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四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學習障礙、自閉症暨復健知能研習 

新竹教育大學孟瑛如教授—學習障礙學生的注意力訓練 

學習障礙兒童可行之注意力記憶力補救教學策略 
 

注意力與記憶力問題是學障學生普遍伴隨之特徵,以下列出一些他們常見

的學習行為特徵與可行之補救教學策略。所有學習行為特徵其後所附之補救教

學方法，其排列原則與參考方法如下： 

1.輔導原則中以學生生理因素之排除排第一位。 

2.教學方法之排列以與上課有關之教學輔導原則為優先，平時練習或其他解決

方法在後。 

3.輔導原則之敘述以正向句為主。 

4.相同的學習問題，學生可能會以不同的學習特徵呈現，教師或家長可在閱讀

學習特徵與補救教學法後，自行依個案的狀況作調整與運用。 

注意力、記憶力方面 

 

1.做事無法集中注意力超過十五分鐘以上 

生理因素 

★檢查學生是否有注意力缺陷異常的問題，若有注意力缺陷問題，則可以服

藥方法減輕其症狀。 

★查明學生是否因生理原因影響其注意力，如：弱視看不清黑板。 

課堂教學 

★用言語引起學生的注意，如：『你猜……會怎麼樣呢？』 

★參與活動時經常叫學生名字或拍拍學生肩膀，提醒他注意。 

★在黑板上出題目叫學生上去寫，或是叫學生站起來朗誦課文。 

★在課堂上請學生上台做示範、上台演算，讓他在短時間內強迫專心。 

★將學生調位靠近講台的位置，利用教師之身體權威感吸引學生上課時的注

意力。 

★在學生開始無法集中注意力時，很自然的走到同學的桌子旁邊，輕敲桌

沿，提醒他專心。 

★在講課時提到學生的名字（把題目或敘述中的主角名字改成他的名字）、

以目光約束，或點他起來回答問題。 

★讓學生參與課堂上的活動，並有合法的活動機會，例如：可請學生幫老師

拿著說明用的海報或是協助示範實驗的操作員。 

★教師應隨時和學生保持眼神的接觸，並且善用言語、聲調、手勢、教具等

方法引導學生專注在學習的項目上。 

★採用結構式上課法，讓學生盡量維持在有事可做的狀態，例如在課本上劃

重點、抄寫板書、示範教具的操作等，避免因上課時等待時間過長而造成

注意力的渙散。 

★可利用暗示的方式，告訴學生，老師正在注意他的行為，例如：走到孩子

前面，幫他把書翻到正確的頁數，亦可對孩子採取眼神示意的方式。 

★老師在講課時，可以預先準備一些與課程相關的有趣實例，當同學的注意

力開始無法專注時，即結合課程內容舉出有趣實例，以吸引同學的注意

力，。 

同儕影響 

★安排學生與比較專心的同學一起學習。 

★可安排一個細心的孩子與其同坐，作為示範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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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安排 

★將每次進行活動時間縮短，分散次數進行。 

分段設立目標，讓孩子能逐步的完成，並給予正增強以鼓勵孩子朝目標行

為趨近。 

★在學生閱讀 10 或 15 分鐘後要他寫下重點、口述內容、做題目或找出文章

大意。 

★利用學生喜歡做的活動或科目，訓練其注意力，規定必須從事 15 分鐘以上

才能休息，然後依序延長。 

★先規定學生至少要專心五分鐘後，才可以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然後再漸

進加長專心的時間。 

★上課時採多元活動方式進行，可每 15 分鐘變換教學形式，例如：教學 15

分鐘後，進行抽問、搶答、遊戲。 

★老師將課程切成 15 分鐘左右的幾段，每隔 15 分鐘就提示說接下來我們要

進行另一單元 XX，即使教的內容是屬於同一範圍，也可以找個名目將其區

分以利學生於課堂變化性中提升學習動機。 

環境 

★學生眼光注視的教室前方的佈置要單純。 

★學生座位遠離窗戶、門等易引起分心的事物。 

★將學生學習環境安排在安靜、不干擾的一角。 

★教學環境盡量單純化，減少注意力分散的誘發源。 

★在不影響現有教室的座位方向及形式的前提下，盡量安排孩子的座位靠近

老師。 

★教室的空間不可太大，必要時可用布幕或拉簾隔成較小的空間，以減少學

生的分心機會。 

★教師寫黑板時，儘量採用依序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的方式書寫以使教學資

訊能依序出現。 

增強制度 

★增加學生學習過程中的主動參與，並伴隨使用獎勵品增強。 

★以鼓勵的方式，若學生專心能超過 20 分鐘，則給予榮譽卡。 

★利用增強物，當學生注意力達設定時間，就給予正增強，提高其學習的興

趣。 

★若學生為注意力缺乏，則以計時器先行測其注意力持續的時間，而後逐步

延長其注意力時間，並適時獎勵其合格行為。 

教學媒體 

★多使用有趣可引起學生動機的教具。 

★採多媒體教學方式，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將視覺刺激單純化，老師一次只呈現單一學習材料。 

★使用能吸引學生的輔助教具，如圖卡、卡通人物布偶。 

★課程安排及教材教具的選擇應力求有趣、簡單、循序漸進，吸引學生學

習。 

★設計活潑生動的課程（如：角色扮演）、遊戲內容或教材吸引學生。 

★找出學生有興趣的學習主題，引導學生參與學習活動，增進注意力集中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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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採用競賽的方式，與家中或學校其他小孩比賽，看誰能 5 分鐘（或 10 分

鐘）裡面乖乖的寫作業而不亂動，就給他獎勵。 

★教學生學習自我暗示法：每次上課之際，先請學生閉目養神，等其心情平

靜之際，告訴自己說：「我很棒，我每天都會學到一些新東西!」或是

「我會上課專心聽講，讓每一分鐘的我都在進步。」 

★在上課或遊戲開始之前，老師先告訴他「等一下，我要請×××小朋友做一

遍!」或「等一下，×××小朋友會教我怎麼做」等話語，讓他知道等一下老

師會叫他，提醒他集中注意力聽講。 

 

2.考試時尚未專心看完一道題目即作答 

考試情境 

★教導學生答題時，一個字一個字將題目唸出來。 

★讓學生以默唸的方式將一題題目完整唸完，才可以開始作答。 

★讀題目時，請學生拿著筆在題目下面或是旁邊畫線，沿著線做閱讀。 

★要學生在看題目的同時，用手或筆指著題目，眼睛看到哪裡，手指就指著

哪裡，並在題目最後作上記號，表示這一題看過了。 

★告訴學生在題號前面做符號。例如：如果題目做完了，可以在題目前面

「打勾」；如果這題只會寫部分，可以在題號前面畫「？」的符號；若是

不會寫，就在題目前面畫上「X」的記號。 

★用折考卷的方式：例如在做第一題題目時，將考卷其餘的部分對折到第一

題題目的下面或者是旁邊，讓自己看不到考卷上的其他題目，而能專心的

閱讀眼前這唯一的一題題目。 

★平常練習時，要求學生將未作之題目部份以白紙遮住，然後以手指逐字指

著題目並默唸，訓練學生依此程序作完一道題，才可進行下一道題。 

其它 

★教導學生養成默唸題目的習慣。 

★在考卷上加「提示語」。例如，我會把每題題目看完才作答等。 

  ★老師在出考卷時，標示每題答案共有幾個，也可用箭頭或不同顏色標示方

法，提醒孩子應特別注意之處。 

  ★將題目分成多頁或設計遮板遮蓋其他題目，考卷上每次只呈現一題。 

  ★將考卷製成「分項考卷」，每頁只有一大項的題目呈現，做完一項依頁尾

之提示語繼續翻頁作答。 

3.考試時會遺漏某些題目未作答 

考試情境 

★發考卷時，老師可口頭提醒學生總共有幾題。 

★規定學生每一大題作答的時間，鼓勵學生提早完成也要再檢查。 

★規定學生可用尺。對著一行行的題目，藉著尺的輔助做題目的閱讀。 

★考試之前，老師提醒學生必須按照題目的順序作答，會做的話必須按照題

號做，如果不會做，才可在不會做的題目上劃上記號後跳做下一題。 

★考卷發下後，由老師發號施令：「現在雙手擺桌上，仔細把題目看完!」；

「每個小朋友都要仔細把題目看完，沒有仔細看完的人不可以寫考卷!」；

「現在都仔細看完題目了，很好！可以拿起筆來並寫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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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活動 

★養成學生在寫完考卷後再檢查一遍的習慣，以防漏題未答。 

★教導學生自我暗示法：在考試前，先請學生閉目養神，等心情平靜之際，

告訴自己：「我很棒，我會一題一題的做答，把我會的題目表現出來。」 

試卷 

★在卷上註明提示語：「請檢查是不是所有題目都回答完了？」。 

★試卷的題目編排要簡單清楚，最好加上格線，並要求學生按照順序作答。 

★在考試卷上標上「提示語」，例如「再檢查一遍」或「下面還有題目」等

字樣，並在題目上將重要部份劃線，或標以其它顏色。 

 

4.一張試卷上如果只有一個問題時，就會作答，但如果同時出現多個題目時，就

有難以作答之現象 

試卷部分策略 

★學生試卷採一題一張的原則。 

★題目每個小題都標示清楚，要求幾個答案也註明清楚。 

★教導學生將其他無關的題目先遮起來，只專注在某一題的策略。 

★以唸一題作答一題的考試方式。來進行測驗，盡量以聽覺作用分散視覺上

的專注。 

★教導學生在作考卷時，可將考卷折好，一次只呈現一題，做完再看下一

題。 

★教師可替學生準備特製的考卷，考卷的紙張大小與他人無異，只是每張卷

紙上僅呈現一道題目。 

其他策略 

★要求學生在一張複雜的圖中找出某個特定對象。 

★平時多給予學生注意力的訓練，如：玩射擊遊戲。 

★在平時練習時，一次呈現一道題目，再漸次增加呈現的題數。 

★建議學生在閱讀或寫考卷時，用一把尺橫（直）放在所閱讀的那一列

（行）的下（左）方，遮住尚未閱讀的部分，以利專注作答。 

 

5.讀書時，容易因背景噪音或其他聲音的干擾而分心 

教學環境 

★提供學生以布幕圍起來或卡座方式的閱讀環境。 

★教室的安排盡量設置在安靜的區域，減少干擾源。 

★學生座位的安排應遠離窗邊、走廊、操場、冷氣等處。 

★將學生座位安排在離老師最近的地方，以便時時提醒他要注意。 

★運用隔絕型的書桌（在桌上前方及兩側設置遮板）以隔絕分心來源。 

★設計『專用閱覽角落』，將角落用矮櫃隔開，佈置舒適且適合閱讀的環

境。 

★學習環境中可鋪設地毯，或是在桌椅的四個腳裝上防止噪音的布墊，避免

學生因為桌椅移動的聲音受到干擾。 

聲音策略 

★請學生戴上耳機將其他干擾源過濾掉。 

★播放課文朗讀帶，以錄音機的音量隔絕外界的聲音。 

★教具的選擇以不會發出奇怪、不相干聲音的為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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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使用視聽媒體教學或動態教學，以吸引學生注意力。 

★聽覺性教材的選用要特別注意，無背景音樂和雜音的產品會是較好的選

擇。 

★教師音量加大提醒學生注意，如：『看老師這邊…』『剛剛老師說什麼？

請你們再說一次』『好，下一題…』 

訓練策略 

★玩傳話遊戲：在有背景音樂的情境下，要求學生將前一位同學所說的話傳

給下一位。 

★訓練學生在吵雜的環境下培養專注的能力。如：在吵雜的音樂聲中聽取老

師的指令並複述一次。 

★訂立短程目標，告訴學生接下來的二十分鐘要把哪一部份的書看完，讓學

生在短期目標與時間壓力的情形下學習。 

★要學生發現自己分心時，就開始數數字，數到十後，再回到原本的工作

上，以短暫的數數字時間來拉回學生的注意力 

★老師可不定時下來走動，經過他位置時輕拍一下，拉回學生注意力。 

★讓學生自己實際體會分心時所做出的作業與專心時做出的作業兩者間的差

異。 

★家長可以在學生身邊監督，當他分心時馬上輕輕的捏或彈他的手一下警示

他，讓他知道「我又分心了！」 

★告訴學生若是常分心，往往事情要花更多的時間才能完成，或是根本無法

完成。由家長或老師示範在做事時一直因外界干擾而分心的樣子，讓他自

己指出哪裡不對了！並藉此告訴他正確的方式。 

★當學生被一個外界的干擾而吸引注意力時，就馬上用另一個「良性干擾」

把他的注意力再拉回來，最後把他的注意力導回正在從事的事情上。例如

當他被窗外的汽車喇叭聲吸引，立刻用朗誦課文的聲音拉回他，當他被朗

誦的聲音吸引時，再用他正在從事的事情來吸引他。 

同儕影響 

★安排專心的同學坐學生左右，營造成功的學習榜樣。 

★安排一些行為良好或學生相當重視的同學坐在他座位附近以提供良好的示

範作用。 

★座位安排可以設計一位較細心的學生與其同坐，經常性的提醒和正確示

範，有助養成自律及專心的習慣。 

★發現學生有分心狀況時，依當時情況適度讚美同座的同學，採取鄰近增強

的方式以利學生學習鄰座學生的專心行為。 

 

6.過度警覺或敏感，對事物反應過當或易受驚嚇 

鬆弛策略 

★放一些輕音樂，讓學生閉上雙眼傾聽，以達到放鬆的效果。 

★在學生受到驚嚇的時候，要求他練習肌肉放鬆，降低驚嚇的情緒。 

★訓練學生學會放鬆自己的情緒，學習環境儘量維持在平靜、愉快的氣氛

中。 

★教學生每次在遇見自己恐懼、抗拒的事物時，先做個深呼吸舒緩一下，讓

身心放鬆，將心情放鬆之後，再來看待及處理該件事。 

★教學生學習用深呼吸取代驚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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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學會自我提醒暗示，『不要怕！沒關係！別怕！』 

★安排愉快的課程活動以減少緊張及嚴肅的氣氛。 

★轉移學生注意力，訓練他專心於一件事情，忽略外界的驚嚇物。 

★進行密集式感覺運動訓練，利用運動及大量的觸覺刺激來改善學生過度警

覺或敏感的心態。 

正向溝通 

★讓學生將受驚嚇的原因說出來，並將驚嚇源移除。 

★將學生害怕的東西與正向的增強物結合，減低其恐懼感。 

★與學生晤談，鼓勵學生試著去正視自己所恐懼及抗拒的事物。 

★透過各種方法找出容易受驚嚇的原因，再針對原因找出解決方法。 

★採用系統減敏法，在日常生活中製造類似讓學生警覺的發生源，讓他習慣

這些發生源存在日常生活中。 

★讓學生在事件過後，記錄下整件事情的發生過程與自己當時的反應，讓他

自己在事後來評斷當初遇到該件事時，是否反應過當，若下次再有類似事

件，自己的反應可為何。 

★若學生缺乏安全感，老師可以先花一段時間陪伴學生，並在言語溝通過程

中教導學生建立對自我的安全感，之後逐漸減少陪伴的時間。 

★安撫學生的情緒，告訴他在這個環境下他是安全的。 

★用溫柔和緩親切的態度與學生溝通，讓學生能以輕鬆的心態與他人接觸。 

★隨時給學生一個關懷、鼓勵的眼神，或是輕拍學生，讓他知道老師或家長

隨時關心他。 

★進行各項活動或溝通時，先明確和善的告知即將進行的工作，讓學生先有

心理準備，避免突如其來的變化。 

★當學生反應過大時，老師馬上以觸摸學生身體的方式，如拍背、手倚在肩

膀…等，來緩和學生的緊張與不安全感。 

同儕影響 

★叮嚀其他同學不要故意去挑起該生的懼怕源。 

★讓他多參加社團活動以習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藉此轉移注意力。 

★驚嚇事件發生時可請旁邊同學和他一起做其他的事情，如唱歌、數數兒，

讓情緒轉換一下。 

★請學生的好朋友陪著該生一起去接觸並完成該生所恐懼或是會過度反應的

事情。 

 

7.當老師要他注意特定的複雜學習活動或他害怕的活動時，他就不知如何表現 

解決懼怕問題 

★與學生約談，找出使學生害怕的原因再對症下藥。 

★將複雜或令學生害怕的活動搭配有趣的活動一起進行，或與獎勵連結形成

制約，讓學生不再感到害怕。 

建立自信 

★老師請學生上台練習，不管對或錯，都儘量找出本次表現的優點予以肯

定。 

★教師應隨時監督學生，給予協助，之後視情況慢慢減少協助程度。 

★先讓學生從簡單的事情入手，營造成功的學習經驗，建立其自信心。 

★學生若能順利完成或是至少完成一半的活動時，就給予適度的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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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獎勵而非懲罰，學生如果表現良好，要立即給予稱讚以建立他的自

信。 

★以鼓勵及適度獎賞的方式來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逐漸適應複雜的學習活

動。 

步驟分析 

★幫學生做學習步驟分解及示範，讓他能循序漸進學習以減低學習時的恐懼

感。 

★將活動內容及步驟一步步清楚的寫下來，讓學生以使用提示卡的方式遵循

步驟進行。 

★把複雜的學習活動分成幾個簡單的步驟，讓學生由最簡單的開始做起或留

他能力所及的部分。 

★對於活動的內容或做法，教師應分段、分次一項項讓學生了解。 

★以備忘錄的方式，條列式的寫明要進行的學習步驟及活動，讓學生有預備

的心情，而不致恐懼害怕。 

★將整個學習活動分階段進行，如某個活動分兩階段進行，先要求學生完成

第一階段，待學生完成後，再要求學生完成第二階段的活動，分段進行可

使活動流程較單純以降低學生的恐懼感！ 

遊戲活動 

★讓學生由一些較為簡單的事情著手以培養成就感。 

★以遊戲的方式進行複雜課程的學習，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以小組進行的方式，同儕一起進行學習活動，讓學生在同儕的帶領與示範

下學習。 

  ★課堂活動時，指示儘量簡單化、正向化，並讓學生參與老師的示範活動。 

其他 

★由教師在一旁示範並講解，讓學生跟著仿作。 

★老師可多採用易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教材、教具和教學方法，例如遊戲教

學或電腦教學。 

★老師帶著學生一起進行該學習活動，陪著學生一起學習、思考，並藉此讓

學生了解整個學習活動的流程。 

★在學生不喜歡或害怕的活動中，加入他最喜歡的因子，例如：以他最喜愛

的卡通人物作為活動的包裝，以遊戲提昇學生的參與感。 

 

8.有注意力固執的現象，例如在從事某些行為或活動時很難要求他做其他的事 

上課及時策略 

★開始上課時，教師的提示語即為：「手放平，腳併攏，眼睛看老師。」以

使學生身體無法從事固執行為。  

★上課時桌上只留必要物品，減少固執源物品的出現。 

★多提醒學生幾次，喚回他的注意。 

★在不經意的情況下，移開學生注意力固執的來源。 

  ★將學生的「注意力固執」引到有關學習的事情上，例如：在他想用刀切橡

皮擦時，規定他必須手執課本閱讀。 

  ★在班上將同學編成兩人小組，請與他編成一組的同學隨時注意他、提醒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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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發生注意力固執的時候，故意打斷，分散其注意力，請他去作其他

的活動。 

★若學生已開始有注意力固執行為時，可叫他起來回答問題或是拿教具，強

迫其轉移注意力。 

★先讓學生把正在做的事情告一個段落，再用他最喜歡的東西（玩具、零

食）轉移他的注意力。 

★當學生固執的做某活動時，教師應簡單明瞭地說：「停！」，必要時要動

手去阻止學生固執的動作。 

★學生若有固執現象時，可要求他閉上眼睛深呼吸數到十，在閉上眼睛這段

時間，老師在旁邊跟學生說等張開眼睛後，我們就要進行另外一項工作，

藉以隔開學生與注意力固執源。 

活動遊戲 

★讓學生練習玩闖關遊戲，不斷轉換情境讓他去適應無固執源的情形。 

★避免安排會引起固執行為的活動，或是使用會引起固執行為的教具。 

★把學生的座位排在離講台或老師座位最近的地方，老師可以隨時注意到他

的狀況。 

★善用增強獎勵學生，藉由成功達成所設定目標可以有所回饋而努力維持自

己的良好聽課行為。 

★跟學生約定好暗號，如聽到什麼聲音，或是看到什麼符號就應停止某項活

動的進行。 

★讓學生多練習注意力轉換，如看電視的時候每隔一陣子就轉台，然後跟學

生討論內容。 

★訓練學生依照口令行事，並建立一“象徵的符號＂代表停止手上的工作。

如“老師說：現在停止任何動作＂，訓練學生一聽到這句話，便抬頭看老

師。 

 

9.難以獨立完成工作，需要他人在旁督導 

步驟分析 

★把工作簡化成幾個步驟，示範給學生看。 

  ★訓練學生將工作分成更小的部分，然後一步一步的完成工作。 

  ★以條列式的方式交代學生工作，並以文字、注音或圖畫說明如何完成各項

步驟，讓學生可依說明步驟執行。 

★給學生完整的流程圖，讓學生依步驟做事，完成後，再給予鼓勵。一段練

習之後再慢慢加深工作的難度。 

  ★逐步訓練學生獨立完成工作的能力，例如將工作最簡單的部份留給學生獨

立完成，之後逐漸增加他獨立作業的時間。 

★將作業分成若干小部分，要求學生 15 分鐘內要完成第一部份，若有達到目

標，則可休息 5分鐘，之後再繼續第二部份。 

★把工作分成更小的單元。要求學生獨立做完一個小單元，協助他另一單

元，然後漸次減少幫助的份量，增加其獨立工作量。 

 建立自信 

★帶學生做幾次後，讓他自己做，然後鼓勵他說自己也能做得很好。 

★和學生討論獨立工作的重要，假如能獨立完成工作，給予最大的獎勵。 

★先給予學生較簡單的工作，讓他產生信心，完成後則要給予適度的獎勵。 

第 8 頁，共 19 頁                                                   2005-11-10 
 



九十四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學習障礙、自閉症暨復健知能研習 

新竹教育大學孟瑛如教授—學習障礙學生的注意力訓練 

★若學生能獨自完成作業，則給予口頭或榮譽卡，但須事先和學生談好標

準。 

★一直告訴學生，老師相信你自己一個人一定能完成工作的。給學生強大的

自信心，讓他敢於嘗試自行完成工作。 

 同儕影響 

★安排小組的方式，依靠同學間相互幫忙、互相督促。 

★稱讚其他可以獨立完成工作的學生，採鄰近增強方式讓學生產生仿效的心

理。 

★設定一個時間，在這段時間內要求他一定得獨立專心完成工作，然後漸次

增加時間。 

★工作開始時把他調到不容易分心的座位，等他獨立完成工作之後再讓他回

到原座位。 

★將要學生完成的工作遊戲化，或是加入一些競爭的氣氛，讓學生再與同儕

競爭或是在玩遊戲的情況下完成工作。 

增強制度 

★定期更換學習情境以降低學生對單獨一物或是個人的依賴度。 

★事先和學生一起訂定獎賞規則，只要學生獨立完成一項工作，即送給他一

張優點卡，每星期結算一次，依照張數多寡給予不等值的獎品鼓勵。 

★讓學生明白他並不是自己一個人，當他在做事時，世界上同時也有許多人

在與他做相同的事（或者老師、家長就在隔壁房間做事），以增加其獨力

完成工作的動機。 

★家長或教師必須貫徹訓練獨立的精神，採溫和但堅持的方式，給予清楚指

示後，漸次減少陪伴的時間，讓他習慣一個人也能完成工作的感覺與心

情。 

 

10.重述剛聽到的數字、字詞、語句或童謠等時有困難 

生理因素 

★檢查學生是否因腦傷而有短期記憶部分的問題。 

★檢查學生口語能力是否有問題。 

★測驗學生的聽說能力，檢查學生是聽力的問題還是說話方面的問題。 

重點加強 

★培養學生記錄重點的習慣，將關鍵字記錄下來，然後再串連起來。 

★不厭其煩的多次複誦給學生聽，同時要他也一起誦讀，直到能自行完整的

說出為止。 

★循序漸進的教學生複述延長話語。（例：今天 今天天氣真好 今天天氣

真好，適合出外郊遊） 

★以寫作業的方式，讓學生將學到的數字、字詞或童謠一次次的書寫下來，

以書寫與視覺重覆的方式記憶。 

★將重點數字、字詞、語句、地點或角色人物，重覆多強調幾遍，並要求學

生用筆記下來，讓學生的記憶不只是聽覺記憶，還伴隨視覺和肢體感覺記

憶。 

記憶策略 

★知動法：配合肢體動作加深學生印象。例如國中學理化時，以手指的方向

來記憶電流的流向。像這類有動作的記憶方式較能幫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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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想法：教導學生運用關聯事物字詞或特徵來幫助記憶。如 253 這個數

字，用肚子餓、跳舞、爬山等聯想方式記憶。 

★詩歌韻文法：教導學生把要背的內容串成口訣。例如 8825252 就以“爸爸餓，

我餓我餓＂來幫助記憶。也可以用自創的順口溜記憶，如從小到大所學的星期

一猴子穿新衣、星期二猴子肚子餓… 

★複誦法：老師一次念一句，請學生也跟著念。 

★意像法：使用教具，如字卡或圖片等，協助學生學習。 

★分段記憶法：將一系列的刺激劃分為若干段，例如七位數的電話號碼可分

為兩段或三段以利記憶。 

★重點摘要法：將教材內容分段，重點摘錄出來，加以串連以利記憶。 

★諧音法：採用類似音的方法以記憶相關字詞。 

★分類法：將事情依其特性作歸類以利記憶。 

★教導孩子各種記憶策略，並由練習中找出其最適合的記憶策略。 

課堂策略 

(1)教師部分 

★盡量避免太過複雜的口頭提示語。 

★老師在問問題時，最好將問題重覆多念幾遍。 

★教師將說話速度放慢，並在關鍵字上加強語氣。 

★老師在敘述時一次內容不要過於複雜，以簡單、清楚為原則。 

★老師將所講的字句，嘗試用記下來的方式給學生看。 

★老師在傳達訊息時，盡量用寫的方式來傳達，最好是邊寫邊念或輔以肢體

動作。 

★在講課的過程中遇到想要學生記憶的部份，放慢說話的速度，且可以做適

度的字詞重覆以加深學生的印象。 

★老師在給予聽覺刺激時同時輔助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多感官

刺激法以加強概念的形成，並在學生形成概念後，逐漸減少其他感官刺激

的輔助。 

★採用立即回憶的方法，例如配合視覺令兒童一面看一面聽，以加強收訊有

利聽覺刺激的再現，配合動作反應一面聽一面寫，可強化聽覺收訊印象。 

(2)學生部分 
★要求學生準備一本記事本，在遇到需要記憶的事情時，隨時記在記事本

上。 

★請學生將聽到的數字或字詞或童謠寫下來，閉眼在心中默誦多次，再口述

一至兩次。 

★請學生聽到要記憶的事物或字詞時，馬上在口中反覆念誦，並找機會把它

寫下來。 

★教導學生學習心智圖像記憶方式來記下事物，如說到牛奶，腦海中就浮現

出牛奶的影像。 

(3)視聽覺輔助教學媒體部分 

★用字卡或海報輔助上課以幫助學生記憶。 

★以視覺的方式來補強，例如使用投影片或是幻燈機。 

★可以用視覺教學來補救，多利用圖片或實地演練來加深學生的印象。 

★教導學生利用心像的策略幫助記憶，童謠可以在腦中轉換成有情境的畫面

來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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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視覺的輔助，如：念出的數字和數字卡配對出現，念出語詞時和詞卡

配對出現。 

★除了聽覺方面的刺激以外，同時配合視覺、觸覺等其他感官的刺激以增強

學生的印象。 

★聽完一小段故事後，依故事內容提出簡單的問題請他回答，由是非題開

始，慢慢到簡答、問答題。 

★配合視覺，教導學生一面看、一面聽，可加強收訊以利聽覺刺激再現。

如：利用幾幅畫配合童謠故事，讓學生能看圖記憶，進而能重述故事。 

★利用錄音帶反覆讓學生聽，重覆的練習與提醒對學生也很有幫助。 

★教導學生當正要聽一序列的聲音時，一聽到前面的部分就要先默誦這一部

份。 

★錄製教學錄影帶輔助教學，讓學生在接受聽覺刺激時，同時接受視覺的刺

激，不但能提高學習動機，且能加深印象。 

★以市面上販售的教學錄音帶，將所要教予的內容以音樂歌曲的方式教導他

（指數字或字詞），若無則家長或教師可從學生最喜愛的卡通歌曲中自行

編曲。 

遊戲活動 

★要求學生聽廣播裡的歌曲排行榜，並且把結果抄錄下來。 

★念一串短的數字，分小組競爭，贏的給予獎勵，可漸次加長數字。 

★平常多和他玩可以訓練聽覺記憶力的遊戲，例如文字接龍等遊戲。 

★讓學生玩賓果遊戲，或是玩開保險櫃（右一、左八…）的遊戲。 

★訓練學生的聽覺記憶，先由短的數字、詞開始，再逐漸加長。 

★玩傳話的遊戲，請學生排成一排，然後給一段長文字，要求傳下去。 

★玩遊戲「金庫密碼」：由簡單、少量、容易聯想的語詞開始，請他聽完之

後複誦出來。 

★訓練兒童聽覺記憶，例如：準備數字卡或在黑板上寫出數字，老師說出一

個數字，兒童找出此數字卡或在黑板圈選出正確的數字。 

   

11.無法辨認圖形符號 

生理因素 

★檢查學生視力部分的問題。 

教學策略 

★讓學生用具體事物實際操作。 

★老師在重要的字旁邊或圖形著上色彩，以加強視覺刺激。 

★教學生親自畫出圖形，畫到記起來為止。 

★可以歌唱的方式輔助教學，協助學生辨認字詞。 

★老師上課時以口頭敘述為主，圖形文字為輔。 

★老師設計可以藉由觸覺及操作的教具輔助教學。 

★先由簡單、常用的字詞或圖形教起以培養學生信心。 

★在圖形下均附上簡單的文字說明，以利學生分辨與記憶。 

★老師在選用教具時，依照具體、半具體及抽象原則例，如：照片會比圖畫

好，實物又比照片佳。 

★將圖形作簡單的切割，可以變成拼圖遊戲，以利辨識及增加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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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學生在閱讀或書寫的時候，都盡量大聲唸出來，從聽覺來彌補其視覺的不

足。 

★以其它學習方式代替視覺性教材的使用，例如將課文錄製成錄音帶，讓學

生用聽的方式學習。 

★將所要學的字以句子方式呈現在黑板上，該字可以不同顏色、放大或畫線

方式來加強視覺效果，並再配合單獨於黑板或紙卡上呈現該字，詢問學生

關於該字之意義、字形、用法等問題，接著再以簡單造句方式呈現，同時

要求學生朗讀，並給予即時回饋。 

練習活動  

★讓學生進行眼手訓練，拿筆連點、畫線或在指定格子內移動至少 200 次。 

★運用一些簡單的拼圖教具（例如僅缺一角的拼圖）來訓練學生的視覺記憶

力。 

★訓練學生，看到一個文字或圖形時，發揮自己的想像力，將圖形與生活中

的其他事件作聯結。如：「山」這個字長得有點像真正的山，以利其辨識

與記憶。 

★如果是身體形象學習上有障礙，可用圖紙將學生的身體描繪下來，透過對

圖像上各部位指認的練習與自己身體的形象產生連結。 

★可以透過抄寫的練習，以加強識字與表達字詞或圖形符號的能力，例如要

抄的字先看好，不可寫一筆畫看一筆畫，而是要求學生把整個字完整的寫

法都想過才動筆。接著再試著看完一個詞，才抄一個詞，並可以配合將抄

寫的內容唸出來，以聽覺強化對於字詞的印象，最後可推展至整個句子的

抄寫。 

遊戲活動 

★和學生玩「大家來找碴」的遊戲。給他兩張幾乎完全一樣的圖片或照片

（其中一張多了幾處相異處），讓他先花約一分鐘時間看正常的一張，再

看另一張經過更動的（此時正常的一張蓋起），要他大聲說出不一樣的地

方是什麼並指出不一樣的地方。 

★可用「字卡銀行法」，將常用字或學生常犯的錯誤字製成字卡，置於紙盒

或鞋盒中，上面書寫學生座號或姓名即成為學生專屬的字卡銀行，學生可

自製字卡，為字製圖片或句子，藉由學生自我蒐集或教師推薦字，可使學

生因擁有滿足感而引發學習動機，進而能達反覆練習後的辨識目的。 

★藉由遊戲的方式增進視覺記憶能力：請一個學生站在最前面，讓大家看清

楚之後請他出去，拿掉一些小配件如手錶等，回來以後再請學生觀察哪裡

不一樣了；或拿出兩幅類似卻不相同的圖，先給學生看一幅，然後藏起

來，拿出第二幅問大家有哪些地方不一樣；或請學生翻到課本的某一頁看

一下後闔上，然後請學生回憶看到的內容；或給學生一張紙上面有很多組

號碼，這些號碼同時也製成卡片，隨便抽取一張卡片給學生看一下，然後

請他將相同的號碼圈出來；或玩翻牌遊戲，翻到兩張一樣的撲克牌就可以

得分。 

★運用電腦上常有的記憶遊戲以增強其視覺記憶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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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無法按照指示畫出要他畫的圖形或符號 

生理因素 

★確定無腦傷或視聽覺部分的問題。 

教學策略 

★採用步驟指示清楚的圖卡、字卡或迷宮卡以增強其按指示的繪圖能力。 

★給予仿畫或仿寫作業，必要時得由教師或同學協助。 

★可將字詞以鏤空字方式製成字卡，要學生於鏤空部分依筆劃順序塗上顏色

以增強其按指示仿畫的能力。 

 

13.不易記住學過的東西，雖然學會了，過了一會兒或數日就忘記 

生理因素 

★先確定學生是何種的感官學習的缺失，如果是聽覺或記憶力缺乏，則以其

代償性的感官做補救的學習管道。 

教學策略 

★每次上課都複習上一次上課的內容以聯接其起點能力，並將學習過的內容

隨時應用在新的學習內容中。 

★老師不要一次給予學生過多的教材內容，並時常複習。 

★老師出相關的作業，要學生晚上回家後反覆複習功課以加強記憶。 

★教師在上課時可給予學生提示以協助學生分辨學習重點。 

★每天上課之前先要求學生說出昨天學了些什麼，並給予適當獎勵。 

★請學生將自己學會的公式或單字，記在本子上，養成三餐和睡覺前都看一

次的習慣。 

  ★讓學生反覆的背誦與練習必要的學習重點。 

★用強迫複習的方式，例如：一段時間後就進行一次隨堂測驗，藉由過度學

習的方法以增強記憶。 

★下課前，教師可針對該堂課的內容做一重點但簡短的摘要複習，並在下一

回教授新材料之前再做一次複習。 

★找出適合學生的記憶方法，並運用其記憶特點融合於日常教學活動中。 

★正式講課之前，教師可先簡短說明該堂課程的重點，並寫成綱要記在黑板

的一側，讓學生對自己將要學習的內容有些概念，並可從綱要上對照老師

已講過了哪些內容。 

多感官學習 

★教學生利用聯想法連結特定事物，讓他印象深刻。 

★請學生將學過的內容大聲複誦，由聽覺幫助記憶。 

★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加上觸覺學習以協助學生視覺上的記憶力。 

★使用表格、圖形、地圖、照片或模型等視覺線索來協助學生記憶學習。 

★於課堂上設計記憶活動情境，如採用分組活動、辯論等方式進行。 

★教學生一些記憶的技巧及策略，如：將要記憶的東西編成歌等等。 

★老師在教學時輔以實物、圖物或動作等，隨機複習，增強學生印象。 

★採用多媒體輔助的教學方式，例如播放影片或電腦輔助教學增加學生學習

的動機與記憶。 

★教學生透過特別的學習策略來記憶，如：編一套有趣的記憶口訣或使用關

鍵字記憶法。 

第 13 頁，共 19 頁                                                   2005-11-10 
 



九十四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計畫--學習障礙、自閉症暨復健知能研習 

新竹教育大學孟瑛如教授—學習障礙學生的注意力訓練 

★教導學生學習相關的記憶策略，如「軌跡法」、「字頭法」、「連鎖記憶

術」、「關鍵字法」等，可適時利用上課時的具體內容，讓學生練習這些

記憶術。 

★幫助學生找出適合個人的記憶方式，如：有的學生聽覺記憶較強，便可利

用聽課、聽錄音帶等方式學習；有的學生對圖畫較敏感，便可利用圖畫輔

助記憶。 

學生行為 

★指導學生抄寫筆記與摘錄重點的技巧，以利個人的複習與記憶。 

★將教過的東西作成小卡片，以便可以隨時複習。 

★請學生隨身攜帶一摘要式的記事本，空閒時就拿起來閱覽。 

★製作記憶卡或提示卡，將學過的東西記在記憶卡或提示卡上，請學生隨身

攜帶，忘記時再拿出來看。 

★將學過的東西，請學生自己繪成圖卡或整理成表格，隨身攜帶，忘記時可

拿出來看以幫助記憶。 

學習環境 

★把重要的學習內容做成大海報張貼在顯眼的地方，不斷複習。 

★可要求學生將每天學過的東西記錄在一張卡片上，並將這張紙貼在床邊，

每張卡片須連續複習一個禮拜後才可拿下。 

★將學生學習過的教材、內容和工作單，貼在教室或生活環境中任何顯眼的

地方，使學生在生活中不知不覺都在重覆學習與過度學習。 

增強制度 

★獎勵經過一段時日後仍能正確回憶與操作的遷移行為。 

★在每次教新教材的之前，先確認是否記得舊的，可利用小獎品來鼓勵。 

★常常替孩子複習所學過之內容，可運用睡前 10 分鐘的時間和孩子玩搶答遊

戲，答對者給予小小獎勵。 

★要求其身邊的大人（包括家長、家人、學校老師等）與小孩（包括學校同

學、家中其他小孩）發現學生一忘記學習重點，即立刻提醒。 

★配合獎勵品的使用和經常性的複習，對學生提出問題，讓學生即使已經忘

記課程內容，也至少要能從筆記本中找到答案，使學生重視筆記，並能透

過複習加深對課程的印象。 

★利用行為心理學的「制約」原理，在教導進行中即以一個特別容易提醒之

的標物（如鈴聲、哨子聲），在記住後以此標物做連結；或者在其學會以

後，以食物（如學生最喜歡的零食）獎勵之。在下次忘記時以標物或食物

讓學生做聯想。 

★教導者必須具備耐心與堅持，同時讓學生為自己忘記學過的內容負責，經

歷提示與責任行為(如：罰寫後)，學生當能更用心於學習上。 

★設法找出學生無法記憶的原因，看看是否是因為起點能力差距過大的問題

或上課時不夠專心所引起，並針對學生的學習優勢，以彌補其學習上的弱

點，例如：增加從做中學的活動，使操作能力強的學生能夠以其學習優勢

熟悉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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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會忘記攜帶文具、作業或隨身物品（例如外套、雨傘等） 

學生行為 

★如果常遺失物品是由於注憶力缺乏所造成，則學生每次出門時要他複誦或

是寫下其所帶的物品名稱；放學以前，也請他要複誦其所要帶回的東西，

並即刻檢查是否有忘記的東西。 

★教導學生在出門前和放學前用 10 秒鐘回憶該帶什麼東西。 

★養成學生在離開任何地方時能隨時清點隨身物品的習慣。 

★協助製作備忘卡掛在書包上，每天確實記錄收拾完才可以回家。 

★回家以前再次檢查書包，確定必須溫習的功課及書本都已收放在書包。 

★養成學生在睡前整理書包的習慣，確定他把隔天要使用的簿本都帶到了，

第二天出門前可再檢查一遍。 

★放學回家前請學生專心整理書包，確定帶齊須帶物品，整理書包的活動勿

與其他活動同時進行。 

★將每天應該攜帶的東西列成一張表，要求學生睡前一一檢查是否準備齊全

了。 

★確定學生具備將聯絡簿抄寫完整的能力，必要時可請鄰座的同學檢查或代

為抄寫，若學生無法抄寫完整聯絡簿，亦可由同學或老師協助其僅抄關鍵

字或以符號圖形替代，只要能達提示效果即可。 

★學生的必要物品上皆貼有名字，若被同班同學拾撿到自己遺失的物品，可

罰其代作值日生以增警惕心。 

檢查叮嚀 

★請另一個小朋友回家後打電話叮嚀他不要忘了隔天該帶的東西。 

★老師在每天放學前，將隔天所需攜帶的物品或需完成的作業一條條詳細記

錄在黑板上，並解說或讓學生複述一遍，以增強記憶。 

★可由老師及家長在上下學時，特別予以提醒，將會用到的東西，以清單的

方式，一項一項要求學生逐一檢查，或由旁邊的同學代為提醒叮嚀，等到

學生習慣之後，再由學生自行將清單列出，並逐一檢查、打勾做記錄。 

提示語 

★在家裡玄關處貼上是否把東西帶齊的提示語，以確定孩子出門前記得檢查

所須攜帶的物品。 

★學生書桌旁邊用醒目的紙條或貼紙提醒。 

★把必要物品逐一條列於隨身記事簿上，離去之前逐一清點。 

★父母在家中可在冰箱上、書桌前、電視機上加貼一些提醒的字條或貼紙，

並附上鼓勵的話語。 

★一旦又發生忘記帶必須品或遺留物品的事件，請學生自己記錄，並貼在醒

目處隨時警惕自己。 

★在書包打開的顯眼處貼上勾選單及提醒標語，如：「我有沒有忘記帶什麼

東西？再檢查一遍吧！」並請孩子在檢查後在勾選單上做記號。 

增強制度 

★假如能連續 5次不忘記攜帶必要物品，就給予獎勵。 

★在學校及家中各自放置一套不同的文具，讓孩子每天輪流帶回學校或家

中，若每次完整帶回則予以增強。 

★在學生表現良好的時候給予適當的鼓勵，如一天沒有遺漏東西就可以有一

張貼紙，集滿三張或五張可帶他去遊樂園或麥當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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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屢屢粗心大意，經常忘記攜帶文具、作業或遺失隨身物品，要他自己去

承受沒帶東西的後果，父母可與教師商量好懲罰制度，對學生解釋後即可

開始實行，例如忘記攜帶文具就接受懲罰、作業沒帶就要寫兩倍的量、遺

失隨身物品不再買新的等。 

家長配合 

★老師和家長可以在收拾東西的同時，陪學生數有多少樣東西。 

★父母用口頭提示，提醒孩子上學或回家前檢查一遍該帶的物品都帶了沒

有。 

★請兒童把必須攜帶的物品，先前一天就準備起來，不要等到出門時才準

備。 

★與家長配合，讓學生養成在睡前即整理好書包的習慣，避免上課前才匆忙

整理而增加遺漏的機會。一開始可由家長在旁輔助，之後逐漸讓學生自行

整理，家長只需做最後核對即可。 

★若是遺失文具、隨身物品，就不再輕易添置，讓學生知道少了這些東西在

生活中的不便利，等到學生開始抱怨時便施予機會教育，讓他知道因為自

己的不小心遺忘，會有許多的不便。 

★在家中從小即養成物有定位，自己收拾物品的習慣。 

其他 

★若學生將物品遺失，引導其回憶何時、何地、為何會將東西遺失以養成其

自己尋回失物的能力。 

★放學前，利用全班團體道別的時間，請同學間互相檢查該帶回家的東西。 

★教室及家中提供一個專屬的置物架，架上放置上學或回家時必帶的物品。 

★在出門前、放學前，要學生對著父母、老師將今日所攜帶物品大聲朗誦數

次。 

★試著將學生的文具用品等擬人化，例如橡皮擦是小兔子的模樣，則取名小

兔以增學生珍惜的心理。 

★每一樣用品都有其固定的位置，並作文字標示，學生可以較容易發現遺漏

的用品。 

★加強印象法。讓學生將隨身物品或文具當成身體的一部份，若是不見了就

像身體缺少了一部分而需立刻找回。 

★攜帶的物品最好全部放同一個袋子或書包內，就不容易遺失，像是改用摺

傘，便當也可以用報紙包好，放在包包裡。 

★使用有很多小袋的書包，一個小袋專門放鉛筆盒、一個專門放便當，他收

書包時如果看到哪一個小袋是空的，就知道還有東西沒放進來。 

★現代學生學習才藝的情形普遍，易在一天中待過太多活動場所而將物品遺

失在其中的任何一個場所，務必養成其離開每一場所均需檢查習慣。 

 

15.無法遵循較複雜的指令 

步驟流程 

★用流程圖示法讓學生了解複雜的指令。 

★教學生把複雜的指令分解成數個部分來逐一施行。 

★先示範一次給學生看，讓他逐步照著做。 

★將複雜指令分段，要求其逐步完成工作。 

★把複雜的指令分解成數個簡易步驟，每次專注在一個小步驟實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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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依指令流程圖行動，每做完一項就做記號，並繼續下一項。 

★請學生將執行的步驟分成幾個小部分，記錄在本子上，然後一步步照著做 

★將複雜的指令列成一條一條的指令，做完一條後即打勾，全部做完時再重      

新檢查一次。 

★由簡單的指令開始，一次一次慢慢的給予較複雜的指令，如：拿杯子→拿

杯子裝水→拿杯子裝熱水→拿杯子裝熱水給老師。 

練習活動 

★指導學生學習先掌握指令的重點來記憶。 

★利用遊戲或有趣的動作名詞來代替實際名稱。 

★指導學生能找出指令中的重要部分，並依主要部分去聯想記憶。 

★學生做事時最好一次只給一個指示，每次指示他做一件事，直到他能處理

兩項以上的指示。 

★對學生實施記憶廣度練習，可採遊戲方式讓其順序或逆序背誦數字序列或

字詞組以增進其記憶廣度。 

其他 

★老師給予指示時盡量使用正向句，並採正向表列表。 

★老師不要一次給太多項指令，通常指令以三項為限，以避免學生混淆。 

★把指令用文字卡依序簡單說明。 

★將指令分別用特殊記號記於身上或明顯可見之處。 

★將指令簡化成口語且容易記憶的簡潔文字。 

★儘量不給太複雜的指令並訓練學生邊聽邊記錄，以利日後執行流程的順

暢。 

★將複雜指令用圖形或線條簡單化、規則化，使學生能遵從。 

★指示學生時最好先呼叫學生的名字。例如：「小明，請把碗放到水槽裡」

以吸引其聽覺注意力。 

★若是口頭指令記不起來，在下指令時給予圖片或其他具體、半具體物的輔

助。 

★教導學生利用增強記憶力的策略（如聯想法、諧音法、意像法等）在腦中

記住每一流程的重點。 

 

16.無法正確重述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或地點 

學習策略 

★教學生由時間順序與細節特徵，一件件倒推回去。 

★請學生將所有經過想成一部連續劇來記憶。 

★可採用引導式問法，指導學生一步一步來拼湊內容。 

★教學生學習先抓住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或地點的重點來記憶。 

★如果學生一時無法想起來，可以請他慢慢回想，想一點寫一點，直到拼湊

出完整內容。 

★將重要事件的時間、地點以字卡的方式寫出，並以不同的顏色標明以協助

提示回憶。 

★在講述重要的時間地點時，要特別強調，並要他複述一遍，以加深印象。 

★要學生回想，那個時候之前或之後在做什麼，也許可以藉此得到時間或地

點的回想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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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學生：時間可能是早上、下午或晚上；地點可能是學校、家裡或路

上，給他幾個可能的大選項讓他來選，會比直接要他回答容易。 

★要求學生將重要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立即記下來，然後每天晚上先回想一

次，不記得的話再看筆記，一星期後再將一週內的事件回想一遍以訓練其

事件序列記憶。 

★在老師明確知道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地前提下，利用提示法引導學生重述

重要事件，如其重述正確，則給予增強，如無法正確重述，則增加提示以

助其回憶。並且告訴學生以後他/她如能正確重述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或地

點，老師會感到很高興的。 

練習活動 

★訓練學生當重要事件發生時，可用筆或各種方式將發生經過記下來。 

★平常就訓練學生回想當天發生了哪些事情，例如要求他寫日記。 

★每天抽一小段時間，請學生敘述昨天發生的印象深刻或有趣的事。 

★訓練學生看圖說故事，請他說出故事的內容，訓練他回想的能力。 

★撥放錄影帶，放完之後老師問問題，如果回答不出來，再放一次，並明確

提示其應注意的人事時地物線索。 

  ★叫學生寫日記，請家長在他寫完後檢查，一定要記錄正確的時間地點。 

★安排事件或情境教學，作業單上強調時間／地點／人物，請學生特別注意

並記下或畫下。 

★讓學生看漫畫，數頁後問他前一事件的時間、地點，若忘了可翻回前頁去

查證；如此用趣味式的方式讓學生發展他對事件的時間、地點之記憶。 

其他 

  ★讓學生利用圖畫來表示事件發生的經過。 

★教小孩學習透過聯想法來記憶事件發生的經過。 

★隨身攜帶錄音機將重要事件錄下。 

★在月曆上或聯絡簿、記事簿上做記號或簡要記錄以提醒自己。 

★給他一本記事本，要求記錄重要事件發生地點、時間、日期及內容。 

★教導學生將地點、時間以圖像流程的方式儲存在腦中，並與諧音法並用。 

★提醒學生，當有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候，將事情的最重要部分記住並複誦三

次。 

★引導學生聯想相關的人、事、時、地、物，如：那天你和誰一起，站在什

麼地方等。 

 

17.無法將完成的作業放在指定的地方 

固定位置 

★在作業本上註明或以圖像表示放作業的地點或位置。 

★集中作業的放置處，如：將所有作業放在同一抽屜中。 

★規定物品擺放的位置，如：作業簿應固定擺放在抽屜的右邊。 

★可以在作業本上貼上提醒「物歸原處」的標語，提醒學生寫完作業立即歸

位。 

★老師固定交作業的地方，如：放在講桌上，那學生每次要交作業就是放到

講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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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標示 

★於作業放置處貼一標示。 

★將放作業的地方做個明顯的標誌。 

★以標籤、照片、圖畫等方法在收藏作業櫃子做好標示。 

★在作業繳交處，貼著「這裡是 XX 作業集散地，要放對地方哦!!」 

★可以使用大張貼紙，上面標著「XX(科名)作業交到 XXX(位置)」，貼在明

顯處，或直接寫在黑板上。 

同儕影響 

★指派該學生負責收作業，先予示範流程或剛開始時可請一位細心的同學協

助。 

★請一位細心的同學坐在學生旁邊，提醒學生該把作業放到什麼地方。 

★請同學們幫忙，如果看到學生把作業亂放時，就提醒學生應該要把作業放到正

確的位置。 

習慣養成 

★要求學生平日就需養成物歸原處的習慣，從小地方做起，這樣作業也就不

會亂放。 

★家長要從小培養他「物歸原處」的好習慣，做完作業以後要告訴他立即放

回書包中，並同時檢查隔日上學要用到的課本與東西。 

★要求學生能夠一次完成一項作業，並立刻歸位之後，才可以去做別的事，

讓學生的思緒可以避免被中斷，把完成作業並收好它視為一體的工作。 

★要求學生必須在定點作功課，不要一邊看電視一邊做作業，或把作業任意

拿到書桌以外的地方去做，以免學生心思不專，作業做一半就丟在一邊，

導致後來無法物歸原處。 

★與學生的各科老師聯繫，若學生交錯作業時不以責罵的態度來對待學生，

儘量以親切鼓勵的態度來幫助學生反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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