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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教育制度下，身心障礙學生可在特殊或一般教育環境中求學，但科學課程不同

於其他學門：涵蓋實驗能力的訓練，這樣的學科特質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是否有影

響，是研究者想去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下視覺障礙學生科學學習的發展，以及學習支

持系統對其的影響。因此選定特殊教育學校三位及普通學校兩位視障生作為本研究之個

案，進行 2 個月的課室觀察紀錄，五位個案、教師和同儕的訪談，研究者也在每次到校

觀察及訪談後隨筆記下當日的心得作為研究者紀錄，最後進行資料的分析，本研究採用

紮根理論作為分析資料的依準，研究結果皆進行「資料的三角校正」和「分析者的三角

校正」，以提高本研究之信實度。 

研究結果發現視障疾病影響個案的學習，不過他們在課程中仍有積極的學習行為及

良好的態度，但科學課室中仍存在著不利於個案的學習環境，例如：教材以及教師的教

學方式。此外，個案在科學實驗操作上都有正向的態度，但也遇到不少困難，例如：顯

微鏡的操作，因此學習支持系統能給予的協助更顯得重要。教師會因應個案的視覺障礙

疾病調整其教學方式，並適時地關心個案的學習，在個案的科學學習過程中，也普遍與

同儕有正向的互動關係。根據結果提出相關討論及建議，期望能提供未來教學者及研究

者作為參考之依據。 

關鍵詞：視覺障礙學生、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科學學習 

期刊分類：科學教育 

壹、前言 

科學課程的學習內容比起其他學科較為抽象，尤以專有名詞及概念解釋需要花更多

時間為學生闡述說明，另外，科學課程較其他學科不同之處在於每個課程單元皆附上一

至兩門實驗，讓學生在實作的過程中，了解單元內容及概念。由於以上之因素，科學學

習對於視覺障礙學生而言是一大挑戰，視覺障礙學生先天或後天之原因導致其本身視力

受損，甚至到全盲，在進行一般課室學習時，有諸多不便（曾怡惇、廖焜熙，2011；羅

丰苓，2009；Beck-Winchatz & Riccobono, 2008），例如：視覺障礙學生對於教師講解抽象

概念無法理解、需要同學幫忙抄寫筆記；進行實驗課程時，無法獨自操作實驗，需要同

儕協助……等。此外，Beck-Winchatz 與 Riccobono（2008）在研究中提出視覺障礙學生

科學能力低落之原因：一、課程內容之重要訊息較多以圖像呈現，不易以表格呈現；二、

教師對於非視覺教法不熟悉；三、教師和家長對於學生的期望較低。從研究中可知，視

覺障礙學生在學習科學這條路上困難重重，他們要如何披荊斬棘，學習科學知識及概念

即是本研究所要探討之要點。 

    近年來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與普通同儕一起學習，在這過程中，也可

獲得同儕的協助，使視覺障礙學生可以順利操作實驗，從中獲益。本研究欲了解視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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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學生在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兩者環境下學習科學的情況為何，以及師生互動和同儕

相處對於視覺障礙學生學習科學的過程有何影響。 

    基於以上目的，提出關於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環境下視覺障礙學生的科學學習發展為何？ 

二、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環境下視覺障礙學生科學學習時，學習支持系統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視障教育 

    “The Eyes are the window to your soul.”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諺，由此可見眼睛對

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由眼睛來看世界的視覺能力，更是我們獲取資訊的重要感官，

如果一個人失去了他的視力，必定會為他生活帶來重大的改變。許多研究顯示視障生其

學習表現較明眼學生不佳（曾怡惇、廖焜熙，2011；鄭靜瑩，2006；羅丰苓，2009； 

Beck-Winchatz & Riccobono, 2008），陳明雅與黃國晏（2012）在研究中指出，視覺障礙程

度並非學業表現的關鍵，但其模擬考、校內評量與非身心障礙學生相同，亦無額外加分，

因此造成全盲生成績低落，此為齊頭式平等，實際上對視障生而言是相當不公平的。 

(一)、視障生的教學方法 

    融合教育的教師因未受過特殊教育訓練，故對視障生的認識有些陌生，可能無法給

予其適當的教學，萬明美（2005）在視障教育一書中提到關於視障者的師生互動： 

1.導師應與科任教師充分溝通，讓每一位教師都能主動關心視障學生，詢問其上課困難

所在，並進一步予以輔導及解決。 

2.依視障個別視力狀況及採光需要安排其位置，一般而言，以教室中間前幾排為最佳選

擇；有些學生有畏光的現象，座位應避免窗口強光的照射。  

3.將考試時間延長，使其能順利完成考試，不能免於其考試的權利或更改考卷內容。 

除此之外，也建議普通學校之教師若遇班上有身心障礙學生時，可以多翻閱書籍了解他

們的特性，選擇適合他們的教學方法，給予其協助。 

    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因對於視障生的特性及教材教法熟悉，故對於視障生的教學較知

如何應對，不過因學生都在學校學習，較無機會接觸外界，因此可以辦理戶外教學，讓

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明眼人，減輕他們未來出社會接觸大眾之不安感。 

(二) 、視障生之科學學習 

    在學校教育上，數理科目內容因多為圖片及抽象概念或教師未受過訓練，有些課程

內容需要實驗實作，造成視障生學習之不易（周桂鈴，2002，曾怡諄、廖焜熙，2011；李

乙明、杞昭安、宋淑慧、鄭碧雲，1993；Beck-Winchatz & Riccobono, 2007），能夠滿足視

障生的教育需求為重要任務。 

    Salisbury（2008）對於視障生教學的課程設計一書中，提出各科可用的教學方法及設

計。其中提到”mini beast”小型動物是容易用眼睛觀察，但卻較不易用觸覺去感受，書

中提出許多可以幫助學生了解昆蟲的方法，例如：使用蜜蜂屍體讓視障生觸摸其身體構

造。除此之外，在生物科部分提供「微生物」及「基因」的教材教法；理化科部分提供

「熱」、「電路學」、「聲」、「雲霧」及「化學反應及顏色」的教材教法，讓視障生

也能與明眼生一樣學習科學知識。 

    從上述之課程設計發現，對於視障生的教學應著重多感官的學習（曾怡惇、廖焜熙，

2011；萬明美，2005；Armstrong, 1989, p.183；Salisbury, 2008），以彌補其視力之不足，尤

其科學課程因有較多抽象概念及操作，應給予視障生更多觸覺及聽覺經驗的教學（Sah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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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ek, 2009），在視障生班級進行合作學習，也可提高整體班級教與學的效率，「因材施

教」、「適性教學」即為說明這樣的課程設計，真正可以讓視障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所

需的知識。 

二、視障生的同儕協助 

身障學生因其本身障礙，所以在普通學校生活有諸多限制，Engel-Yeger與Hamed-Daher

（2013）的研究發現視障及聽障學生比起一般同儕較不常參與學校活動、參與的活動數較

少，尤以視障學生的情況更為嚴重。視障生在學校適應及學習的過程中，會遇到較多困

難，若單靠自己一個人，學習的速度較慢、效果也較差，因此視障生其同儕若能從中給

予協助，可以加快其適應的程度。 萬明美（2005）提出兩項關於視障生與班級同儕互助

的方法，如下： 

1. 入學時，教師應安排同學引導視障同學熟悉校園環境和重要設施，並提示可能造成傷

害之障礙物及危險地區。 

2. 所有學生應為班上盡義務，視障學生也不例外；應讓他們也有為班級服務的機會。 

從上述發現，對於視障生良好的教育及協助，並非只是讓他一昧的接受他人的幫助，

視障生不是只能當手心向上的人；也能成為一位手心向下給予幫助的人。國內外研究對

於視障生的同儕協助較少進行探討，大多研究將其放在結果的一小節進行討論，而特殊

教育因其同儕皆為視障生，因此不將此部分列入探討重點。在國內許多特教相關書籍提

供教師如何教導視障同學能給予視障生協助，但較少教育現場實際狀況的例子，且對於

視障生的協助大多為生活協助（周桂鈴，2002；羅丰苓，2009；萬明美，2005），關於課

堂協助的討論較少，因此本研究將對於視障生之課堂協助狀況進行課室觀察及個案、同

儕訪談。 

三、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 

(一)、特殊教育的理念與目標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充分發展身心潛能，

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特殊教育法」，1984），特殊教育法第一條即提出

特殊教育的理念，吳武典（2013）歸納目前我國特殊教育政策，其中有三點提到關於特殊

教育服務對象及教學：服務範圍廣泛、加強學制課程與教學的彈性、就學保障與終身學

習。除上述外，我國各校對特殊教育的教育目標多大同小異，都以提供適合身心障礙學

生的教育並培養他們適應生活作為教育目標，使他們可以從中受益，發展個人潛能。 

(二)、特殊教育的實施與現況 

    因為特殊教育對象繁多，如何為其提供最適合的教育安置或服務，是特殊教育工作

的一大重點。國內特殊教育學校所能提供的服務皆為完善，且資源豐富，但特殊教育學

校以收中度、重度障礙學生為優先考量，加上近年來推廣融合教育，鼓勵身心障礙學生

就讀普通學校與一般生共同學習。吳武典（2014）綜觀這幾年的特殊教育發展，表示在教

育安置方面，障礙類頗能依循多元化安置政策，在教育現場則顯示濃厚的統合式安置取

向，並逐步朝向融合。 

(三)、融合教育的理念與現況 

    融合教育的概念來自正常化 (Normalization) ，旨在使特殊兒童能在最接近正常的環

境中受教育，將有特殊需求的學生置入普通班，特殊學生和普通學生不分彼此，同屬一

個班級，藉由教學技巧的改進和輔助工具的協助，讓所有身心障礙兒童得以在普通班中

接受教育，強調去除標記，但並非要取消特殊兒童所需的支持與服務，而是要將這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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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供給在一般教育環境的所有學生，並且使特殊需求的學生能儘早回到主流環境中，

適應家庭、社區及獨立生活（傅秀媚，2001）。融合教育之所以受到重視，不外歸功於哲

學上的論點、研究發現獲得支持以及政府的促成，其中又以政府力量的影響最具有關聯

性（王文科，2005）。 

    我國融合教育已推動超過 20 年，經過各方努力，有今日不錯的成果，但許多研究顯

示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鄭津妃（2012）提到障礙學生在普通班邊緣化的現象：教育的本

質應從每位學生的需求出發，老師從介入補救的觀點去關注有差異的個體，轉而以預防

的觀點來支持全體學生，透過輔導機制與特教的合作，在班級內實踐真正的融合，不僅

障礙學生重獲歸屬感免於邊緣化，也使更多學生擁有自信與成功的學習經驗。身障生就

讀普通學校固然會受到關注，但若教師太過關注學生反而會造成其困擾，因此在這部分

要拿捏得當。如何才是給身心障礙學生最好的教育服務，要如何落實融合教育的理念及

目標，都是值得各位教師去思考的。我國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的關心程度，或是對於社

會公平正義、教育機會均等，乃至於社會公共政策的關心程度，都遠不及西方社會的發

展（顏瑞隆，2014），雖然我國一直提倡融合教育、接納身心障礙者於社區中，但從現況

看來仍有很大的努力範圍，不求一定要追上西方國家的發展，只求能確實給予身心障礙

者最好的教育及環境。 

參、研究方法 

一、個案選擇 

    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www.set.edu.tw/)中最新資料統計(2014/10/20)，全國

就讀普通國民中小學之視覺障礙學生共有 601 人；就讀特殊學校之視覺障礙學生共有 359

位，本研究選取個案對象為中部學校的視障生，分別為普通學校 2 名，特殊學校 3 名。  

    為了使研究可以順利進行，研究前先與個案學校進行聯繫溝通，讓個案學校了解本

研究的目的、方法及流程，再經由個案學校將研究者介紹給個案同學，使個案同學及家

長都能清楚瞭解本研究的流程。此外，本研究的個案都經本人及家長同意，簽署同意書，

且經過任課教師及該班同學同意，最後才進行本研究。另外，為使研究者可以蒐集到豐

富可用的資料，與指導教授互相討論後，將以下因素列入考量依據： 

(一)、學校是否能夠配合 

    由於本研究將進行兩個月的課室觀察，對任課教師及個案和班上同學必然會受到一

些影響，尤其在特殊學校方面因同儕皆為身障生，所以在進行研究時需更小心，以避免

影響到班上同學，研究者在此部分會特別留心注意，並與學校進行溝通，因此學校的完

整配合且支持研究的進行將對本研究給予很大的幫助。  

(二)、研究個案是否能夠配合 

    本研究以視障生為主，若個案若有其他障礙(例：視多障)則不列入考量，且因本研究

為質性研究，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所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溝通也相當重要，

若個案包含非視覺的障礙，可能會影響訪談的品質，或造成取得資料不易等後果。另外

若個案對於內心的想法較不願分享時，會使資料的真實度降低，故研究個案是否願意配

合，以及研究者是否能取得個案的信任並維持良好的互動，在本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本研究依法將任何可辨識研究對象身分之紀錄與研究對象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

密資料處理，不會公開，也不會向與本研究無關的人員透露，並將研究對象之名稱以「匿

名」處理，若研究對象欲察看自己被詮釋的資料，可以隨時調閱。經過上述處理，以期

能降低研究對象對於本研究之疑慮及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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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考量，因此研究者選擇了 5 位具有代表性的個案，及其教師和同儕作為研

究對象，下表 3-1： 
表 3-1 個案選擇─覽表 

個案 研究及訪談對象 學校屬性 視覺障礙程度 代號 

俞芳 俞芳 普通學校 弱視 S1 

 俞芳的生物教師   E1 

 俞芳的同儕   P1 

皓哲 皓哲 普通學校 弱視 S2 

 皓哲的生物教師   E2 

 皓哲的同儕   P2 

勇翔 勇翔 特殊學校 全盲 S3 

德彬 德彬 特殊學校 全盲 S4 

勤雅 勤雅 特殊學校 弱視 S5 

 勇翔、德彬和勤雅的自然教師   E345 

 勇翔、德彬和勤雅的同儕   P345 

二、研究工具 

    在質性研究中，擔任研究工作的人具有一種特殊的重要性，研究者與其溝通能力，

乃是蒐集資料與進行認知的重要工具（Flick, 1995）。透過研究者的視野以及與研究對象的

互動，來蒐集資料，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故從「研究者背景與經驗」、「研究前準

備」、「研究信度」來進行探討。 

(一)、研究者背景與經驗 

    研究者從就讀大學至研究所期間，為學校資源教室工讀生，常與本校身心障礙學生

相處並給予協助，工讀的工作大部分以轉譯繕打視障生的閱讀資料為主，在工讀期間，

觀察視障生使用輔具學習之情形，以及陪伴全盲生至定點位置，在陪伴的過程常有一些

日常談話，使研究者更了解視障生的生活。在大四寒假時，參加科學研習營視障班擔任

隊輔之工作，活動準備期經過兩天的隊輔訓練，關於如何協助視障生作定向訓練，以及

如何協助視障生學習，除了擔任隊輔的工作外，也協助該營隊負責生物課程教師之教材

準備，使研究者可以更清楚如何讓視障生輕鬆學科學、玩科學。 

    除了與視障生相處的經驗外，研究者也曾修讀過「質的研究法」，教授要求同學皆須

完成教師所要求的研究作業，在訪談以及詮釋的過程，經過助教的指導及修正，不斷琢

磨自己的技巧。這半年的修課時間中，學習質性研究的理論方法，也增進現場的實務能

力，在課室觀察、訪談的過程中不只是為了完成研究，也是學習如何提升自己技巧，經

過助教及教授的指導下，使自己對於質性研究有著理論及實務的經驗，因此可以給予本

研究實質的幫助。 

    研究者在大學時期充實自己修習質性研究課程，累積與視障生相處之經驗，使自己

更利於從事本研究。此外，研究者之指導教授為質性研究專家，研究過程中如有任何疑

問，可立即向指導教授請教，在指導教授的協助及督促下，使研究可以順利進行。在研

究這條路上，因為上述的經驗以及教授的指教，以期許自己對於研究結果能夠無所偏頗，

完整詮釋現象的事實。 

(二)、研究信度 

    在質性研究中，雖然強調研究者不先預設立場，對研究資料不做過度詮釋，但卻難

以要求研究者可以完全客觀，故以「研究信度」作為評鑑質性研究的一種判准，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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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進行詮釋內容之評鑑審核。本研究使用「資料的三角校正」

以及「分析者的三角校正」，簡述如下： 

    「資料的三角校正」為蒐集不同來源之研究資料，對資料內容進行校正審核。本研

究之資料蒐集分別為：課室觀察、訪談、研究者紀錄以及同儕關係量表，其中訪談大綱

之設計因訪談對象不同，可從個案、科學教師以及個案同儕的訪談內容進行比對，最後

將四種資料之內容進行內在信度的三角校正。 

    「分析者的三角校正」為以不同分析者的角度來檢視詮釋內容，以便偵測研究者的

個人偏差。因此本研究邀請一位科學教育專家、科學教育研究者和特殊教育教師進行詮

釋內容之評鑑，科學教育專家對於質性研究學有專精；科學教育研究者對於特教生及質

性研究有一定的認識；特殊教育教師對於視障生之相處有豐富的經驗，因此由此三位人

員進行本研究之分析者三角校正，足以提高研究的說服力及信實度。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視障生在不同環境下學習科學之狀況，屬個案研究。故需大量蒐集與

個案相關資料，才能對於研究主題有深入的了解，並提供完整的分析結果。 

(一)、資料蒐集 

1.課室觀察與錄影 

    在課室觀察進行前，為力求研究者進入課室觀察場域紀錄之完善，研究者先自行

編著「課室觀察記錄表」。本研究課室觀察實施時間為第二學期開學一至兩個月，課室

觀察為研究者詳查行為、事件及其在情境脈絡裡所顯示的意義（林生傳，2003），故研

究者就個案學生上課之情形進行觀察，觀察對象分別為：研究個案、科學教師以及個

案同儕，對三者進行觀察記錄。觀察結束當日立即做初步的反思及分析，以避免遺忘

並隨時調整步驟。課室錄影為在教室後方以 DV 和腳架拍攝五位個案每節科學課之上課

情形，可為研究者日後察看，提供最忠實、完整的記錄。 

2.訪談 

    於課室觀察結束後，研究者對個案、科學教師及個案同儕進行訪談，其主要目的

為探知觀察不到的事實與現象，發現受訪者心裡的話（林生傳，2003）。本研究使用訪

談方式為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在訪談前，將訪談大綱交由一位科學

教育專家進行校閱，具有內容效度。訪談過程除了全程錄音外，研究者也會隨筆記下

重要語句。本研究訪談對象有三，分別為：研究個案、科學教師、個案同儕，訪談大

綱因個案所處環境不同，分成：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兩版，因此本研究訪談大綱共有

六種版本。以下對不同研究對象之訪談大綱進行介紹： 

(1)研究個案 

    首先請研究個案進行自我介紹，了解個案的背景及經驗後，即進入本研究之訪談

問題，訪談內容包含個案學習科學之狀況及其同儕互動關係。另外，針對研究個案所

處環境不同，給予不同問題：選讀學校學校的原因，以及未來的選擇。 

(2)科學教師 

    從教師的口述中了解個案的學習狀況為何，並訪問教師在面對視障生如何調整自

己的教學及課程設計。依照科學教師所處環境不同，給予不同的問題：普通教師對於

視障生進入融合教育的看法；特殊教師對於教導科學科之想法。 

(3)個案同儕 

    了解個案同儕與研究個案的交友關係，以及與班上同學之互動。訪問研究個案在

科學課或實驗課受到同儕何種協助，或能給予同儕何種協助。 

3.研究者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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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與研究個案對話結束後，將簡單記錄非正式談話之內容；進行訪談時，研究

者會隨時觀察並記錄訪談的情境、受訪者的肢體動作或是突發狀況，最後將「研究者

紀錄」進行整理，用以補充訪談內容之不足。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是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作為分析資料的依準，以期透過有系統的蒐

集與分析資料後，從大量資料推論出本研究之理論架構。以下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紮

根理論」以及「資料分類的代碼」進行介紹： 

1.紮根理論 

  Flick（1995）於「質性研究導論」提到在紮根理論研究中，理論是從研究情境、對

象與其中有待實徵資料之中，發覺與形塑而成的。因此資料的蒐集、分析與最後形成

的結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紮根理論為一迴旋性研究歷程（Flick, 1995, p.71），研究者於

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對於不同個案進行資料的蒐集與詮釋，從中進行個案間的比較，

不斷的循環後，最終得到該研究之理論架構。 

2.資料分類的代號 

    研究者在收到資料後，為避免資料過度龐大而雜亂，故對資料進行分類編號。其

編號公式為「研究對象-資料來源代碼-日期」，關於此分類代號對照表如下所示： 

 
表 3-2 資料分類代號對照表 

資料來源 代碼 

課室觀察紀錄 Classroom(C) 

錄影檔案 Video(V) 

訪談逐字稿 Transcripts(T) 

研究者紀錄 Record(R)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欲了解視覺障礙學生在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下的科學學習的發展，因此在兩

個教育系統中選了五位個案進行本次研究。其中「俞芳」和「皓哲」就讀兩所不同的普

通學校，皆為輕度的視覺障礙者；「勇翔」、「德彬」和「勤雅」是就讀特殊學校的同

班同學，勤雅為中度的視覺障礙者，勇翔和德彬為全盲生，且兩位孩子皆伴隨著其他疾

病及症狀，以下針對五位個案進行簡單的介紹。 

在融合教育下的第一位個案─俞芳，他的學習態度良好，但因其視障疾病導致在課

堂後半時，常常有揉眼睛、手撐著頭聽課的行為出現，俞芳自己也表示在課堂後半時常

感到疲憊、頭暈，必須利用下課時間睡覺休息；由於學校並未提供個案特殊狀況予以科

任教師，因此初期生物教師對於俞芳的狀況不是很清楚，後來了解 PPT 教學的使用對於

俞芳而言是一大負擔，因而減少使用 PPT 教學的頻率，並在撥放前皆詢問俞芳對於教室

光線及 PPT 亮度的感受是否需調整。 

在融合教育下的第二位個案─皓哲是班上的開心果，因其課堂講義及考卷都需放大

處理，教師特別安排一位和他較常互動的同儕協助。皓哲的生物教師即為班導師，在開

學時皆有向其他任課教師說明皓哲的狀況，另外由於班上有視障生，教師也調整自己的

教學步調，但後來發現皓哲的學習表現十分優異，生物科成績常常是班上前三名，因此

又調回原本的步調較快的教學方式。 

在特殊教育下的第一位個案─勇翔是個活潑外向的孩子，雖然是全盲生，但他的生

活動作機能好，對於周遭環境也適應的不錯。由於伴隨著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所



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環境下視覺障礙學生在科學學習發展之個案研究           38 

 

以上課容易分心，且從小到大與自然科學的生活經驗接觸不足夠，又加上 ADHD 的關係，

所以科學表現較不佳。 

在特殊教育下的第二位個案─德彬是班上符合就學年齡的孩子，其自我概念正向，

在訪談過程中時強調「自己是正常的！」，且在自然課中經常帶領班上同學一起念課文，

是教師心中的好孩子。德彬與動物相處的經驗及自然科學的生活經驗較豐富，在自然課

堂中發言踴躍，也會協助班上程度較落後的同學學習。 

在特殊教育下的第三位個案─勤雅曾在普通小學就讀一段時間，因跟不上同學的進

度，加上家中一些原因，輾轉來到特殊學校就讀。勤雅是班上自然科表現優異且發言踴

躍的孩子，雖然擁有一眼的視力，但仍與班上同學一起使用點字書學習，但在自然科實

驗操作時，能夠使用視覺觀察，並告訴同學自己發現的現象。 

一、視覺障礙學生科學學習之發展及遇到的困難 

視覺障礙學生比起明眼學生在科學學習上遇到更多的困難，在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

下也會遇到不一樣的挑戰。研究者整理出以下四點關於視障生科學學習遇到的狀況進行

描述探討： 

(一)、視障疾病影響個案的學習，不過他們在科學課室中仍有積極的學習行為以及良好的

態度，而勇翔則因 ADHD 的關係，有時會影響其課堂表現 

視障生因其視覺障礙疾病會產生不同於一般人的學習方式，擁有視力的視障生需要

貼近課本或講義抄寫筆記，全盲生因為無法紀錄下課堂中教師授課的知識，所以只能靠

課後摸讀點字書或作業來複習課堂內容。因其視力的關係，所以個案在課堂中皆有閱讀

吃力影響學習效率的現象存在，而俞芳則是在課堂後半時，顯現出疲憊的行為。從課室

觀察紀錄可以發現俞芳每堂課之疲憊行為出現的時間，皆在課堂進行後半，不過俞芳會

努力地想跟上進度，雖然顯示疲憊樣但仍揉著眼睛、撐著頭聽講，俞芳對於這種現象表

示：「有一半是自己身體不好甚麼，一半是眼睛太累，變成暈  (S1-T-150413)」。長時

間的抄寫筆記及上課，會讓俞芳覺得不舒服，所以在科學課室中時常有揉眼睛，手撐著

頭的行為出現，甚至有時會趴下休息，也因為如此，常常需要利用下課時間進行補眠，

才可使下一節課精神飽滿的學習。 

皓哲與俞芳的情況不同，雖然連續一整天的課程並不會讓皓哲感到疲憊，但是在抄

寫筆記上，卻比其他同學慢上許多：在大部分同學抄完筆記翻閱課本時，他仍繼續在抄

寫。皓哲在抄筆記的速度跟不上其他同學，從幾次的課室觀察中可以發現，如果教師上

課以邊講解加上部分板書筆記，皓哲的負擔不會太大；但若教師當次上課以抄寫板書為

主，皓哲則會花大量的時間在抄寫筆記，比起其他同學聽講的時間較少，甚至有一整堂

課連續抄寫筆記的現象出現。 

雖然如此，個案在學習行為及態度上都有良好的表現，其中又以俞芳、皓哲及勤雅

的表現較優異；勇翔雖然在課堂中也會發表意見，但由於他患有 ADHD 的關係，容易在

課堂進行中分心。相較於特殊學校，融合教育下的兩位個案，在科學課室中都會積極參

與課堂活動，回應教師的問題，甚至遇到不懂的地方會在課堂中發問，或是利用下課時

間繼續詢問教師，例如：俞芳在教師介紹蛋的構造時，十分感興趣，在課堂中發問：「老

師，超市的蛋有受精嗎？  (S1-V-150310)」，經過教師回應後，仍利用下課時間繼續詢

問蛋雞和肉雞的差別；皓哲雖然坐在教室最後方，但在教師複習課程時，都能積極且正

確地回答教師的問題。 

特殊教育下的三位個案，在課堂前半部時都呈現積極的上課態度及行為表現；但在

課堂後半部時，勇翔往往出現上課不專心的現象，例如：玩手指  [11:58] 

(S345-C-150325)、偷睡覺，頭抖了一下  [11:49] (S345-C-150422)。勤雅則是無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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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候都十分積極，對於教師的問題都能踴躍回答；德彬在這部分也不落人後，他們

兩個往往是班級中最快舉手也是最常回應教師的乖乖牌學生，不過在回答問題上，是以

勤雅的答案較為準確。 

除了在課堂中有正向的行為態度外，個案的科學成就表現也十分優異。在下學期第

一次段考中可以發現，融合教育的兩位個案的生物成績都有不錯的表現：俞芳和皓哲都

考了 90 分以上，兩位教師對於個案也讚譽有嘉，研究者深入了解得知，並非這次段考兩

校的出題較簡單，班上仍有不及格的學生，所以俞芳和皓哲在科學學習上都花了一番功

夫及努力；至於特殊教育的三位個案，以勤雅的成績屬於班上最好，再來是德彬，勇翔

則是因為上課分心的關係，知識吸收的狀況較不佳，所以成績表現較落後。雖然視覺障

礙會影響個案的學習，但個案認真向上、在課堂中有積極的行為、態度，仍會有不錯的

學習表現。 

(二)、在科學課室中普遍存在不利於個案學習的因素：個案使用的教材、所處的學習環境

以及教師的教學方法，未經過適當的調整會造成個案的學習不便 

在教材的使用上，勤雅和皓哲皆遇到書本上的字太小的問題。勤雅過去在普通小學

就讀時，使用的教科書皆沒有進行放大處理，對他而言是一大負擔，其視力狀況又比皓

哲更差，可見在普通小學的教材對他而言有多大的不利，但來到特殊學校後，大部分的

教科書皆使用點字摸讀，數學則是使用放大版的教材學習。皓哲所有的教科書及考卷皆

有進行放大處理，全部都為 B4 或 A3 大小，但市售的生物講義原本大小為 A4，加上講義

排版的關係無法再進行列印放大，且放大後攜帶上並不方便，所以在生物講義上的使用，

只能與班上同學一樣閱讀普通字的大小。 

皓哲的教材雖然有使用放大處理，但在抄寫筆記上仍有不便之處。研究在訪談時提

及皓哲抄筆記速度較慢的現象，他則回應：「書本太大，所以抄不到。書本太大就會ㄎ

ㄟˇㄉㄧㄠˊ欸(卡住)。寫不到，會寫比較慢  (S2-T-150414)」，就如同皓哲所說的，

雖然他的位置空間比其他同學還大，但桌上架設擴視機，書本太大在移動上卻是十分不

方便，每寫幾個字就要調一下方向，這也影響到他抄寫筆記的速度。 

另外在特殊學校中，三位個案使用的教材皆為點字書，但教師認為點字書雖然是學

生學習的主要管道，但對於學生而言仍有些限制。如果盲生的學習單靠摸讀點字上的字，

這樣是不足夠的，尤其在科學學習上，許多內容是需要輔以視覺才可以了解的，因此教

師在必要時，會提供教具來輔助學生的學習。 

E345：像他們課本的那些摸圖阿，成效其實滿有限的。就是因為立體的東西你變成平

面的，然後又只有觸摸的點，其實他們能夠體會得太少。  (E345-T-150428) 

在學習環境上，俞芳及特殊學校的三位個案也遇到一些困難。在俞芳剛進國中時，

教室的黑板還是舊型的，雖然坐在中間兩排，但舊型的黑板因為使用太久兩側會反光，

所以導致俞芳都無法看到兩旁的字，但後來更新黑板後，這樣的問題也就改善了。在一

般學生小學時，大部分孩子寫完作業都會請父母再檢查一遍，但勇翔、德彬和勤雅的作

業皆是使用點字機輸出，完成的點字作業由於父母及平日住校的教保員姊姊對點字並不

熟悉，因此無法檢查作業並給予訂正，在盲生的課後學習上，這是一大困難點。 

E345：我覺得作業方面，這點是他們很大的一個困難點。因為沒有像明眼的還好，但

是如果點字的作業喔！他們寫完了，基本上家長，還有育幼院的姐姐都不知道他們到

底寫了什麼。  (E345-T-150428) 

除了不利於個案的教材及學習環境，在教師教學上也出現不利於個案學習的方式，

在勇翔、德彬和勤雅的課室中，由於「多樣的生物世界」這部分的內容，教師需要花大

量的時間讓學生了解在不同的生態系中有不同樣貌的生物，於是帶著學生一個一個去觸

摸並說明各式各樣的動物。但因時間不足的關係，加上一次只能帶一位學生，其他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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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閒下來、無所適從，於是教師同時也發下其他動物讓學生觸摸，不過學生對於動物的

基模形塑與一般人不同，所以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摸甚麼。勇翔在觸摸長頸鹿時，一開始

認為牠是恐龍，後來又覺得牠應該不是熊貓，因為身形不像，最後覺得是紅鶴因為脖子

都長長的，在這堂課中，學生往往猜了半天卻不知道自己到底摸了甚麼動物，必須最後

由教師統一告訴答案才知道。盲生在建立動物基模時，教師無法馬上給予回應及修正，

在最後教師統整時，學生只能靠回想的方式去建立該動物的基模，這對盲生而言，不但

學習效率不佳，建立出來的基模也會有些缺漏。 

S3：就是會摸不出來那是甚麼東西，會以為是.....因為都有四隻腳，你要去辨別出

來啊。然後猜不出來老師就會跟你們講正確答案是甚麼啊。  (S3-T-150427) 

科學課室中普遍存在不利於個案學習的種種因素，無論是在教材的使用、個案的學

習環境亦或教師的教學方式上，都可能造成個案的學習不便及困難，除了在科學課室中，

有著不利於視障生的教學環境，在實驗課時會遇到甚麼難題呢？因此接續探討個案在科

學實驗操作時的表現及遇到的困難。 

(三)、個案在科學實驗中皆有積極的態度，但也遇到操作上的困難：皓哲對於顯微鏡的觀

察較不易操作；勇翔和德彬因無法觀察實驗結果，皆須由勤雅說明，且有安全疑慮的實

驗一律由自然教師帶領操作 

在皓哲的實驗操作可發現其困難，由於這學期課程安排及單元內容的關係，雖未實

地觀察到個案實驗操作的狀況，但從訪談中，皓哲表示自己實驗上遇到的困難在於顯微

鏡的操作，至於其他的部分，並沒有太深的感受。因皓哲的視覺障礙疾病為眼球無法專

注看一個點(眼球震顫)，有時伴隨著頭部的晃動，對他而言，使用複式顯微鏡的目光聚焦

是有困難的。皓哲自己也表示觀看顯微鏡的實驗會讓他感到眼睛疲憊，需要比一般明眼

同儕花上更多的時間，才可看到顯微鏡下的生物。 

E2：其實像顯微鏡的實驗他是沒辦法看的，顯微鏡的實驗對他來講實驗的難度很高，

就是看不是很清楚，但他還是一直很努力地看，對他來說是很難做的。  

(E2-T-150414) 

在實驗操作上教師能給予的協助，只有花比較多的時間等待皓哲操作完畢，教師也

提及科學實驗的設計主要以明眼人的觀察操作為主，但也不能因此剝奪身心障礙學生的

學習機會，所以教師及其他同學需要花更多的時間等待或給予協助。此外，除了顯微鏡

的觀察實驗，上學期第五章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中「反應時間的測定」這個實驗，皓哲在

操作上也遇到了困難。在這個實驗中，雖然與學生自己的反應有關，但接受刺激的受器

為眼睛，皓哲在視覺上接受訊息的速度較慢，所以可能無法準確地接住目標物，致使他

的實驗操作不順利。 

E2：其他實驗就是其實比較不明顯，像那種我們之前做過的像視覺疲勞的實驗他沒有

差，因為顏色是他看得到的，而接尺實驗是有點難度。 

研：可是那也是跟自己的反應有關係。 

E2：但他要自己知道他的範圍，然後他去接，因為接尺實驗他是要看他有沒有掉下去，

所以目前來說做實驗來講對他來說是比較困難，這我們也知道，所以只能夠多幫他而

已，目前是這個樣子。  (E2-T-150414) 

在特殊學校的三位個案中，只有勤雅是弱視生，可以觀察到實驗的結果及變化的現

象；勇翔和德彬皆須靠教師及同儕的描述才可知道實驗的結果。前面提到大部分的實驗

操作皆是為明眼人所設計的，並無法考慮到視障生的操作情形，但也不能因故剝奪他們

的權利，教師為了考慮學生的安全，往往會在實驗操作時做一些調整及改善。勇翔在訪

談中表示：「鹽酸的實驗可能會傷到手，老師就會先說，然後帶著我們的手操作。電路

的實驗是老師先帶我們使用，我們再自己操作。老師會在旁邊看我們、教我們，然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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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實驗一次  (S3-T-150427)」，若是有危險性的實驗，教師會帶著學生的手進行操作；

若是無安全疑慮的實驗，教師會帶著學生操作一次後，接著就放手讓學生自行操作。在

電路的實驗中，教師提到為了學生的安全，教師在每個電線連接的地方夾上鱷魚夾，以

免學生有觸電的危險。但因電路的實驗操作並不會像攪拌酸鹼溶液有較大的危險，所以

教師則開放學生自行動手做。 

不過由於在特殊學校的教學，教師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協助學生的實驗操作，所以教

師會對於實驗的內容進行斟酌，若該實驗對於學生的學習是重要的，可以幫助學生了解

自然科的知識及概念，教師就會花較多心力在學生身上；若該實驗只是要讓學生有個體

驗，教師就會快速帶過，將時間放在其他重點上。 

無論在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下的五位個案在科學學習上都保有積極、正向的實驗操

作態度，雖然在操作的過程中會遇到困難，但他們並不會因此放棄學習的機會，反而更

努力、花更多時間去操作。勇翔和德彬也不會因為自己觀察不到實驗的結果而晾在一邊，

不願參與課堂活動，反而保握每次可以操作的時間、仔細凝聽勤雅和其他同儕觀察到的

結果，這樣的精神態度實在難能可貴。 

(四)、不同教育系統對於個案科學學習的影響，及其特殊的教學模式    

    目前我國雖推動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已達融合教育的目的，但因為各種措

施尚未完善，導致視障生就讀普通學校仍有對他不利的狀況。勤雅在就讀普通小學時，

時常覺得自己跟不上其他人，班上同學對他的協助少，導致他的學習狀況並不佳。加上

教師並無法顧及每一位學生的需求，若視障生的學習表現並不差，有可能會被教師忽略。

在研究者課室觀察期間，發現俞芳的生物教師較常在處理不良學生的常規管理及偏差行

為，對於俞芳的關注較少，但也因為俞芳的學習狀況良好，教師不需要花太多心力在他

身上，教師自己也提到：「因為這是一班常態班，所以反而會比較多的心力放在上課規

矩比較差的，要不然就是課業上面比較跟不上的(E1-T-150413)」。在普通學校的常態班

中，無論是教師或學生，他們的進度及課業壓力都很大，若班上有一位視障生，其實能

給予他的關注及照顧並不是很足夠。 

    在融合教育下最常遇到的問題為科任教師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不熟悉，在不了解學

生的狀況下，可能會造成一些誤會。從俞芳的班級狀況來看，由於學校並沒有事先告知

生物教師俞芳的狀況，是透過教師在監考時才發現俞芳使用的考卷與一般人不同而知，

教師認為如果學生的狀況不佳，教師對於他的觀感也會有所不同。另外俞芳在課堂的後

半部時常感到疲憊或眼睛不舒服，若他在課堂中趴下休息，也可能被教師定義為上課不

專心的學生。 

因此俞芳的生物教師認為學校在這部分應與科任教師做好溝通，科任教師與學生相

處的時間少，不能很快發現學生的狀況，若早一點了解學生的情形，教師也可以在教學

方式上做一些調整、改善。 

E1：我覺得像這種情況，我們學期初就該處理了，我不是推卸責任，只是在輔導室方

面、導師方面，沒有給我這方面的資訊。如果不是像俞芳這樣，學習這麼主動，或有

家庭上的支持，學習不可能是這樣子的。  (E1-T-150413) 

在皓哲的學習過程中，除了因桌上架有擴視機的關係，科任教師可以清楚了解皓哲

的視障疾病，學校也有請導師(即為生物教師)告知其他教師皓哲的情形，另外皓哲的教材

考卷也需要經過放大處理，所以這樣的通知是必要的。在兩所普通學校對於視障生的處

理呈現不一樣的方式，但在教師教學上，兩位教師仍有試著調整自己的教學以利個案學

習，在融合教育下雖然教師盡力去做，個案也努力學習，但仍有其限制。 

特殊教育的教學模式剛好與融合教育不同，小班教學的好處在於可以顧及每一位學

生的需求，給予他們最好的照顧。在自然科教學上，雖然視覺障礙學生要花更多時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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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及操作實驗，但由於人數少的關係，卻可以讓每個學生都擁有這樣的機會。教師給

予學生一對一的教學，學生可以在這過程中吸收完整的知識，但因這樣的過程花較多時

間，所以教師會考量符合學生需求的單元進行教學，其他的內容就會捨去。 

在特殊學校中可以讓學生有豐富的學習機會及體驗，相對的，學校也要投資許多教

材、教具費用。此外，因為特殊學校的學生以盲生居多，關於自然科學的生活經驗可能

不足，但該校因為補助來源，使學生可以參與許多課外活動。在課堂中，教師利用學生

參與過的活動來輔助學生的學習，學生可以回想自己與生物相處的經驗，來了解教師所

教授的知識概念。 

    在特殊學校為了使學生可以參與實驗活動，因此教師使用一對一的教學方式，但在

這過程中，往往會讓沒參與到的學生無所適從，對於這個部分，研究者從特教相關書籍

讀過「教師可尋求教學助理的協助」，於是向教師提出關於此部分的想法，教師則認為

申請助理服務對自然課的協助並不大，因為並非每堂課都是操作型課程，若是講述式課

程，助理只能在一旁聽課，似乎有點浪費資源，加上教師在課程進度上都能順利教完，

於是後來就取消了這個服務。特殊教育在教學上雖然可以適性教學，並顧及學生的需求，

給予其最完善的教學，但也會因為課程進度及學生視覺障礙疾病而調整或刪減課程內

容，這對於視力較好的弱視生而言，或許是一大損失。 

融合教育的兩位教師皆認為若是視覺障礙程度不嚴重的學生，應該要以回歸主流的

方式為主，就如同俞芳和皓哲的學習，雖然不能完全給予他們適性教學，但在普通學校

學習對他們的成長是有幫助的，未來出社會也要接觸更多人群，在普通學校與班上同學

互動，更能使熟悉社會的運作及人際相處。選擇就讀特殊學校或普通學校並無好壞之分，

因著學生視覺障礙疾病選擇適合他的學習環境，讓他可以從中獲取最豐富知識的地方，

才是最好的選擇。 

回到一般普通學校其實是好的啦，因為他就是等他到一定年紀也要回到社會阿，然後

周邊也是這樣的朋友、夥伴，或是這樣子的人，他會更早適應，然後他對自己的特別，

他會提早去接受，用很正面的方式去接受的話，他未來的路會比較清楚一點。  

(E1-T-150413) 

二、學習支持系統對視覺障礙學生在科學學習上的影響 

在科學學習的歷程中，除了個案學生本身的努力外，學習支持系統對於他們的影響

也是十分重要的。這部份將學習支持系統分成教師對於個案的教學輔導以及個案與同儕

的互動關係進行描述探討： 

(一)、教師運用的教學輔導策略 

1.教師對於個案的視覺障礙疾病皆會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俞芳的教師減少使用 PPT 教學

的頻率；皓哲的教師在課堂中發放講義使其抄寫筆記較容易；勇翔、德彬和勤雅的教師

在課程的事前準備做了不少努力 

俞芳的生物教師一開始並不知道俞芳的視覺障礙疾病，上學期皆使用 PPT 進行教學，

俞芳也未曾主動向教師表示自己對 PPT 教學會感到不舒服，所以教師對他的狀況並不了

解，而後教師知道俞芳的狀況後，減少他使用 PPT 教學的方式，教師也提及，自己減少

使用的因素除了俞芳的關係，最主要的考量還是課程的進度問題，因為使用 PPT 教學的

速度較慢，下學期第一次段考時間很趕，所以只有重點或需要讓學生了解的圖示才使用

PPT 教學。另外，俞芳對於教師抄寫在黑板上的字如有不清楚的，會主動向教師提出，而

獲得教師的協助─重新抄寫黑板、加大字體。 

皓哲的生物教師是他們的班導師，也是學校的理化教師，因此一年級自然與生活科

技課程由導師授課。皓哲剛進入國中就讀時，生物課的抄寫筆記遇到了一些困難，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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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教師提到：「剛開始的時候他抄得很辛苦，因為完全都是空白的，後來開始用講

義，是為了他，才印講義，讓他字寫少一點。我通常教生物就是不發講義，但為了他所

以我們今年才發  (E2-T-150414)」，雖然目前皓哲在抄寫筆記的速度仍跟不上明眼同

儕，但教師表示在上學期剛開學時，皓哲抄寫筆記上是更吃力的。教師在過去教導學生

生物時，學生的筆記皆是全部手寫，但因考量皓哲的學習狀況，因此在他教書身涯中第

一次做這樣的改變─專門為這個班級設計生物講義，且他也認為這樣的改變對皓哲而言

抄寫較快。除此之外，教師在剛開學時教學的速度上也有放慢腳步。對於教師而言，以

往的教學如果是自己的導師班，他會教授關於那個單元更深的內容，充實學生的知識；

但因班上有視障生，教師為了配合皓哲的學習，因此調整自己的教學步調，讓速度降慢，

所以對於其他同儕而言，並無損失。但在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後，教師發現皓哲生物科的

表現優異，與皓哲討論後，決定調回原本導師班該有的步調，對於教學策略的改變，教

師提到：「剛開始的時候我的確是有做些改變，就為了他我稍微教了慢一點，之後我一

直在看他的狀況，但是在第一次段考一考完，我一看完狀況，我再跟他討論的結果，我

發現我不需要改變我自己，因為這個小朋友程度太好了，所以我就是照著原本的進度上  

E2-T-150414)」。 

勇翔、德彬和勤雅的自然教師原本是普通小學的數學教師，過去接觸的學生只有資

源班的孩子，但該校資源班並沒有視障生，所以對於視障生並不是很了解。來到特殊學

校後，為了能夠了解他們的學習特性，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甚至還學習點字，以方

便批改學生的作業。在自然學科上，雖然重新備課非常困難，但他認為自然科的備課是

有趣的，而且會想著要如何教才可以讓學生更能吸收，所以在這過程中並不覺得辛苦。

此外，教師也表示在過去他還沒到特殊學校任教時，以前任職的自然科教師給予學生動

手操作的機會較少，對於前一位教師而言，第一點顧及學生的安全問題；第二點教具不

易取得，因為這些因素讓前一位教師認為與其操作實驗，不如就讓學生摸讀點字就好。

但勇翔、德彬和勤雅的自然教師則認為如果可以讓學生多一點機會操作，可以使他們更

了解自然的概念及知識，這些操作過程都比摸讀點字的效果好。但部分課程還是需要經

過調整或刪減，例如：觀察星星和月亮、星座盤的使用、製造彩虹….等，對於全盲的學

生而言，他們並不能觀察，也不是很能理解這些現象的發生。但教師還是會竭盡所能讓

他們可以了解，教師的想法是：「我會希望讓他們知道，那是什麼。別人在說的時候你

不會完全不知道  (E345-T-150428)」，所以教師也是依照著這樣的信念繼續努力。 

在考試的部分，教師也必須事先對考卷進行修改，市售的成卷並無文字檔，全靠教

師自行輸入繕打，也可以先進行掃描後校正，圖片的部分，教師都會改用敘述的方式，

如果圖片是點字書上有的，教師就會請學生去摸讀書中的點字。此外，教師也會將題意

改簡單一點，因為有些敘述複雜的題目，反而會造成他們的負荷。 

除了教學資源的課前準備，教師一開始來到特殊學校教學時，以為學生在課堂上有

回應，看似他們都了解課程內容，但在一次月考後，發現學生考試的成績不佳，有些學

生甚至對該單元的內容還不了解，那個時候教師的挫折感非常大，也重新思考改善策略。

且經由其他教師的安慰，讓他知道對於視障的學生，必須要在課程結束後做整理，並進

行多次的複習，才可以加深他們的印象。教師也會額外花時間將課堂內容進行整理，放

在學生的 MP3 中，讓他們空閒的時間聽讀自然課程的內容，幫助他們記憶學習。 

E345：我可能就考前的時候會出複習卷。然後還有就是要幫他們整理，像自然科都有

重點整理，就是讓他們回去用摸的、用聽的。  (E345-T-150428) 

2.教師在科學課室中會適時的關心個案的學習狀況，並從與個案的對話及自己的觀察中，

了解個案目前的動向；對於個案有不正當的行為，教師也不會因為他是特殊的學生而放

任這樣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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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芳的教師在使用 PPT 教學時，會事先詢問俞芳對於光線的強度及 PPT 上的字是否

能夠看清楚，此外在俞芳的課室觀察紀錄中，也發現如果俞芳有好的表現，教師會特別

獎勵他，給予其正向的支持。由於俞芳左側、右側及後方的同學皆是班級中最好動的學

生，俞芳夾在三位同學中間，時常會被影響，教師會做好班級管理，給予學生偏差行為

的糾正。 

在皓哲的科學課室中，教師給予較多的關注在於皓哲使用講義的情形，因為他的講

義是教師事先發下，且排版與其他同學不同，有時候可能會有找不到講義及不知道表格

如何填寫的問題存在，此時教師就會適時的給予關心。在教師教學上，若有板書抄寫比

較不清楚的部分，也會主動詢問皓哲抄寫的狀況，在課堂紀錄中，教師為了教導學生同

源染色體的概念，畫了兩大兩小的染色體，染色體上教師又用了不同顏色的粉筆標上不

同的基因，在小型的染色體上標上的基因線條較短，並不是很清楚，因此教師主動詢問：

「有點小(指小的那兩個染色體)，皓哲看得到嗎？  (S2-C-150319)」皓哲回應可以。教

師在詢問皓哲的情形後，可以了解他透過擴視機仍可清楚看出染色體上的基因。 

皓哲在課堂中使用桌上型擴視機來抄寫黑板上的筆記，因此與教師的視線並不會有

所接觸，也不會看黑板上的字，那教師要如何確認皓哲有認真上課呢？由於關心皓哲的

學習，教師能從觀察皓哲的反應知道他的狀態： 

E2：我已經習慣他上課不會看我了，他都是看擴視器。所以我已經很習慣一直看著他，

他看著他的螢幕，我就上課，我只要負責他有沒有跟我對話，他有時候會冒出一兩句

話，我就知道，喔，他有在聽課。   (E2-T-150414) 

教師雖然習慣皓哲在課堂中不會與他有視線的交流，但教師仍有其他方式可以知道

皓哲目前的學習狀況。透過點名的方式，讓皓哲回答問題，藉此了解他有沒有跟上大家

的進度。教師在課堂中時常點名皓哲回答問題，此外，皓哲在教師複習課程內容時也會

回應教師的問題，在這過程中都可以確認他的學習狀況。 

勇翔在科學課室中容易分心，所以教師會適時的關心勇翔目前的狀況，有時也會主

動點勇翔回答問題，來拉回他的注意力。教師的位置剛好在勇翔旁邊，因此可以清楚了

解目前他的動向，當勇翔有消極的行為表現時，教師會拍拍他的肩膀，讓他清醒一點，

或是在討論活動中發現只有勇翔一人沒有發表時，教師也會親切地詢問勇翔要不要也提

供一個意見。在學生未出現負面的行為時，教師並不會嚴厲的指正他們，反而是用提醒

的方式，不會直接斥責；若是學生出現不正當的行為，教師則會立即給予指正，教師不

會因為他是特殊的孩子而放任他的行為。 

《S3》拿著犀牛模型甩來甩去 

《E345》糾正勇翔，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拿東西，以後這樣就給摸了(有點生氣的語氣) 

[11:41]   (S345-C-150325) 

《S3》一直拿動物模型在敲桌子 

《E345》糾正勇翔說：「勇翔你不要一直敲，如果標本給你，你只是把它當成玩具，

就不給你摸了。」 [11:32]  (S345-V-150325) 

3.特殊學校教師使用幫助個案科學學習的方法及策略，包括類比教學法、角色扮演教學

法、情境教學法，以及將知識與過去生活經驗作連結 

由於普通學校對於專為個案使用的教學方法及策略較少，因此在此部分的討論偏重

於特殊學校的教學上。勇翔、德彬和勤雅的自然教師在教導學生「多樣的生物世界」時，

由於學生對於生物及生態系能夠體會的太少，於是教師運用了多種教學法來幫助學生學

習。 

教師最常使用的方式為「類比教學法」，在課堂中使用學生熟悉的比喻來解釋想要

教授的科學概念。例如：教師使用人身上所穿的衣服來解釋不同地區的動物身上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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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皮脂及毛髮，對於盲生而言，他們沒見過該地區的生物，不能理解他們皮脂及毛髮的

厚度，但可以從學生本身對於冷熱的概念及穿戴衣服，來了解不同地區的動物樣貌。 

《E345》用人到冷或熱的地方(北極和沙漠)要穿甚麼樣的衣服，來說明那邊動物毛及

脂肪的厚度  [11:12]   (S345-C-150325) 

《E345》出了一個情境題，「如果你們要到熱帶雨林地區玩，你們身上要有甚麼裝備

及穿著？」 

《S3》踴躍回答：「穿短袖短褲，因為很熱…..」 

《E345》說：「那如果是那邊的生物，牠們會有甚麼特徵？他們的皮脂會比較薄一點，

還有呢？」  

《S4》回：「可能那邊的生物都沒有毛。」 [11:10]  (S345-V-150325) 

教師在訪談中提到盲生對於長度的概念並不是很能了解，就算教師向學生說這大概

就是一個桌子的大小，他們的感受並不是很深刻，但如果是用身體部位的長度來表示，

他們很快就可以了解了。因此在介紹企鵝的脂肪厚度時，使用學生的指節讓他們了解，

學生在感受的過程中也表現出津津樂道的樣子。 

《E345》介紹企鵝的脂肪厚達 2-3公分，請學生用自己的手指作比喻(一個指節 1公

分)，下去帶每個學生比一下自己的手指 [11:06]  (S345-C-150420 

教師在教學上也會將教學內容與過去經驗及生活經驗做連結，由於這是學生親身體

會過的，所以從這過程中可以讓學生更清楚教師所教導的概念。在教導河口濕地的形成

時，教師使用先前讓學生體驗過的操作型實驗。對於學生而言，有親自體驗過的活動他

們印象深刻，因此教師教導這部分時，則不用花太多時間說明，只要讓學生回想過去經

驗即可。 

《E345》用之前做過的「侵蝕作用」，來講解河口濕地的形成。 [11:00] 

(S345-C-150422) 

E345：那個也是一個實驗，操作性的。希望是用木板，但我那時候好像是只有紙板，

然後用黏土做旁邊的河道。然後下面堆泥土，然後讓他們去沖。那個直接實驗體驗，

然後讓他們摸，摸一下，這樣子水灌下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大石頭會到哪裡？小石頭

到哪裡？那個就是一個操作過程，因為有去作過，他們真的會比較有印象。然後後面

就比較輕鬆，就只要提一下，之前怎樣，然後就算有人忘記，其他同學可以提點。  

(E345-T-150428) 

特殊學校的自然教師在教學上使用了多種教學方法及策略幫助學生學習，除此之

外，若是純講述的課程，教師在課堂中的聲調也有強烈的抑揚頓挫，因為缺乏了外在的

刺激，且沒有操作型的活動，可能會使學生感到無聊，所以教師使用這樣的方式，如說

故事般的敘說課文內容，引起學生的興趣。 

4.教師使用教學媒體及教具模型來促進個案的科學學習，其中特殊學校的自然教師使用教

學模型時，需搭配正確的說明，才可以幫助全盲學生建構概念 

教師在教學上除了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及策略外，也使用了其他輔助教學的工具來

促進個案的科學學習。由於兩個教育系統教授的單元內容不同，所以教師輔助工具上的

使用也有所不同。融合教育的教師以多媒體教學為主；特殊教育的教師以教具模型為主，

加上輔助教材及多媒體的使用。 

俞芳的教師在了解他的視覺障礙疾病後，使用 PPT 教學前都會先詢問俞芳單槍的光

線及顏色是否清楚，因為俞芳曾表示太長時間觀看 PPT 會使他眼睛疲憊，教師在 PPT 教

學的使用上，減少其連續撥放的時間，在研究者觀察的課堂中，教師連續使用 PPT 教學

的時間皆不超過 15 分鐘，此可降低俞芳對於 PPT 教學的不適，在教師切換板書教學時，

也可讓俞芳得到短暫的休息時間。且學校的單槍設備十分良好，投影出來的顏色鮮明、

對比明顯，另外，教師設計的 PPT 字體清晰、大小適中，在教室後方觀看也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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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學校中，自然教師喜歡運用多種教具來輔助學生的學習，這對於學生的學習

也比較有幫助。在「多樣的生物世界」這單元中，教師為了讓學生了解不同生態系中生

物的樣貌，以及為什麼生物可以在那個環境生存，於是準備了許多的動物模型讓學生觸

摸。其中在進行觸摸駱駝時，因為這隻駱駝的毛較多，教師輔以說明並非所有的駱駝都

是這個樣子，由於對於盲生而言，他對駱駝的基模形塑可能就只有透過這一次觸摸來了

解，因此教師在使用教學模型上十分小心，也得搭配正確的說明。很幸運地，學校擁有

海龜的標本，教師讓學生觸摸真實大小的海龜，他們可以很深刻的體會，除了可以了解

海龜的大小，也可摸出該生物外皮、外殼，這與動物模型只能摸出動物的外型是有相當

大的差異。 

《E345》說：「同學，摸到的這個駱駝毛比較多，並不是所有駱駝都是這樣喔！這應

該是高山上的駱駝。」 [11:35]  (S345-C-150325) 

《E345》介紹海龜，拿出標本-玳瑁海龜 [11:32]  (S345-C-150330) 

此外教師也有提及，動物模型上如有毛髮又比單純只將毛髮用模型形塑出來的有所

差別，因為擁有毛髮的動物教具可以讓盲生更能深刻體會生物的樣貌，以及毛髮的功能。

除了在教具上，教師所使用的教學資源還有輔助教材─點字書上的圖片以及多媒體教

學，雖然盲生看不到影像，但教師仍會在課堂中撥放與課程知識相關影片，輔助說明教

學的內容，盲生在這過程中聽著影片的導覽說明，也能了解其中的知識概念。 

從上述四點，可以了解教師對於班上有視覺障礙學生做了不少努力及課程的調整，

雖然在融合教育的環境下並不能時時刻刻的關心個案學生，但教師仍竭盡所能幫助個案

的學習；在特殊教育下的自然教師面對全班都是視覺障礙的學生，也費了很大的功夫，

備課及教具的準備都是重頭開始，這過程雖然辛苦，但學生能夠因此吸收到豐富的知識，

對教師而言也是很大的成就。 

(二)、個案在科學學習的過程中，普遍與班級同儕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在科學學習的歷程中，除了自己本身認真聽課外，免不了的實驗操作及課堂討論皆

需要和同儕互動，以下將分成兩種互動行為進行闡述說明。 

1.同儕對個案的課程協助 

無論在科學課堂中或課外時間，同儕都樂於給予個案課程上的協助。俞芳在生物課

中，抄寫黑板筆記有時會遇到困難，但礙於其左右後方同學都是班上較好動的學生，因

此無法立即詢問同儕自己看不清楚的字。只好利用下課時間向其他同學借筆記來抄寫，

俞芳尋求協助的同儕對象較單一，通常向恩妤( P1 )借筆記來抄寫，其原因有二：位置距

離較近、筆記顏色單一。因俞芳的視覺障礙疾病，筆記顏色複雜對他來說，看起來較吃

力，但恩妤的筆記顏色單一，且為清楚辨識的藍筆字，雖然恩妤表示自己的字並不是很

美，不過在辨識上並不困難，比起其他同儕使用多種顏色抄寫筆記，恩妤的筆記是俞芳

最好的選擇。 

在特殊學校中，大部分同儕給予個案的課堂協助為擁有視力的人─勤雅和嘉進( P345 )

說明自己觀察到的現象讓其他同儕知道。在進行實驗時，教師為了盡量讓學生都有參與

活動的機會，於是將現象的說明這項任務交給嘉進和勤雅負責，例如：液體顏色的變化，

或長度大小……等盲生無法觀察到的現象。此外，由於班級中只有勤雅及嘉進是弱視生，

而嘉進的視力狀況又比勤雅好，所以如果這次的課程需要使用電腦時，教師會請嘉進先

幫同學的電腦開機，以加快教師的教學速度。 

2.個案對同儕的課堂協助 

但在科學課室中，個案並非一昧地接受別人的協助，也有在個案能力所及範圍內，

可以協助同儕的部分。例如：勇翔雖然上課易分心，但是他對於電腦的使用及實驗的操

作都可以很快上手，教師表示勇翔並不是個會主動協助同儕的人，因為有時候他會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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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的不好，但是如果在過程中受到教師的稱讚，他獲得自信感，就會主動去協助他

人。在課室觀察中，教師要學生在課堂中進行作業的填答，勇翔在找到檔案後，經過教

師確認，馬上協助其他同學尋找檔案。 

德彬雖然在班上年紀最小，但卻像個小班長一樣會帶領大家做事，教師表示他會主

動帶著大家一起念課文。又因為他的座位在班上一位學習較遲緩的同學─宗賢旁邊，教

師表示：「德彬都會很主動的幫忙宗賢，因為宗賢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E345-T-150428)」，所以在課堂中時常主動協助宗賢學習。教師也表示因為宗賢的學習

能力比較不佳，上課發表的言論容易離題，這時候德彬就會提醒宗賢，也會在課堂中告

訴宗賢哪邊是重點，要把這個概念記起來。對教師而言在課堂教學上，德彬是個很棒的

小助手。 

勤雅擁有一眼的視力，且科學學習的表現較佳，在同儕協助上比起嘉進更加突出，

嘉進比較被動，如果教師沒有刻意提醒，他比較常自行操作自己的實驗；但勤雅卻會盡

可能的幫助其他人，尤其是因為位置坐在勇翔隔壁，對於他的課堂協助最多。在課室觀

察中，教師讓學生觸摸不同的動物，由於教師一人要帶那麼多學生，常會分身乏術，這

部分勤雅就幫了教師很大的忙，會協助班上眼盲的同儕觀察他們的動物，並解答。雖然

可能有說錯的地方，但透過教師的解釋也可讓大家獲得正確答案。在研究者觀察的幾次

課程中，都可以發現勤雅對於同學友善的態度，同學有問題他都能耐心解答，教師也會

請勤雅把他看到的現象描述給其他同學知道。教師表示：「其實，勤雅和德彬兩個比較

會幫忙。  (345-T-150428)」，在這個班級中，勤雅和德彬是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學習

的孩子，尤其德彬更是難能可貴，不因其全盲而覺得害羞自卑，有自信的個性讓他盡可

能的去幫助更多人。 

視覺障礙學生在兩個教育環境下，科學教師都給予很大的支持與協助，在教學方式

的調整上以及事先準備都付諸許多心血及努力，並在教學的過程中適時的關心個案的學

習狀況。而在同儕的互動關係上，普遍呈現正向且友善的行為表現，不只是個案一昧地

接受他人的協助，也有個案積極主動協助同儕的行為，由上述描述討論可知，學習支持

系統對於視障生科學學習產生的影響、幫助以及重要性。 

伍、討論與結論 

從研究結果中提出四項討論，析探目前視障生科學學習的現況，分別為「特殊教育

和融合教育的科學課程」、「教師的教學方式」、「科學實驗的操作」。 

一、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科學課程 

目前我國為視障生設立的特殊教育學校皆為「住宿式學校」，萬明美（2005）提出住

宿學校模式的七項特點，其中一：學校有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師資，針對同質性的視障

生設計最適合他們需要的課程教材和活動。雖然研究中的自然教師並未受過特殊教育的

訓練，但來到學校後立即學習點字以能夠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此外，也用心思考如何

教學才能讓使學生受益良多，在特殊學校中，因為就讀人數較少，小班式教學可以顧及

每一位學生的需求，適性教學的方式更能使學生吸收知識，了解課本中的概念內容。但

在教學上也面臨時間不足夠的問題，由於科學課程中較多操作性的實驗活動，為了讓每

位學生都能參與，往往教師分身乏術，花費較多的時間在於帶領學生一對一操作實驗，

因此對於課程份量的拿捏是當前特殊學校教師需要去取捨及評估的。 

融合教育的科學教師則面對班級中近 30 位學生，高師生比的現象，往往無法顧及每

一位學生的需求（黃國晏，2010），在皓哲和俞芳的班級中都可發現，雖然教師對於他們

投以較高的關注，但仍有忽略掉他們需求的時候，並非教師給予他們的支持太少，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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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教育的環境下有其限制，大部分教師同意無論在普通學生或是身障學生身上，他

們可以給予相同的注意力（Hassan, Parveen, & Riffat un, 2010），但這並不表示兩者受到照

顧的機會是對等的。若該班科學教師並非班導師，對於班級中學生的狀況並不了解，在

俞芳的例子中可以發現生物教師並沒有得知俞芳有視覺障礙疾病的訊息，因此過去都使

用其一貫的教學方式─PPT 教學，但長時間在黑暗中只有螢幕的強光，對俞芳而言眼睛常

感到不適。李宜學（2006）及紐文英（2006）皆提到學校與科任教師的溝通及合作是重要

的，在剛開學時，班導師應向每位科任教師提及班級中特別需要注意、照顧的學生，以

及告訴他們如何配合處理該生的行為及教學方式，希望所有教師能採取一致的態度和作

法。 

二、教師的教學方式 

無論在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下，對於班級中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都能調整其原有

的教學方式並適時的關心學生。這與林宛萱（2013）和蘇珮嫻（2011）的研究相符合，在

教學態度上，大多數教師認同身障生之受教權及學習潛能；在教學作法上，大多數教師

能依需求進行各類彈性調整。對於教師因應學生的學習狀況調整其教學之原因與教師專

業行為有關，林進材（1999）在書中提到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監控反省思考自己的教學活動，

做為調整教學的依據，並促進專業方面的成長。皓哲的生物教師在得知皓哲的視覺障礙

疾病後，調整自己的教學步調，使其節奏較慢，在這過程中也邊觀察皓哲的學習狀況，

經過段考後了解皓哲的生物科表現優異，因而調回其原有的教學步調。 

在特殊學校中，教師於科學課堂使用多種的教學方法及策略，因班級中全盲學生占

多數，使用多樣化的教學方式可以幫助盲生吸收知識。在教導身心障礙學生時，需要使

用不同於普通學生的策略及方法（王櫻瑾，2007），對於全盲生而言，缺乏視覺的輸入來

建構抽象的概念，因此他們的教材需轉換以聽覺或觸覺方式呈現（周桂鈴，2001；Sahin & 

Yorek, 2009）。此外，教師也會利用聲調的抑揚頓挫來吸引學生的注意，以彌補課程中缺

少視覺刺激之不足。 

三、科學實驗的操作 

在科學實驗課程中，因個案的視覺障礙疾病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現象出現。視覺障

礙學生屬認知功能無缺損之學生，因此課程應遵循九年一貫課程之規劃，課程之安排需

與普通學生相同為原則，除學生的個別需求，加開補救教學或使用輔具之學習（教育部，

2008）。但目前九年一貫的科學實驗課程皆以身心健全學生為考量所設計，尤其大多實驗

需要觀察，對於視覺障礙學生而言，實在不利。以下針對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一

冊課本中的活動 1-1「複式顯微鏡與解剖顯微鏡的使用」進行討論： 

(一)、複式顯微鏡實驗步驟第六點─慢慢旋轉粗調節輪，當清楚看到玻片中的字體時，再

轉動細調節輪，使看到的字體最清晰 

在使用顯微鏡時，若帶著眼鏡操作，不利於聚焦觀察，但對於近視度數過深的視障

生而言，拔下眼鏡更無法觀察。在使用最低倍率的目鏡操作粗調節輪及細調節輪時，弱

視的學生或許在調動時都無法看到清晰的字體，而感到挫敗，需要換下一個倍率才能觀

察。 

(二)、解剖顯微鏡實驗步驟第四點─調整眼距調節器，使雙眼所見的視野合一 

使用解剖顯微鏡時需要使雙眼的視野合一，但對於眼球震顫的視障生而言，聚焦觀

察顯微鏡的物體更有其難度，因此比明眼學生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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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顯微鏡光圈的亮度 

顯微鏡光圈的入光亮度太低會造成觀察物體不清楚，但若調整光線太強對於視網膜

較脆弱的學生有其危險性，對大部分視障生而言，長時間觀察也會感到不適，需要暫停

休息後，才可繼續。 

從顯微鏡觀察的這個活動中可以發現，操作步驟上對於視覺障礙學生是不易使用

的，但目前對於視障生科學實驗的課程設計仍是比照普通學生的教學模式辦理，因此只

能靠授課教師自行改善或協助該班視障生的學習。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整理出以下六項結論： 

1. 視障疾病影響個案的學習，不過他們在科學課室中仍有積極的學習行為以及良好的態

度。 

2. 教師會因應個案的視覺障礙疾病調整其教學方式，使用幫助個案科學學習的方法策

略，並輔以教學媒體及教具，且適時地關心個案的學習。 

3. 個案在科學學習的過程中，普遍與班級同儕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4. 在科學課室中普遍存在不利於個案學習的因素：個案使用的教材、所處的學習環境以

及教師的教學方法，未經過適當的調整會造成個案的學習不便。 

5. 個案在科學實驗中皆有積極的態度，但也遇到操作上的困難。 

6. 不同教育系統因其教學模式不一樣，對於個案的科學學習也有不同影響。 

陸、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關於視障生科學學習的建議，以供未來教學者作為參考。 

一、對於盲生的生物課程，可多設計戶外活動以及多樣化的教具輔助 

盲生對科學的生活經驗接觸較少，因此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時，皆使用講述式內容

介紹，學生可能不易了解教師想傳達的概念。若安排在課堂或課外時間，帶著盲生親自

到戶外體驗，或給予其具體的實物或教具，而不是書上平面的點字，這樣的效果會比學

生自行想像好的許多。 

二、融合教育下班級中若有身心障礙學生，校方與科任教師須做好良好的溝通 

我國目前推動融合教育不遺餘力，但各校實施的狀況不同，部分學校對於身心障礙

學生的照顧僅於學生至特教組進行主科學習及輔導，在教室中學習其他科目時，科任教

師對於學生的狀況並不了解。校方沒有與科任教師做好溝通，若學生在課堂中有突發狀

況，科任教師可能不知如何處理；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不佳，教師可能會因此產生誤解，

這對於學生及教師而言，都呈現負面的影響。 

因此學校應該在學生一入學時，就和家長、學生未來的導師及其他任課教師召開說

明討論會，讓教師們都了解學生的狀況，家長讓自己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受教育，也

比較安心；教師在準備課程及教材上，也能提前為身心障礙學生設想，調整能夠使學生

較易獲取知識的教學方式。 

三、生物教師在講解「遺傳」這單元時，須注意自己對身心障礙人士的表達態度 

國中生物第二學期的第二單元「遺傳」中介紹了遺傳性狀、單基因遺傳和多基因遺

傳……等，但在介紹遺傳疾病及優生保健時，教師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應保持中性，

理性的介紹完這章節的內容，尤其若是班級中有身心障礙學生，教師更應妥善處理這一

部分的內容，以免無意中說出冒犯身障人士的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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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遺傳疾病介紹時，雖然不用太多拘束，可輕鬆描述每一種遺傳疾病及症狀，

但也不應加入個人的感情及批評；介紹優生保健時，也不要使用較負面的字詞，這些教

師無心的話語，對於無論是身心障礙學生亦或班級同儕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國中生分

辨是非的能力尚未完全，教師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讓學生有不一樣的解讀，因此教師需

謹言慎行，注意自己對於課本知識的詮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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