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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特殊教育教學示例 

國小身心障礙教育特殊需求教學設計－服務最快樂 

嘉義市北園國小 蘇念慈老師 

 

壹、 設計理念 

   單純的希望：帶領集中式特教班的學生走出教室，增加與普通班學生的互動機

會，同時讓普通班學生正向的認識特教班學生。因此，從特教班學生已經學會的

美勞和打招呼等能力為基礎，加深、加廣的去設計規劃一個「融合學習」活動，

讓特教班學生可以在這個融合互動學習活動中，實踐自我介紹、參與分組活動等

與人互動的社會技巧以及展現專長優勢能力。另外，希望：普通班的學生也藉由

此次的融合學習經驗，認識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也有優勢能力、也能記住特教班學

生的姓名，以利未來其他融合學習活動的進行。 

    

貳、教學分析 

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領域：特殊需求領域的社會技巧課程，自編教材。 

（二）教學內容探究： 

1.自我介紹： 

 （1）運用已學過的問候語，根據學生能力不同，給予不同的句型，讓學生 

      選擇想說的句子，來介紹自己的年級、姓名和參與活動的感想。 

 （2）教材說明：自製教材 ppt，運用以前其他特教學生的自我介紹活動影片 

          作為引起動機和觀察學習，再加入打招呼、介紹年級姓名、與大家見 

          面的感想、結束語等四部份的文句，每部分列出 1-3 種不同的文句， 

          引導學生選擇適合自己或是想要的句子，並組合成一段話來進行口語 

          練習。練習時，由觀看教材內容仿說開始進行；接著在提示下，不看 

          教材內容說出自己的介紹詞，最後依照當天的真實情境排好隊形，輪 

          流說出自己的自我介紹內容。針對口語較不清晰學生，在練習時由全 

          體學生一起陪伴大聲讀出；活動當天，視情形來決定協助的方式為： 

          由老師在身後提示，或是由全體學生共同陪伴讀出部分句子。 

2.示範小老師： 

 （1）運用學生在藝術與人文領域已學會的風車花禮盒製作技能，到普通班 

      去擔任融合學習活動的示範小老師。每位學生根據自己的能力進行 

      剪、貼和組合的示範工作，同時要記住自己在示範教學中所擔任工作 

      內容和順序。 

 （2）教材說明：自製教材 ppt，運用以前其他特教學生擔任示範小老師的活 

      影片作為引起動機和觀察學習，接著藉用圖片說明每一個人的在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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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活動中所擔任的不同工作與出場順序。對智能重度學生，給予更多 

      的肢體協助和口頭提示。 

3.分組小老師： 

 （1）指導學生擔任融合學習活動中的分組小老師，學習用眼睛觀察同學、 

      用耳朵聽同學提問題、用手協助和鼓勵同學、用嘴巴提示和讚美同學 

      等社會技巧。 

（2）教材說明：自製教材 ppt，運用以前其他特教學生擔任分組小老師學習 

     活動的影片作為引起動機和觀察學習。再用眼睛、嘴巴、耳朵和手等圖 

     片搭配文字，呈現學生用眼睛觀察或用耳朵聽到同伴在學習有困難時， 

     給予的口語提示、鼓勵的話語及手部協助的動作；當同伴完成作品時， 

     給予的口語讚美話語和鼓掌動作表示鼓勵。引導學生逐步仿說和仿作教 

     材中的文句和動作，並採用兩人一組的分組練習，安排一強一弱兩位學 

     生一組。第一輪由能力強的學生擔任小老師，協助能力弱的學生進行風 

     車花禮盒的製作，來熟練學習內容；第二輪由能力弱的學生擔任小老 

     師，協助能力強的學生進行風車花禮盒的製作，來熟練學習內容。對口 

     語能力弱的學生，引導他多練習手部鼓掌的讚美動作，替代口語的表達。 

4.融合學習活動流程： 

（1）介紹與普通班進行融合學習的完整學習活動內容，幫助學生認識融合學 

     習活動內容的順序；同時確認自己在每個分項活動中所擔任的工作，以 

     利第五節融合學習活動的進行。 

（2）教材說明：自製教材 ppt，將當天教學活動設計成流程表，呈現完整學 

     習活動內容，引導學生觀察各分項學習活動的前後順序；再一一向學生 

     說明各分項內容，同時也藉由問答、走位和情境練習的方式，一一複習 

     每個人在各分項學習中動中不同和共同的工作內容。 

5.融合學習活動： 

（1）安排一個經設計的真實情境，讓學生應用本單元所學的各種社會技巧， 

     與普通班低年級學生進行真實互動，幫助學生實踐社會技巧。 

（2）教材說明：當天學習活動中，提供給普通班的美勞材料和送給普通班學 

     生的禮物：膠珠鑰匙圈，都是由特教班學生在藝術人文和動作機能課中 

     製作完成的。 

 

二、學生分析 

    本單元教學設計主要運用情境和參與式學習，來引導學生進行各項社會技巧

的實作。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為混齡編班，障礙類別、程度和先備經驗不盡相同。

本次教學對象有五位學生和一班普通班低年級學生。 

1.日日（化名） 

是一年級學生，染異中度，已會剪直線，在協助下會做風車花禮盒；

有口語能力，會說完整句子；喜歡學習，會用行動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

互動時，口語表達會有結巴情形；自我中心強烈，喜歡使喚他人，他人不

順其意時，會用小動做不適當的行為，造成他人受傷，影響人際互動關係



3 
 

發展。 

        在本單元要達成的社會技巧目標為：能說出招呼語、能說出自己的年級、 

      能說出姓名、能說出參與活動的感受、能分發美勞材料給分組成員、能用 

眼睛觀察分組成員、能用口語提醒同學、能用手協助同學、能用口語或鼓

掌讚美同學、能用所學技巧，協助分組成員完成美勞作品。 

    2.景景（化名） 

是四年級學生，智障重度，會使用剪刀，無法剪直，要較多的協助才

能完成風車花禮盒，有口語能力，會說完整句子；喜歡學習、喜歡幫助別

人。與人互動常過度緊張，眼神逃避對方，無法用正常的音量對答；對口

語指令的反應不足，手眼協調能力弱，影響人際互動和學習。 

在本單元要達成的社會技巧目標為：在協助下，能說出招呼語、能說出 

      自己的年級、能說出姓名、能說出參與活動的感受、能分發美勞材料給分

組成員、能用眼睛觀察分組成員、能用手協助同學、能用鼓掌讚美同學。 

    3.糸糸（化名） 

是五年級學生，智障輕度，過動注意力缺陷，有服用抗過動藥物，會

做風車花禮盒，會說完整句子和敘述事件；喜歡學習，會發展策略解決問

題。與人互動時過度害羞，說話會結巴；過動時會破壞教室或同學的物品，

嚴重影響人際關係。 

          在本單元要達成的社會技巧目標為：能選擇自我介紹的文句和獨立說 

      出、能分發美勞材料給分組成員、能主動用眼睛觀察分組成員、能用口語 

      提醒同學、和協助同學完成作品、能用口語或鼓掌讚美同學、能用所學技 

      巧，協助分組成員完成美勞作品。 

    4.雨雨（化名） 

是六年級學生，智障輕度，會做風車花禮盒，會敘述完整事件，喜歡

學習。與人互動時，固執、亂開玩笑、愛發脾氣，無法掌握情境來作正確

的言語表達或情緒反應，影響人際關係。 

          在本單元要達成的社會技巧目標為：能選擇自我介紹的文句和獨立說 

      出、能分發美勞材料給分組成員、能主動用眼睛觀察分組成員、能用口語 

      提醒同學、和協助同學完成作品、能用口語或鼓掌讚美同學、能用所學技 

      巧，協助分組成員完成美勞作品。 

    5.言言（化名） 

是六年級學生，多重障礙重度，會使用剪刀，無法剪直，在協助下能

完成風車花禮盒，有口語能力，會說完整句子；喜歡學習、喜歡幫助別人。

與人互動常過度緊張，會發出過多無效的聲音，發音含糊不清楚，影響人

際互動。 

在本單元要達成的社會技巧目標為：在協助下，能說出招呼語、能說出 

      自己的年級、能說出姓名、能說出參與活動的感受、能分發美勞材料給分

組成員、能用眼睛觀察分組成員、能用口語提醒同學、能用手協助同學、

能用口語或鼓掌讚美同學、能用所學技巧，協助分組成員完成美勞作品。 

    6.普通班低年級學生約 20 位，包含一位輕度智能障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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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學生都參與過校內融合宣導活動，知道集中式特教班的學生，但 

       不認識特教學生的姓名，也未曾與集中式特教班學生進行融合學習互動。 

 

三、教學方法分析 

    本單元運用了多種教學方法，形成一個的教學模式：教材經過老師的分析與

組織後進行【直接教學】－＞老師【示範】正確的教材內容步驟－＞學生在協助

下仿做－＞學生在協助下分工【合作】進行共做或學生在【同儕】分組中，獨立

工作－＞學生在【模擬情境】中獨立工作－＞老師回饋－＞學生再次練習－＞老

師有計劃安排的【真實情境】讓學生獨立工作 

    每一節課幾乎都運用到直接教學、示範教學、分組教學、同儕教學與情境教

學等方法。其中又將情境教學細分為教室內的模擬情境教學和有計劃安排的真實

情境教學兩種。 

    在第三節的「擔任分組小老師」的內容學習，採取分組合作學習，兩人一組。

學生的安排採一強一弱的異質分組，讓能力弱者多一個觀摩學習的對象。各分組

採輪流方式練習，能力強者先擔任小老師運用學習內容，協助能力弱者進行風車

花禮盒製作，完成作品後兩人交換角色再進行對練。第一組進行對練時，老師協

助學生正確完成學習內容，同時引導其他學生觀察與觀摩學習。全班五位學生，

共分三組，第三組選能力強者再當一次小老師；透過練習和觀摩，讓五位學生熟

練眼睛要觀察同學的動作、耳朵要聽同學的問題、手要在適當的時機進行協助和

鼓掌加油、嘴巴要說鼓勵和讚美的話語等能力，並將此能力帶到分組中去協助普

通班學生完成風車花禮盒。學習過程中，要求能力強者全部確實做到；口語弱者，

多要求他做到手部動作的協助。 

    第五節的融合學習活動內容：「風車花禮盒」製作，是由普通班老師從本班學

生眾多的美勞作品中，依據普通班二年級生活課程中所學過的風車單元作為學習

起點行為而選擇的學習內容。同時和特教班老師討論融合學習的各項學習內容、

流程、教學和評量及增強的方式，並且在事前先在普通班級中，說明：「特教班同

學當天的要擔任他們的分組小老師。特教班學生擔任分組小老師時，會與他們有

的互動及協助他們的情形為：觀察、口語提示、手部接觸的協助等。普通班學生

有問題可以尋求分組小老師的協助，分組小老師解決不了時，可再向分組的志工

阿姨尋求協助。當天的學習材料，也都由特教班同學所製作和分裝完成。特教班

學生也和大家一樣是可以學習和完成工作的。同時針對特教班學生的各項障礙情

形，再次說明是因為身體生病造成，只要從小到醫院進行復健治療和到學校接受

教育，行動不便和學習困難的情形也會逐漸改善。」 

    希望透過創意且活潑的教學方式，提供學生多元的融合互動，幫助特教學生

達成社會技巧能力的精熟，進而將這些社會技巧養成習慣應用在生活中；同時協

助普通班學生正向的認識特教班學生，期待他們在將來對身心障礙弱勢族群有更

多的接納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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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概念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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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我是美勞小老師 適用年級 特教 1-6 年級、普通班 2年級

課程名稱 服務最快樂 教學時間 200 分鐘 

設 計 者 蘇念慈 教材版本 自編 

指導教授 陳麗圓教授、陳明聰教授、林玉霞教授 

教學準備 自製教學 ppt、美勞材料、剪刀、增強板、移動式黑板、麥克風 

教學目標 

1.會自我介紹。 

2.能擔任美勞教學示範工作。 

3.能了解分組小老師的工作，並協助分組成員完成美勞作品。 

4.認識「我是美勞小老師」融合學習的流程和進行流程演練。 

5.能擔任「我是美勞小老師」學習活動中的工作。 

6.培養欣賞作品能力。 

7.普通班學生認識特教班同學姓名。 

能力指標/學習指標 具體目標 

【特殊需求領域～社會技巧能力指標】

【第一節】 

2-1-1-2 能適當使用口語方式與人溝通

（景、日） 

2-1-2-3 能對他人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言、景、日） 

2-2-2-1 能對他人進行一般性的自我介

紹（雨、糸） 

3-1-1-1 在課堂中持續傾聽他人說話 

       （言、景、日） 

3-1-1-6 能在課堂或小組討論適當回應

老師的問題（言、景、日） 

【第二節】 

3-1-1-2 能依指示完成簡單的工作 

        （言、景、日） 

3-1-1-6 能在課堂或小組討論適當回應

老師的問題（言、景、日） 

3-1-1-8 能在小組工作中與同學分工合

作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日）

【第三節】 

3-1-1-2 能依指示完成簡單的工作 

        （言、景、日） 

2-1-1-1 能適當使用非口語方式與人溝

 

 

 

 

1-1 能說出招呼語 

1-2 能說出自己的年級 

1-3 能說出姓名 

1-4 能說出參與活動的感受 

 

 

 

 

 

2-1 能說出自己的教學示範工作內容 

   （剪、貼或組合） 

2-2 能聽指令依序上台 

2-3 能聽指令進行示範教學 

 

 

 

3-1 能分發美勞材料給分組成員 

 

3-2 能用眼睛觀察分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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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全部學生） 

3-1-1-1 在課堂中持續傾聽他人說話 

       （言、景、日） 

3-2-1-1 能在傾聽他人說話時以身體動

作或口與回應 

       （雨、糸、言、景） 

3-2-1-7 能在小組工作中主動對同儕或

成人提供協助 

       （雨、糸、言、景） 

【第四節】 

3-1-1-1 在課堂中持續傾聽他人說話 

       （言、景、日） 

 

 

3-2-1-2 能在監督或協助下完成複雜的 

       工作（雨、糸） 

【第五節】 

 

以上全部指標 

 

3-3 能用口語提醒同學 

3-4 能用手協助同學 

3-5 能用口語或鼓掌讚美同學 

 

 

 

3-6 能用所學技巧，協助分組成員完成美

    勞作品。 

3-7 能說出分組小老師的技巧 

 

4-1 說出「我是美勞小老師」教學流程表

內容 

4-2 說出「我是美勞小老師」教學活動順

    序 

4-3 聽指令進行教學流程演練 

 

 

5-1 在真實情境中，說出「自我介紹」 

內容 

5-2 在真實情境中，執行「示範小老師」

工作 

5-3 在真實情境中，執行「分組小老師」

    工作 

6-1 欣賞作品後能給作者鼓勵 

7-1 能說出該組小老師的姓名 

融入議題與能力指標 
十大基本能力 

議題 能力指標 

（五）生涯發

展教育 

三、生涯規劃 

 

（四）人權教

育 

一、人權的價

值與實踐 

3-2-2培養互助合作的工作

態度。 

3-3-2培養工作時人際互動

的能力。 

 

 

1-1-2瞭解並遵守團體的規

則。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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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1.播放「特教班以前的學生到普

      通班擔任小老師的影片」。 

 

 

5 分鐘

 

 

 

 

 

 

 

 

 

     2.向學生說明影片內容，同時宣

      佈：二年級老師要請我們去擔

      任美勞小老師。 

   

 二、發展活動 

  (一)時光之旅 

    1.引導學生回想過去參與活動的

      舊經驗，來思考：當天的活動

      我們可以做什麼? 

 

 

5 分鐘

 

  

     2.引導學生整合討論內容為：自

      我介紹、擔任示範小老師、擔

      任分組小老師、欣賞作品和送

      獎品等活動。 

   

   (二)影像觀賞 

    1.觀看教材「自我介紹」的活動

      影像。 

 

5 分鐘

  

     2.老師指定不同學生回答影像活

      動內容。「○○○說什麼?」 

   

 

 

 

2-1-1-2 

2-1-2-3 

2-2-2-1 

 (三)我會說 

    1.揭示「自我介紹」句型： 

   （1）「大家好，我是（）年的林○

○，很高興認識大家。」 

   （2）「大家好，我是（）年的李○

○，很高興認識大家，還可

為大家服務。」 

註：依據能力不同給不同的句子 

 

5 分鐘

 

 

 

1-1 能說出招呼

語 

1-2 能說出自己

的年級 

1-3 能說出姓名

1-4 能說出參與

活動的感

受 

     2.老師示範讀句子。接著說明不同

      年級的學生要依據自己的年級

      讀出正確的句子。 

   

     3.輪流請學生跟老師ㄧ起朗讀句 

      子。 

   

     4.全班共同讀出句子。每位學生

      讀出自己的年級和姓名。 

 實作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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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四)聽我說 

    1.老師將學生兩人ㄧ組。每組採

      能力一強ㄧ弱進行搭配。 

     【分組合作學習】 

7 分鐘  

 

 

 

     2.老師指定一位學生，與老師進

      行示範「向對方自我介紹」。兩

人要輪流練習，還要互相提醒。

   

3-1-1-6     3.老師巡視和協助。聽從老師指

      令交換練習。 

 實作 

觀察 

 

 （五）自我介紹情境練習 

    1.老師示範站在講台上「自我介

      紹」的儀態。 

8 分鐘   

3-1-1-1 2.請學生輪流上台練習。    

2-1-1-2 

2-1-2-3 

2-2-2-1 

3.請全體學生在講台上站成ㄧ

排，輪流練習。 

註：模擬融合學習當天的隊形練習。

 口語 

實作 

 

 三、綜合活動 

(一)再試一下 

1.將學生練習的情景錄下，播放給

學生觀摩和進行修正。 

 

7 分鐘

  

 

 2.請學生輪流再練習ㄧ次。  實作 

觀察 

 

3-1-1-6 (二)誰最棒 

   1.老師指定不同孩子說出自我介

     紹。與老師比賽，學生說正確  

     時得分，學生錯誤時老師得分。

 

3 分鐘

 

口頭 

回答 

 

    2.統計成績，分發獎品。慶賀學

     生表現良好。 

   

    3.教學預告：告知學生下次要進

     行「美勞教學示範小老師」的

     學習。 

【本節結束】 

   

 【第二節課】 

一、引起動機 

1.影像觀賞：觀看教材「擔任教

  學示範小老師」的活動影像。

 

5 分鐘

  

 

     2.老師指定不同學生回答影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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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動內容。「○○○在做什麼?」

     3.老師告訴學生：本節學習重點

      學習「擔任美勞教學示範的小  

      老師」。 

   

 

 

3-1-1-2 

3-1-1-8 

二、發展活動 

(一)我會做 

   1.老師用自編教材 ppt 向學生說

     明到普通班進行美勞示範教學 

     的內容與步驟。 

註：大家要共同示範完成一個美勞作

品（風車花禮盒），非自己做。 

 

 

20 分鐘

  

 2.老師示範和複習美勞作品的完

     成步驟。 

   

    3.學生複習、完成美勞作品。    

    4.【分工】：老師依學生能力分配

      學生不同的示範工作。（3位 

      剪、1位貼、1位組合） 

  2-1 能說出自己

的教學示

範工作內

容 

    5.【合作】老師準備美勞教材。

口述美勞作品的步驟，由學生

輪流擔任小幫手進行實作練 

習，共同完成作品。 

 實作 

 

2-2 能聽指令依

序上台 

2-3 能聽指令進

行示範教

學 

 （二）示範小老師情境練習 

    1.老師準備一個大型美勞教材。

     （與活動當天的教材ㄧ樣） 

7 分鐘   

3-1-1-2 

3-1-1-8 

    2.【合作】師生共同演練教學示

      範，並完成作品。 

註：學生先坐在黑板旁邊，聽到名字在

走到講台上擔任示範小老師；完成的學

生走到講台另外一邊坐好。 

 實作 

 

 

     3.共同欣賞我們的作品，用掌聲

      實作和讚美給自己獎勵。 

 實作 

觀察 

7-1 欣賞作品後

能給作者鼓勵 

 三、綜合活動 

(一) 再試一下 

   1.將學生練習的情景錄下，播放

     給學生觀摩和進行修正。 

8 分鐘   

3-1-1-2    2.不用美勞材料，聽老師口令，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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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3-1-1-8      學生再進行一次示範教學的走

     位練習。 

觀察 

3-1-1-6 （二）誰最棒 

    1.用問答複習： 

  （1）整個示範教學的步驟（先做

       什麼、再做什麼？） 

  （2）自己擔任示範的小老師的工

       作是什麼？ 

  

 

口頭 

回答 

 

    2.學生說正確時得分，學生錯誤

     時老師得分。統計成績分發獎

     品。慶賀學生表現良好。 

   

    3.預告下次學習內容： 

     「擔任分組小老師」 

【本節結束】 

   

 【第三節課】 

一、引起動機 

1.影像觀賞：觀看教材「擔任分

  組小老師」的活動影像。 

 

5 分鐘

  

    2.老師問學生要和幾年幾班進行

  進行美勞小老師的學習活動。

   

     3.老師告訴學生：本節學習重點

      學習「擔任美勞教學的分組小  

      老師」。 

   

 

 

二、發展活動 

(一)我會發 

   1.告訴學生擔任分組小老師 

     要協助發放各組美勞材料。 

   2.老師以學生為對象，示範發材

     料的兩種方式。 

   （1）先發同ㄧ材料給每一學生，

        再發另一種材料。 

    （2）ㄧ次一位發完全部材料。 

註：每組有 4位成員。提醒學生沒到的

同學不必發，剩下材料放進袋中。 

 

15 分鐘

  

 

 

 

 

 

 

 

3-1-1-2 

3-1-1-8 

   3.學生以同學為對象，輪流練 

     習步驟（1）。 

 實作 3-1 能分發美勞

材料給分 

    4.學生以同學為對象，輪流練習   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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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步驟（2）。 

    5.讓學生自己選擇決定使用步驟

    （1）或步驟（2）。 

   

    6.情境練習： 

     排好五張桌子，模擬五組，讓  

     學生用自己選擇的方式，進行

     美勞材料發放練習。 

註：安排與實境活動相同的組別。 

  

實作 

 

    7.給學生表現正向回饋。    

 

 

 

2-1-1-1 

3-1-1-1 

3-2-1-1 

3-2-1-7 

（二）我會當分組小老師 

   1.教學 ppt，教導學生學習「擔 

     任分組小老師」的技巧： 

  （1）用眼睛觀察同學的美勞步驟

       和動作、用耳朵聽同學的問

       題。 

  （2）同學做錯時，提醒和鼓勵同  

       學的口語；口語提醒沒用 

       時，動手協助同學的輔助動

       作。 

  （3）同學完成時，能用口語和鼓

       掌等方式給同學正向回饋。

17 分鐘   

3-2 能用眼睛觀

察分組成員 

3-3 能用口語提

醒同學 

3-4 能用手協助

同學 

3-5 能用口語或

鼓掌讚美同學 

     2.請一位學生製作美勞，由老師

      示範擔任分組小老師的技巧。

 實作 

觀察 

 

     3.【合作】兩人一組，每組採能

      力一強ㄧ弱進行搭配。發下美

      勞材料，一次一組，一人擔任 

      學生製作風車花禮盒、另一人

      擔任分組小老師練習當小老師

      的技巧。完成後兩人交換角 

      色，再對練一次。 

 實作 

觀察 

3-6 能用所學技

巧，協助分組成

員完成美勞作

品。 

     4.其他同學觀摩學習。老師口語

      提示和適時介入協助。聽從老

      師指令交換組別練習。 

     （共有三組） 

   

    5.分組小老師情境練習 

     由老師飾演學生角色製作美勞

     作品，讓全體學生一起練習擔

     任分組小老師的技巧。 

 口頭 

實作 

觀察 

3-7 能說出分組

小老師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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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註：老師要故意做錯，讓學生練習當

分組小老師的技巧。 

 三、綜合活動 

＊誰最棒 

   1.將學生練習的情景錄下，播放

     給學生觀摩和進行修正。 

3 分鐘   

3-1-1-6    2.用「未完成句子」的問答方式，

     復習分組小老師的的技巧： 

  （1）用眼睛看同學的○○和○ 

       ○？ 

  （2）同學剪歪時，要告訴他：○

       ○？ 

  （3）同學貼錯位置時，要告訴他：

       ○○○○ 

  （4）同學完成作品時，嘴巴要說：

       ○○雙手要○○。 

 口頭 

回答 

 

    3.給學生表現正向回饋。    

    4.預告下次內容：認識和演練 

    「美勞小老師的活動流程」。 

        【本節結束】 

   

 【第四節課】 

一、引起動機 

   1.用教材 ppt，以問答的方式， 

     複習「擔任示範小老師和分組

     小老師」的學習內容。 

 

6 分鐘

  

     2.告知今日教學重點： 

   （1）分組練習「擔任分組小老師」

   

    （2）認識和演練「美勞小老師的

     活動流程」 

   

 

 

2-1-1-1 

3-1-1-1 

二、發展活動 

(一) 複習「擔任分組小老師」 

1.發下美勞材料，分組練習「擔

  任分組小老師的技巧」。 

 

6 分鐘

 

實作 

觀察 

 

3-2-1-1 

3-2-1-7 

    2.老師巡視和協助。聽從老師指

      令交換練習。 

   

 （二）我知道融合學習活動流程表 20 分鐘   

  1.揭示美勞小老師活動流程表向   4-1 說出「我是



14 
 

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學生說明活動內容 美勞小老師」教

學流程表內容 

    2.依照活動流程，向學生說明活

     動內容的順序。 

註：自我介紹－＞當示範小老師－＞

領取美勞材料到各組發東西－＞當

各組小老師－＞分組欣賞＋贈送禮

物給同學當獎品－＞結束 

  4-2 說出「我是

美勞小老師」教

學活動順序 

3-1-1-2 

3-2-1-2 

    3.請學生依照流程順序，聽老師

      口令走位演練。 

  4-3 聽指令進行

教學流程 

     4.融合學習活動流程情境練習 

      老師安排相同情境和準備活動

      材料，請學生依照流程順序，

      模擬演練。 

 實作 

觀察 

演練 

 三、綜合活動 

＊誰最棒 

   1.對學生的錯誤進行指導。 

 

8 分鐘

  

3-1-1-6    2.問答方式，指定學生詢問活動

     流程順序，幫助學生回溯記憶。

 口頭 

回答 

 

    3.問答方式，指定學生詢問活動

     分項內容的工作，幫助學生回

     溯記憶。 

 口頭 

回答 

 

    4.給學生表現正向回饋。    

    5.預告下次學習活動內容： 

      「與普通班進行融合學習」 

【本節結束】 

   

 【第五節課】 

一、引起動機 

    1.告知學生今天的教材全部由 

      特教班學生所製作準備，請給

      特教班學生愛的鼓勵，表達感

      謝。 

 

5 分鐘

  

     2.揭示增強版，說明獎勵方式。    

     3.告知學生今日學習主題：要 

      用風車和盒子進行「風車花禮

      盒」製作。 

   

2-1-1-2 二、發展活動   6-1 在真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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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2-1-2-3 

2-2-2-1 

(一)相見歡 

特教班學生進行自我介紹。 

3 分鐘 口語 

實作 

中，說出「自我

介紹」 

內容 

 （二）美勞示範小老師 6 分鐘   

3-1-1-2 

3-1-1-8 

   學生聽老師口令，依序上台示範

   ：剪風車葉片、貼風車、組合兩

   朵風車和盒子成為風車花禮盒。

 實作 6-2 在真實情境

中，執行「示範

小老師」工作 

 （三）分組小老師 

（每組安排一位志工） 

13 分鐘   

3-1-1-2 1.學生分發材料給各組成員。 

註：肢障重度學生，請助理員協助。

 實作 6-3 在真實情境

中，執行 

2-1-1-1 

3-1-1-1 

    2.學生擔任分組小老師協助普 

      通班同學製作。 

 實作 

觀察 

「分組小老師」

工作 

3-2-1-1 

3-2-1-7 

     3.老師巡視各組，鼓勵小老師與

       同學互動。 

   

     4.完成作品，整理收拾。    

 三、綜合活動 

(一) 作品秀 

    1.各組學生上台展現作品，讓大

      家欣賞。老師鼓勵或引導其他

      同學說出或指出這分作品有 

      哪些部分做得棒的地方。並請

      大家給予掌聲鼓勵。 

 

5 分鐘

 

 

實作 

觀察 

 

 

7-1 欣賞作品後

能給作者鼓勵 

 

     2.分組小老師贈送自製的禮物 

      給組員當獎勵。 

   

 （二）記憶力大考驗 

    1.請普通班學生記住該組小老 

      師姓名。 

3 分鐘  8-1 能說出該組

小老師的姓名 

     2.用問答方式指定各組成員，回

      答該組小老師的名字。 

 口頭 

回答 

 

 （三）慶賀學習成果 

    1.計算增強版成績，頒獎。 

5 分鐘   

     2.全體舉起作品，大聲歡呼。    

 3.場地收拾 

【本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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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量 

具體目標 評量方式 備註 

1-1 能說出招呼語 口語實作  

1-2 能說出自己的年級 口語實作  

1-3 能說出姓名 口語實作  

1-4 能說出參與活動的感受 口語實作  

2-1 說出自己的教學示範工作內容 

   （剪、貼或組合） 
口語回答  

2-2 能聽指令依序上台 實作  

2-3 能聽指令進行示範教學 實作  

3-1 能分發美勞材料給分組成員 實作  

3-2 能用眼睛觀察分組成員 實作觀察  

3-3 能用口語提醒同學 實作觀察  

3-4 能用手協助同學 實作觀察  

3-5 能用口語或鼓掌讚美同學 實作觀察  

3-6 能用所學技巧，協助分組成員完成 

   美勞作品。 
實作觀察  

3-7 能說出分組小老師的技巧 口語回答  

4-1 說出「我是美勞小老師」教學流程表內容 口語回答  

4-2 說出「我是美勞小老師」教學活動順序 口語回答  

4-3 聽指令進行教學流程演練 實作  

6-1 在真實情境中，說出「自我介紹」內容 口語實作  

6-2 在真實情境中，執行「示範小老師」工作 實作  

6-3 在真實情境中，執行「分組小老師」工作 實作觀察  

7-1 欣賞作品後能給作者鼓勵 實作觀察  

8-1 能說出該組小老師的姓名 口語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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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說明與注意事項 

一、檢討與回饋： 

         在教學活動完成後，可以將當天學習錄影剪輯後，再用一節時間與特教

班學生共同觀賞影片內容，給予表現良好者正向回饋、同時提醒需要再修正

的行為；也可以和普通班學生共同觀賞，討論當天的學習活動中特教班學生

的表現，給予特教班學生的努力付出肯定和讚美，提升融合學習成效的效果。 

二、團隊運作： 

         融合課程必需由普通班和特教教師組成教學團隊來進行，才能促成「融

合教育」目標的實現。 

三、融合學習內容規劃： 

        學期初，須與普通班教師共同規劃討論，定期開會，確認課程教學細節

內容。普通班學生在進行融合學習活動前，須由融合教學團隊教師協助進行

相關的特教宣導，讓普通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有初步的認識。 

四、志工的參與： 

        「融合教育」的對象除了學生外，成人也是必須學習的對象之ㄧ。經由

普通班家長志工的參與，讓更多的社會人士認識身障學生，同時也讓身心障

礙學生的學習表現受到更多的肯定與迴響，有利於「融合教育」的推廣。 

五、融合教學工作會議： 

         進行融合教學活動前，所有參與當天教學活動的人員（含志工），都必

須明白學習活動的教學重點、自己的工作任務（不做過多的協助）和當天的

學習流程，確保學生在「融合」學習中達成學習目標。 

六、教材教具： 

        融合學習活動中，學生們使用的美勞教材用品，皆由特教班學生參與協

助準備工作，突顯特教學生也和大家一樣具有學習和工作的能力。 

七、老師您可以這樣用： 

        這個教學設計，提供的是ㄧ種「融合學習」的教學參考模式，如果您想

用在自己的學校裡，可將教案中的「美勞和其他社會技巧」替換成您班上學

生已經學會的相關技能即可進行；融合學習的互動對象也可以改變成「幼兒

園」的幼兒、或是「安養院」的長輩們，讓您的教學更具彈性。 

 



18 
 

陸、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自我介紹 學習擔任美勞示範小老師 

 

分組練習擔任美勞小老師 分發教材的練習 

 

融合學習：擔任分組美勞小老師 融合學習：分組作品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