的問題、答錯沒關係等等，讓小朋友有更多的自信，才不會害怕科學這個有點

陌生的領域。(詹詒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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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梯次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調查問卷 

(辦理地點: 水上國小、竹崎高中)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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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第二、三梯次協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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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操作互動，增進科學知識概念： 

藉由實際動手操作的活動，幫助學生在體驗中，學習到科學的知識，也連結至日

常生活中，以了解「溶解」的知識概念，特別是，使用熱水加快溶解的速度的實

驗觀察，帶給學生明白使用溫度高的水，可以加速溶解的速度。(林如美) 

(2) 比第一梯次的學生需要講解得更詳細，對於名詞的記憶較需要被提示，例如：溶

解，第一梯次的學生短期記憶感覺比較好一點，第二、三梯次的學生可能較無法在短

短的幾分鐘內將溶解這個名詞記起來，需要有一個和現象相關的句子來進行記憶，

例如：溶進水裡慢慢分解，就是溶解。需要在做每一個實驗時以這句話來強調並記

憶。(林孜芸) 

(3) 第二梯次較特別的是有視障生，我們 A 組只有接觸到一個視障生，在得知有視障

生並且老師也跟我們說了學生大致的視覺能力後，就和小組的夥伴進行討論，看看

課程如何進行調整，在進行第一個實驗時可以用敘說的方式告訴他發泡錠的變化，

然後讓學生利用聽覺及嗅覺來進行溶解前後的差別辨別，在第二個變項的實驗，則

透過聽覺讓學生進行計時，因為發泡錠在溶解時會有嘶嘶聲，因此可以透過聽覺進

行，實際進行課程的是另一位夥伴，因為她是視障巡迴的公費生，相信透過這次的經

驗可以讓她增添經驗。(林孜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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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 

(1) 實驗材料使用適當： 

B 組的學生因較少的生活經驗，因此在發泡錠放入水中時，因著發泡錠在水裡面

冒著泡泡，所以產生出驚奇、驚嘆的表情及聲調，此實驗的材料，的確吸引 B 組

學生的注意力，且增進了他們動手操作的動機。(林如美) 

(2) 飲用的可能性： 

上述的實驗材料趣味性，同時帶來使 B 組的學生表現出衝動的特質，如：出現擠

捏塑膠杯、想喝喝看品嚐味道，如果是人數較少的活動場次中，因時間較為充裕，

或許可以讓學生實際喝一點溶解過後的水溶液味道，但因為本次實驗所使用的水

來源為自來水，因此不適合做為飲用。(林如美) 

(3) 學生功能好且對於活動意願高: 

這兩梯次的學生人數和第一梯次(朴子體育館)相較，人數減少許多，而在活動過程中，

看見學生良好的秩序和安靜等待的好行為，這兩梯次參與的學生多半認知功能佳，

透過動手操作，很快就能明白，以及舉例來觸類旁通，而在其中也看見孩子們參與活

動、配合操作的意願很高。(徐佳琳) 

(4)遇到不同障礙類型學生: 

在第二梯次的學生中，比較特別的是，有兩位視障的學生，都持有白色手杖，在學校

的學習中知道，視障學生人數比例很少，而對於學習也需要特別的教材轉換和設計，

才能真正讓視障學生了解與吸收。在這個單元，有一位視障學生來我們這關，她功能

很高，加上學習過「溶解」的概念，用口語解釋搭配操作，這位學生便能很快理解，

這為這次的科學營而言是特別的體驗。(徐佳琳) 

(5)家長熱心參與: 

這次參加闖關的學生，看見家長多半持有正向、積極地陪同方式，對於孩子的活動都

很熱心參與，闖關時也表示很願意學習、和孩子一起完成，這是令我覺得感動的地

方。(徐佳琳) 

 

 

（二）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對自己在第二、三梯次

負責的關卡有何任何建議，可供科學關卡設計者在未來修正關卡內容（如：活

動內容、操作材料、場地、闖關時間…等各方面）之參考？（請具體列點說明，

至少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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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似現象的釐清： 

在闖關活動中，說明當材料放入水中會漸漸消失不見，則為溶解現象，此時會有

學生因學過「融化」的概念，而將與此概念混淆，因此，可在事前或操弄實驗後，

以簡短的一、兩句話說明：「『溶解』和『融化』雖然很像，但是在自然現象中，

它們使用的材料不一樣，所以概念也不一樣。」，以協助闖關學生釐清在這兩者

的概念。(林如美) 

2. 活動場地的背景音樂： 

在闖關的過程中，活動場域裡較多聲音的干擾，也容易使原先注意力不集中的學

生更加分心，因此建議在闖關活動中，將背景音樂轉小聲或不要撥放，已讓關主

可以在說明實驗操作時，更能使用語氣、語調來吸引注意力不集中學生的注意力

及操弄實驗的動機。不過，在開場、有獎徵答、摸彩時使用背景音樂的音效，效

果是好的，可以增加在活動情境的氛圍。(林如美) 

(1)  3. 之前有討論到關於溶解和溶化很多學生會搞混，在這次的教學中也是如此，但我

用溶解會改變水的性質，然後透過每一個實驗以及後面生活中的例子，來強調水會

改變，例如：水是透明的，黑糖粉放進去後，看不到黑糖粉，但是水變成黑色的，聞

起來也甜甜的，如果此時學生舉例冰塊，則會詢問水是否會改變，喝起來或聞起來、

看起來是否有改變，學生回答沒有改變，我就會說這就不是溶解喔!然後再讓學生舉

例看看，有些學生在舉例的部分比較弱，就會用故事性的去引導他，例如：早上起來

好想喝東西啊!我把水倒好，在放進甚麼，就是我最愛的東西了。透過這樣的呈現，

學生基本上都可以自己想出來實際的例子。(林孜芸) 

4. 場地布置: 

我們這關-「遇水則發」的場地，因為會使用到水(熱水及冷水)，需要水桶和大張的桌

子，而這兩個梯次的關卡位置和桌子大小都很符合我們這一關，擺設的椅子也都夠

用，需要等待的學生也都排遵守秩序排隊等待，工作人員也會定時幫助我們換上乾

淨的水，以及老師定時幫我們準備熱水，覺得物理環境的設施、材料設備都很齊全，

流程順暢，兩間學校提供的設備都蠻完善的，份量也都剛剛好。(徐佳琳) 

5. 操作材料: 

我們這個關卡是用發泡錠來讓學生做觀察的練習，有發現操作過程中，許多學生都

會詢問:「可以喝嗎?」，這時關主就會回答學生，因應做實驗，使用的水(自來水)和發

泡錠都是不能喝的，學生便會露出失望的表情。也許未來在進行此實驗時，一開始操

作時便主動向學生說明，學生可以更清楚的接受到。(徐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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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曾有協助第一梯次（朴子體育館）闖關活動的經驗，在第二、三梯次

（水上國小及竹崎高中）闖關活動的協助後，您對自己所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

曾做哪些調整，在調整以後有達到哪些預期的成效？（請舉列說明：如講述重

點語氣、協助方式、提示過程...等）（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1. 實驗材料的擺設： 

由於在第一次協助闖關活動的經驗中，因材料較多，且學生人數也是全部場次中

最多的，以致於在操作實驗材料上較易手忙腳亂，因此，在第二、三次的闖關活

動前，在擺放實驗材料的位置上，調整到自己較易上手的位置後，在實在帶領闖

關活動時，在操作的流程上更為順暢，也能因應學生當場的反應，即使做調整，

減少手忙腳亂的情況。(林如美) 

2. 提示調整，連結生活經驗： 

為了幫助學生快速連結到生活經驗中的溶解現象，因此需要給予學生一些情境

式的提示，如：「媽媽煮菜的時需要放的是?」，以增加學生回答出「鹽巴」的成

功經驗，同時更能幫助學生經驗到溶解的生活應用。(林如美) 

3. 現場海報的提示作用： 

學生在實際操作活動的過程中，若有遇到概念不清楚時，可利用現場闖關海報上

的圖片作為輔助提示，是能幫助學生更清楚理解概念，也在複習的時候，幫助學

生加深對概念的印象。(林如美) 

4. 在活動內容的講解中會以有抑揚頓挫的聲音來抓住學生的注意力，也會透過和

學生一一的互動，讓學生不被忽視。(林孜芸) 

5. 在協助的方式盡量都是讓學生獨立操作，如果需要幫忙我會先詢問是否需要幫 

忙，再進行幫忙，讓學生有充足的操作過程，對科學活動產生興趣。(林孜芸) 

3   6. 在專有名詞上進行命名前會以一句話來呈現，例如：命名「溶解」，溶進水裡慢慢 

分解，就是溶解。透過這樣的命名並在每一個實驗中也進行加強，學生不僅可以連

結實驗的內容也可以較容易的記起來這個專有名詞。(林孜芸) 

7. 提示的過程會以最少到最多的提示系統來進行，但 A 組的學生大致上都只有用到

口語提示，最多會用手勢提示，透過動作來進行提示而已，因此覺得學生的能力

都蠻不錯的，而且活動時間不長，學生的專注力較集中，整個流程下來都是聚精

會神，學習獲得也很快。(林孜芸) 

8. 使用小提示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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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觀察發泡錠冒泡泡時，有些孩子可能不太會獨立觀察，這次在學生觀察時，加

入提示，使用耳朵來聽、鼻子來聞、眼睛來觀察，搭配動作和手勢，讓學生在觀察時

能更細緻的發現水中的變化，也盼能夠過此幫助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透過感官

敏銳觀察事物，發現不同之處。(徐佳琳) 

9. 因應不同學生調整講解方式: 

上課期間學習到，特殊教育就是要因應學生不同的需求，提出不同的教學策略，而在

同樣的 A 組學生中，也有個別差異，有的學生已經高年級，學習過「溶解」的概念，

並且也在自然課中學習操作過，在教學流程的步驟上，基於上一次的經驗，對於功能

較好的學生，我便將說明步驟減少，獨立操作增加、難度加深，增加學生的成就感和

興趣。(徐佳琳) 

10. 讓學生互助合作: 

在操作熱水和冷水，觀察發泡錠的速度時，會給予學生計時器來計時，這時如果有三

位學生，可以兩人一組，互相幫忙完成計算計時器計時，並等待另一組的時間，共同

完成任務。社交技巧對於特殊學生是很重要的，也盼能透過學習等待、分組合作來讓

學生於生活中練習與人相處、互相合作的技能。(徐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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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梯次嘉義縣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科學園遊會_闖關關主心得調查問卷 

(辦理地點: 水上國小、竹崎高中)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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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第二、三梯次協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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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踴躍回答且觀察力佳 

蠻多小朋友都已經認識蝶豆花這個植物，因此他們都很踴躍的分享他們的經驗，這

時候我也會讓他們發表，並且給予回應及稱讚。而在做實驗的過程中，小朋友也會相

當踴躍的回答我所詢問的問題。(楊家茜) 

(2) 給予更多實驗的機會 

我們的關卡會讓小朋友將蝶豆花倒入不同的溶液中，進行觀察顏色的變化，但發現

這次小朋友有些會自己提出，如果全部都倒在一起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覺得與其回

答他或者跟他說這不在我們今天的關卡內容中，不如就實際讓他操作看看，畢竟沒

有任何的危險性又能增加小朋友探究的精神。(楊家茜) 

(3) 學會輪流及等待 

因為小朋友的能力較好時，常常會迫不急待自己拿起器具就要開始動手操作，或是

搶著要使用，這時候我都會提醒小朋友先把器具放好，等我先介紹完，而不是放任小

朋友就開始，而當有兩個小朋友都想做的時候，我也會採取用剪刀石頭布的方式，這

些過程雖然好像很一般，但相信多少也有讓他們學習到等待即輪流的規矩。(楊家茜) 

(4) 學生的反應，學生一開始來到這關看到桌上有很多杯子和材料都會感到很好奇，

在介紹碟豆花後就會因為不了解而開始分心，不過在倒溶液時，邀請他們一起動手

操作，就又能引回他們的注意力，讓我發現到了能讓學生專注的重點，就是讓學生能

夠參與在其中。(陳玟蒨) 

(5) 學生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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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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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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生是需要注

音的輔助，就也都能回答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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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只會記得什麼材料是酸或鹼，需要複習或是看到提示

才能再次回答正確。(陳玟蒨) 

(6) 在這關當中，也發現到了有些學生對於這個實驗是有概念的，幾乎會說自己在學

校時有做過這個實驗，但是少數學生會了解是因為花青素的原因，多數只記得會變

顏色，也發覺到多數學生對於花青素這個詞是完全沒有聽過的，希望這次的營隊能

讓他們更了解花青素。(陳玟蒨) 

2. 協助 B 組學生(特教班)的心得與想法:  

(1)布置關卡 

        由於第一次搭錯遊覽車所以在布置關卡上是由各關卡負責的老師及高師大的志

工幫我們進行場佈，所以第二梯次闖關是我們頭一次實行關卡前置作業，其中最困

難的部分是熱水的供應，在水上國小很難找到熱水，一開始我們採用冷水將各材料

溶解，可是效果不佳，不但很快就飽和且濃度不足，最後是有準備熱水器，才急忙將

燒好的熱水倒入冷水中慢慢浸泡，恢復到該有的濃度，而在第三梯次的竹崎高中就

沒有熱水短缺的問題。(蔡孟學) 

(2)道具材料  

       在材料上供應十分足夠，完全不用擔心不夠用，甚至還可以讓學生操作二至三次

實驗，愈加熟練，但是在關卡道具上並沒有針對上次所提出的修正進行改善，酸鹼溶

液加上蝶竇花所呈現的顏色應當先用隔板或是其他紙張蓋住原先答案，由於要在白

色紙上才能清楚看出色澤變化，所以不得已讓學生們看到了答案。每一次所條配的

濃度、溫度都對顏色有極大的影響，因此無法順利地按照答案卡上的顏色調配，到最

後我們都是以「實驗會有誤差的情況發生。」讓學生將自己所看到的顏色據實說出，

不被原先答案所限制住。(蔡孟學) 

(   (3)實驗闖關 

        整體來說第二、三梯次 B 組學生與第一梯次的差異不大，不論專心程度或是參

與度都非常良好，不過較為特別的是後面兩個梯次有視障及極重度的孩子在裡頭，

這對我們來說是較為緊張的，必須要將實驗現場做調整，我們盡可能的讓孩子觸摸、

聞等方式觀察材料，請他們攪拌聽聽原本材料在溶液中會有沙沙的聲音，但是後來

卻不見了，雖然不曉得自己做的方式合不合適，但也考驗到我們的臨場反應，是一個

非常好的體驗機會。(蔡孟學) 

 

 

（二）國小特教學生參與您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後，您對自己在第二、三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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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的關卡有何任何建議，可供科學關卡設計者在未來修正關卡內容（如：活

動內容、操作材料、場地、闖關時間…等各方面）之參考？（請具體列點說明，

至少 300 字） 

1. 器材的準備 

在第二梯的時候，因為我們的器材準備上需要使用到熱水，使我們的蝶豆花可以釋

放更多的花青素，或是小蘇打粉可以溶解的更好，但是那天好像沒有看到飲水機這

個部分，所以後來是跟其他組別借熱水壺的水。(楊家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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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難以讓視障生體驗 

在第二梯次，有兩位視障生參與這次科學營的活動，但是在我們這關就較難以讓他

們體驗到，因為酸鹼的部分比較沒有辦法用觸摸的方式，所以當下其實也只能讓他

們聞聞看糖、鹽、汽水等等，但是味道不明顯其實可能也沒有辦法。未來參與科學營

的學生可能還是會有視障生，因此可以事先讓關主們知道，因而可以有更萬全的準

備，讓他們也有更深入的學習。(楊家茜) 

4. 關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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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多點視覺提示的

圖片讓學生能更加深印象。(陳玟蒨) 

5. 關卡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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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也會因為圖片上的顏色不夠真實，而提出疑問。(陳玟蒨) 

6. 操作材料 

在調配蝶豆花汁和各種液體的比例較不好掌控，每次泡出的顏色都不一樣，需要重

複的嘗試才能盡量讓顏色對應到關卡板上的顏色，也需要離熱水較近的佈關位置，

讓溶液能較快溶解。(陳玟蒨) 

7.足夠的熱水供應。(蔡孟學) 

8.案板上只需標示個溶液的酸鹼性及可，顏色的變化讓學生自行實驗的出結果。(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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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學)  

9. 食用醋可以斟酌調整為檸檬水，因為有些學生害怕醋的味道而不想操作甚至不願

來闖關。(蔡孟學) 

 

（三）您曾有協助第一梯次（朴子體育館）闖關活動的經驗，在第二、三梯次

（水上國小及竹崎高中）闖關活動的協助後，您對自己所負責的科學關卡活動

曾做哪些調整，在調整以後有達到哪些預期的成效？（請舉列說明：如講述重

點語氣、協助方式、提示過程...等）（請具體列點說明，至少 300 字） 

1. 實驗的總結 

原本我們的實驗，有 5 種溶液，分別是兩杯酸性、兩杯中性和一杯鹼性，酸性分別會

呈現桃紅和紫色，因此在詢問小朋友酸性的溶液加入蝶豆花會變成什麼顏色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直接說”偏紅色”，所以後來我們會再多一個步驟是，把兩把酸性的溶液

倒在一起，這樣詢問的時候他們就能不猶豫的直接回答出那杯的顏色，我們發現這

個方式很不錯。(楊家茜) 

2. 後面這兩次，在講解的語速上，會因為面對不同的學生，而有所調整，整個活動

下來也發現自己的喉嚨比較沒有這麼累。(楊家茜) 

3. 因為小朋友看到提示卡上的顏色，所以常常會還沒做實驗就先回答答案，這時候

我也學會問小朋友說:你確定嗎?要不要等做完實驗在回答我呢~發現用這樣的方式，

小朋友都會很認真的觀察，而且發現跟提示卡的顏色不同時，也會很興奮自己有不

同的答案。(楊家茜) 

4. 講解方式 

這次的講解方式直接變成像是變魔術的方式進行，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和興趣，讓學

生擔任魔術師倒入蝶豆花汁讓溶液變色，讓學生有驚奇的感覺，也能樂在其中。(陳

玟蒨) 

5. 材料介紹 

在介紹材料時，更從生活的情境中去介紹，像是煮菜會加鹹鹹的是什麼？或是甜甜

的一粒一粒？都以學生有接觸過的為主，讓學生能從他們的生活經驗當中去回想，

再給學生看樣品，確認是否是那樣材料。(陳玟蒨) 

6. 講述重點 

在講述重點當中，會一直重複學生還不太了解的詞，像是花青素，不停的將這個詞一

直掛在嘴邊，需要加入蝶豆花汁之前，會再次詢問學生裡面含有什麼？並覆誦一次，

讓學生能不停的聽到花青素這個詞，加深他們的記憶。(陳玟蒨) 

7. 與學生互動 

在實驗的過程當中，盡量多讓學生來操作，讓學生和我們之間有更多的互動，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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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實驗也有很多的操作機會，像是試聞蝶豆花、倒入各種溶液、加入蝶豆花汁，讓學

生能夠更有參與感，也能維持他們的專注力。(陳玟蒨) 

8. 提示過程 

在詢問學生問題時，會再給予學生較多的思考時間，讓他們回想剛剛的實驗有經歷

過什麼，從實驗出的成品當中，再次找到問題的答案，也會遮住答案讓學生利用回想

而不是只照著關卡板的提示照著回答。(陳玟蒨) 

1.  9. 多學生對於中性不太了解，所以我將中性溶液加入蝶竇花後變成藍色的模樣與蝶 

2.  豆花水是藍色的，請學生進行比對，當學生發現即使這些溶液加入蝶豆花水也還是 

3.  藍色的沒有變化後，我再間接引導出中性容易是中間很公平的人所以不會輕易改變 

4.  顏色，使學生對於中性有更近一步的認識。(蔡孟學)  

給  10.予學生使命感，在闖關過程中讓學生擔任魔法師進行任務，學生就不易出現不專

心的行為。(蔡孟學)  

11.給予表現良好的學生第二次操作，針對專心度不佳的學生有楷模效仿，當他們有

依照我給予的指示仔細觀察後再讓他們進行二次操作予以增強。(蔡孟學) 

12. 學生常會將學校所學的相關知識帶入實驗中，例如酸鹼中和、鹽水可以導電等，

將這些原理大略解釋後再將本次實驗遊戲做比較使學生不會出現混淆狀況。(蔡孟學) 

13. 由於會出現同時有 AB 組學生一起來的情況，所以會優先讓 A 組學生進行答題，

使 B 組學生有示範，再請 B 組學生回答問題，通常這樣做他們會比較敢於回答。(蔡

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