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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1970年代已開始支援普通學校照顧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隨後，在1997年9月更配合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的提倡，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目的

是提升本港融合教育的質素，使全港的普通學校都能接納學生

的多樣性，因應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讓每一名學生都能發展潛能，亦促進全校師生互相尊重個別差

異，共同締造共融的校園。

融合教育 : 全校參與模式



學習差異
每個學生都各具獨特性，
各有不同的稟賦，性向、
才情各有不同，智能、喜
好也各有差異，而學習經
歷、家庭、社會、經濟、
文化等因素，都構成他們
在學習能力、學習興趣、
學習風格等的不同，並有
不同的學習需要。



前言：教室中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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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訊息接收與溝通的困難
（二）教材教法與學習能力的差距
（三）學習動機與態度的問題
（四）師生互動不佳的問題

(適異性教學的實施，國立臺灣師大特教系郭靜姿教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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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教室中的客人

「客人」產生的原因



前言：教室中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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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超前，也是「客人」出現的原因

(適異性教學的實施，國立臺灣師大特教系郭靜姿教授，2018)



前言：教室中的客人

以學生為本，
將學習的掌控權由老
師還給學生，讓孩子
不再是教室裡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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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歷史課程學與教資源套
《如何在歷史課堂處理學習多樣性》

Source: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
references-and resources/history/cater_for_learning_diversity_in_hist_
class.html



9

適異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 透過課程和教學設計

○照顧個別學生的學習需要

○提升每個學生的學習成效

➢ 照顧學習需要是發展校本課程的重要考慮因素。

➢ Tomlinson提出教師可根據學生需要，在以下三方面

的課程元素中作出調整，以提升教學成效:

1)學習內容 (Content)

2) 學習過程 (Process)

3) 學習成果 (Product)

➢ 適異教學是以學生為本的有效教學法。
(Tomlin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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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異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 適異教學是以學生為本的有效教學法

1) 準備程度 (Readiness)

→對課堂的認識及所需技能

2) 興趣 (Interest)

→課堂的內容及表達方式可否引發興趣

3) 學習特性 (Learning Profile)

→課堂習作或任務可否令學生發揮所長

(Tomlinson, 1999)



運用資訊
科技能力

協作與
溝通能力

研習能力

共通能力 (Generic skill)

創造力 解難能力



The six C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Michael Fullan)

Source: http://blog.awwapp.com/6-cs-of-education-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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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差異 / 學習多樣性的方法，透過設計多元化的 :

1)  課堂活動 (視聽型 / 書寫型 / 藝術型) : Microsoft Teams、

PowerPoint Recording、Nearpod、Flipgrid

2)  課業 / 家課 (程度 : 由淺入深) : Sway、Teams、OneNote、Forms

3)  評估 (自評 / 互評) : PowerPoint Recording、Socrative、Forms

4)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 Skype、PowerPoint Recording、Teams

5)  自主學習 (同學自擬議題、進行探究式學習) : Teams、Skype 、

PowerPoint Recording、Sway、OneNote、Forms

6)  成績分析及追蹤跟進 : Power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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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是因腦部功能先天受損而引致的一種發展
障礙，癥狀通常在幼童三歲前出現

患有自閉症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三種障礙：

 人際關係障礙

 語言表達障礙

 行為障礙

特教生：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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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學生的學習特徵

認知方面

◆ 不容易明白事物的相關性

思維方面

◆ 較難明白抽象的概念或比喻

◆ 處理片面信息

◆ 較難在同一時間處理多項資料

注意力方面

◆ 將注意力錯放在一些不重要的細節

◆ 專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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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策略：自閉症學生

有什麼方法可引起特教生的學習興趣

及滿足他們的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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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教室」：帶領特教生與世界接軌

參與學校 蘇州北美國際高級中學 (Suzhou North America High School)

元朗商會中學

日期及時間 2019年11月5日

16:10-17:05

主題 1) AP Research

2) How pop culture influence the teenagers of today

語言 英語、普通話

Microsoft Global Learning Connection 2019 : 個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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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3步曲：

階段 同學的任務

前期 任務一：重溫已有知識

任務二：腦力激盪提問法

任務三：議題預備課及擬訂探究焦點

任務四：小組分工及搜集所需資料

中期 任務一：自我介紹

任務二：小組口頭匯報

任務三：學生提問

任務四：互評及回饋

後期 任務一：聯繫日常時事議題，擴增體驗

任務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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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3步曲：

階段 同學的任務

前期 任務一：重溫已有知識

任務二：腦力激盪提問法

任務三：議題預備課及擬訂探究焦點

任務四：小組分工及搜集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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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異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Source: https://www.hopehealth.com/one-learning-style-doesnt-fit-all-when-it-comes-to-workplace-communications/)



Q1       我喜歡通識教育科。
Q2      我喜歡有關人的故事。
Q3      我喜歡在課堂上觀看視頻。
Q4      我喜歡在互聯網上搜索信息。
Q5      我喜歡角色扮演。
Q6      我喜歡口頭匯報。
Q7      我喜歡網上專題研習。
Q8      我喜歡寫作。
Q9      我喜歡延伸學習（例如 : 外出參觀、閱讀或創意寫作）
Q10     我喜歡憑自己努力完成學習任務。
Q11      我喜歡單獨工作。
Q12     我喜歡小組工作。
Q13     我需要明確的作業指示。
Q14     我喜歡按自己的步伐或選擇來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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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Interest) 

Form A :
Microsof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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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Interest) 

Form A :
Microsof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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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Interest) 

Form A :
Microsof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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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建構的理論是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 Carl Bereiter 及 Marlene 

Scardamalia創建。他們提出知識建構與其他傳統學習活動的三個不同之處：

(1) 學生及組內的伙伴需要為提升各成員的知識水平負上

責任，注重知識建構的過程及共同成果

(2)  對學生而言學懂課程內容並不是教育的終點，反而

如何在學習的過程作出貢獻更為重要

(3) 於知識建構活動裡，學生提出自己的問題和意見，就

別人的意見作補充、澄清別人的質疑，總結大家的知

識和看法，使整個團體能夠共同進步。

知識建構 (Knowledg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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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新知理論所關注的重點是意念的創造與改良

✓ 傳統教育所關注的是個人擁有的知識，建構新知
理論卻是建基於群體共同創造知識

✓ 正正反映二十一世紀知識型社會所著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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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3步曲：

階段 同學的任務

中期 任務一：自我介紹

任務二：小組口頭匯報

任務三：學生提問

任務四：互評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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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學生在視像學習遇到的困難

適應能力方面

◆ 自閉症學生習慣穩定而有規律的

學習環境，不容易適應轉變

溝通能力方面

◆ 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自閉症學生

難以清晰表達想法

思維方面

◆ 較難在同一時間處理多項資料

注意力方面

◆ 將注意力錯放在一些不重要的細節

◆ 專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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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策略：自閉症學生

由於自閉症學生在理解、溝通、認知等各方面一般都有困難，

教師宜在課堂教學中作以下安排：

➢ 提供穩定而有規律的學習環境，因為自閉症學生不容易適應轉變；
作出轉變前，教師宜告訴學生轉變的性質和原因

➢ 自閉症學生所了解的世界是由許多獨立的小環節組成，他們往往
不能掌握事情的因果關係，教師要盡量引導學生全面審視問題。
例如利用「六何法」：

✓ What    (何事)
✓ Why      (為何)
✓ Who     (何人)
✓ When   (何時)
✓ Where  (何地)
✓ How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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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策略：自閉症學生

➢ 自閉症學生感興趣的題材可能與一般學生不同。把學習訊息

融入他們感興趣的學習活動，可以提高學習成效。例如：透

過學生感興趣的視頻、錄像、圖像或音樂旋律帶出學習主題

➢ 善用多感官學習活動，以加強理解和體驗

➢ 教學計劃的設計應該是學生可以掌握的個別活動，讓他們可

以從一個小階段循序漸進到下一個階段，逐步完成各項目標

➢ 如果學生不明白抽象的概念，可能會口頭重複一些資料，不

要因為學生口頭重複這些資料而假設他們已能掌握概念，應

盡可能提供具體的例子去幫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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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3步曲：

階段 同學的任務

後期 任務一：聯繫日常時事議題，擴增體驗

任務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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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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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日常時事議題，擴增體驗

通識教育科專題探究活動及成果展示分享會：

元朗地區考察



總結：學生不再是教室中的客人

以學生為本，
將學習的掌控權由老
師還給學生，讓孩子
不再是教室裡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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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