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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科技推陳出新及全
球化的時代，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
澳洲、日本等國相繼進行全國性教育
改革，均認為以知識為導向的教育方
針無法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衝擊，必

情緒教育的落實不但提供孩子發展出
人際互動的能力，更進一步也有助於
孩子思索個體生命的價值定位，實為
當前教育所迫切需要。

二、情緒教育的意涵

須培養兒童可以因應未來社會環境的
基本能力。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的目標明定培養兒童十大基
本 能力，其中「瞭解 自我與發展潛
能」、「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表達
溝通與分享」
，都指向一個日漸受到重
視的教育議題，即是兒童的社會發展
以及與他人相處的能力在兒童學習中
扮演重要角色。美國教育政策更鼓勵
學者設計能提升兒童社會情緒能力的
教育方案，許多心理學家的研究亦證

在認知教育領域中，教育哲學家
Scheffler (1991) 主張認知和情緒無法
整齊分割，認知成長和情緒教育兩者
不可分離在道德哲學的領域中，
Kosman (1999) 認為應當把情緒教育
當作重要問題，把感受的適當培育視
為 重 要的 道德 關 懷之一 ( 林建 福 ，
2006)。

實兒童的情緒能力會影響其在學校的
學習與表現（孫敏芝，2010）。

到在腦中形成明朗的路徑，讓孩子習
慣成自然，在面臨威脅、挫折或傷害
時，都可收放自如。因此，情緒教育
著重生活體驗，彌補並矯正只強調智
育的傳統教育之不足（蔡秀玲、楊智
馨，2013）。

2015 年，皮克斯與迪士尼影業製
作發行的動畫電影《腦筋急轉彎》獲
得熱烈的迴響，原本專業且艱澀的腦
神經科學，竟也成為卡通動畫電影的
題材，可見我們已處在「情緒被看見」
的年代，個人的情緒成為普羅大眾想
要一窺究竟的話題。過去，個人的價
值被壓縮，情緒被忽視，在群體的意
識下，個人要展現生命的價值與亮點
必須要有熱切自我探尋的動力，否則
就會在茫茫人海中成為芸芸眾生，甚
至因為自我價值定位模糊而失去存在
的動機（溫美玉等，2016）
。由此可知，

Goleman（1996）認為，情緒教育
的根植有賴學習經驗不斷的累積，直

王秀園（1997）指出情緒教育是
培育孩子自我內在情 緒變化的敏銳
度，辨識引發情緒的原因，以及在面
對困境壓力時，如何去調適、抒解情
緒 ，並且學會去解讀 他人的情緒變
化，以及如何去面對、處理他人的情
緒反應。因為情緒是生活的一部分，
每個人的生活裡永遠無法脫離多樣情
緒變化起伏，情緒本身並無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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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我們對情緒所產生的行為和表達
方式，才有對錯之分，因此情緒教育
的重點就是要讓學童學會適當合宜的
表達方法，才能克制自己一時情緒化
的衝動，避免鑄成無可挽救的大錯。

自由評論

三、國小校園情緒教育課程實施
之現況

但昭偉（2002）指出：亞里斯多
德認為從「道德認知」到「道德行為」
的過程中，情緒是關鍵，只有在學生
能恰當地控制內心的情緒，才能產生
道德實踐的可能。也就是說學生如果

從 EQ 的概念被提出至今二十多
年，世界各國已經有超過數以萬計的
學校提供情緒教育課程（親子天下，
2016）。這類提升 EQ 的基礎教育可追
溯至歐美 1960 年代的情感教育，旨在
教導兒童什麼是感覺，幫助兒童瞭解
人我雙方的感覺，並鼓勵兒童適切的
表達感覺（黃月霞，1989）
。而反觀國

心不甘情不願，即使勉強去做，也不
會有愉快的感覺，更不會引發再次行
動的動力；由此觀之，情緒教育是道

內，目前在學校的課程學科中並無情
緒教育這一項，以下針對現行學校教
育中融入式情緒教育課程現況及民間

德教育的一部份。

情緒教育課程作探究及說明。

然而從「道德認知」到「道德行
為」的產生，似乎要跨越一道鴻溝，
這道鴻溝就是：每個人要能正確地認
識，及有效控制內心的各種情緒和慾
望。學校教育如果能加強情緒教育，
透過各科教學活動，教導學生適當表

(一)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情緒教育

達情緒，懂得情緒涵養，能與人和諧
相處並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成為有理
性、有感性的人，在道德實踐中表達
最高的善意與樂意，才能打從心裡愉
快的去實行道德行為。因此，情緒教
育若能真正落實，也等於是對道德教
育提供了強而有力的保證。

大學習領域」為綱要架構，並適時融
入「六大議題」
。針對十大基本能力當
中與情緒教育有關的內涵整理如下：

綜合以上所述，情緒教育可說是
道德教育的一環，然而不同於傳統的
道德教育，情緒教育更強調透過與個
體 生 活經驗連結而後 形塑出體驗課
程。以下接續就國小學童情緒教育課
程之現況加以說明。

九年一貫強調學生基本能力的取
向，重視生活課程，希望培養學生可
以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教育部，2003)。
課程主要以「十大基本能力」與「七

1.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的意義與內
涵
充分瞭解自己的身體、能力、情
緒、需求與個性， 愛護自我，養成自
省、自律的習慣、樂觀進取的態度及
良好的品德；並能表現個人特質，積
極開 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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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達、溝通與分享的意義與內涵
有效利用各種符號(例如語言、文
字、聲音、動作、 圖像或藝術等)和工
具(例如各種媒體、科技等)，表達個人
的思想或觀念、情感，善於傾聽與他
人 溝通，並能與他人分享不同的見解
或資訊。
3.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的意義與內涵
具有民主素養，包容不同意見，
平等對待他人與各族群；尊重生命，
積極主動關懷社會、環境與自然，並
遵守法治與團體規範，發揮團隊合作
的精神。
4.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意義與內涵
養成獨立思考及反省的能力與習
慣，有系統地研判問題，並能有效解
決問題和衝突。
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設計，
情緒教育並無單獨設科，情緒教育的
內涵是融入其他學習領域之中，然而
這樣的課程安排，缺乏有系統、連貫
及整體性的情緒概念教學，以筆者在
教學現場的觀察，學生情緒能力的培
養與建立成效著實有限。
(二) 民間機構的情緒教育課程
為了因應國內情緒教育的迫切需
要，許多民間機構自發性推動情緒教
育課程，如芯福里情緒教育教育推廣
協會由親職教育專家楊俐容邀集國內
臨床心理學者，共同編寫國小學生的
EQ 課程(中高年級)，課程內容包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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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情緒管理、提升自我概念、增進溝
通技巧、激發解決問題的能力，民國
93 年起培訓志工進入校園進行情緒教
育課程，而友緣基金會則自十年前開
始，進入校園推廣社會技能課程
(SST)，這套課程主要包括了「絨絨的
話」
、
「生氣的表達」
，以及「自我主張」
等，提供班級老師與學生有表達情緒
的共同語言（親子天下，2016）
。另笛
飛兒機構則自民國 95 年起開設付費的
親子 EQ 課程。
針對以上國內情緒教育課程的實
施概況得知，目前實施的九年一貫課
程中，雖然有將情緒教育融入能力指
標當中，但因沒有明確、具體的課程
標準與內容重點，課程缺乏有系統、
連貫、整體的內容，僅在幾個領域中
佔一小部分，其重要性與整體性容易
被忽視（謝秀媚，2010）
。而民間發起
的情緒教育課程雖然對校園的情緒課
程有所助益，但課程 的安排堂數有
限，且影響也僅是在部份有進行的班
級中。因此有系統將情緒教育納入學
校課程中，當是落實臺灣學生情緒能
力培養所需努力的方向。

四、結語
人的情緒與生俱來，情緒豐富了
我們的生活，讓生命更添色彩。情緒
的感知無所謂好壞，但個體對情緒的
認識與覺察與否是認識自我的重要一
環，而情緒的理解、表現與調整則深
深影響了人我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
情緒智力的培養是教育學習中亟待正
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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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教學第一現場的老師，可以
觀察到孩子的情緒困境在小社會的校
園中層出不窮，如何運用有結構且完
整的課程讓孩子能在面對情緒困境之
際，理性的覺察、表達以及調整將是
筆者在進行情緒教育課程的安排上需
要著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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