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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者臺灣社會大環境因子的不確
定 性 增加，家庭結構 產生 了重大轉
變，非傳統家庭數量愈來愈多，加上
經濟壓力的沈重及少子化風暴的威脅

球般愈滾愈大，終至有天無法忍受而
爆發，並造成無法收拾的情境。點閱
網路新聞，諸如恐怖情人、攜子自殺、
校園霸凌事件等層出不窮，在在都顯
示整個社會未能做好 情緒管理。 其
實，問題不在情緒本身，情緒是沒有

下，造成家庭親職教育漸失功能，在
教育現場出現愈來愈多情緒失控的孩
子，這些孩子的背後，其實都有一個
共通點，就是智力聰明，但卻比上一
代有更多的情緒問題。在家庭功能不
彰的情況下，這些孩童在家庭中無法
得到良好的情緒教養，一旦進入校園
的團體生活中，由於無法適度安頓自
己的情緒，在人際相處上容易發生問
題，顯現於外的行為，就是人際糾紛
或是攻擊事件，顯現於內的心情，則

好壞差別的，而是其表現方式是否恰
當，
「情緒」與「情緒表達」是兩件事，
能否適所的表達自我情緒，是能力問

是憂鬱或被動的性格，因而造成教師
在班級經營上的困難。若能將情緒教
育紮根於學校教育中，將有助於學生
的學習及人際關係穩定，本文擬針對
情緒教育紮根於國小教育，提出一些
想法與教育先進們分享。

緒、表達情緒、同理他人，進而管理
負面情緒，並適時運用合宜的情緒於
做人處事上。簡而言之，情緒教育就
是教導學生能擁有適當處理情緒、控
制情緒、發洩情緒與運用情緒的能力。

題，這就是情緒教育所要培養的能力。
吳英璋（2001）認為：
「情緒教育」
是協助孩子對於當下的情緒能敏感與
覺察，協助他們了解 有此情緒的原
因，讓孩子在自己所處環境中能隨時
感覺、覺察與體驗情緒。因此情緒教
育課程的設計，就是 讓學生了解情

三、國小學童的情緒智力發展
二、情緒教育的意涵與目標
我國文化，向來要求人要「喜怒

情緒智力對於兒童的全人發展極
為重要，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需學

不形於色」
，情緒要內斂，因此大人們
一直以來都遵循著這樣的信念，並也
拿來教導孩子，迫使孩子從小就被教
導要壓抑自己情緒，從來不知如何面
對情緒所帶來的影響。但是不面對的
情緒，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像滾雪

習接納自己的情緒，Goleman（1995）
認為個體藉由童年階段從重要他人或
主要照顧者身上學習到的情緒管理方
式，在成長過程中不斷重複的分化與
調適，形成恆久的情緒連結（引自劉
娛芳，2014）。而 Erikson 在發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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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學齡兒童（6～12 歲）的發展任

於國小教育，就要融入於整體教學與

務為勤勉或自卑，兒童從拓展對世界
的 了 解中 ，繼續發展 適當的 自我認
同，並學習一些應付學校生活的基本
技能。

環境規劃中。除此之外，教師缺乏情
緒教育的培訓與知能，也是目前國小
情緒教育成效不彰的原因之一。

故此階段的兒童情感學習逐漸從
家庭擴展到學校，同儕關係與團體地
位影響其情緒表現。而 Goleman 認為
童年不斷重複的情緒管理習慣，有助
於神經路徑的型塑（張美惠，1996），
因此，童年是養成一生情緒特性的重
要 時 期。 情緒的學習 必須從底層奠
基，需要長時間的培養與累積，因此
國小階段正是發展良好情緒智力的關
鍵時期，若能透過系統有效的學習，
讓兒童能從自我中心慢慢轉化到擁有
同理心與社交技巧的能力，如此才能
順利的完成此階段的發展任務，發展
出穩定與健全的人格。

了解了目前情緒教育的困境之
後，以下將針對如何將情緒教育紮根
於國小教育簡略說明如後。

五、國小情緒教育的紮根
情緒教育要紮根於國小，除了目
前的實施方式 ，建議 再加入 下列項
目：教師的再教育、班級經營的融入、
典範的學習、親師的合作、校園氛圍
的營造，以促使情緒教育能確實紮根。
(一) 教師的再教育

四、情緒教育實施現況與困境

對於大部分教師而言，雖然知道
情緒教育的重要性，但由於缺乏相關

其實，情緒教育目標與內涵已散
佈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中，九年一
貫課程欲培養十大基本能力中的第 4
項基本能力-表達溝通與分享，與情緒
教育息息相關（賴淑敏，2011）
。目前
情緒教育實施的方式有二種，一種由
班級導師或專輔教師，在班級中教導
情緒教育方案，或將情緒教育融入各
科教學中，以大團體教學方式進行；

的培訓與知能，以致於無法勝任情緒
教育教學工作。因此首先需要舉辦情
緒教育研習課程，協助教師取得情緒
教育的先備知識，而培訓內容除了讓
教師了解情緒教育的內涵及目標外，
也可以提供給教師實務教學內容及教
案，或是情緒教育媒材的應用，如繪
本、桌遊、牌卡等，協助教師透過媒
材能將情緒教育課程活潑化。情緒教
育的教導，必須有別於上課方式，教

另一種是採小團體輔導方式進行，分
為催化式及指導式團體，這二種方式
都是將情緒教育獨立於課程之外，再
另外安排時間，但是這樣的方式，容
易因學科的學習而被擠壓掉，於是就
草草結束了，因此若情緒教育要紮根

導只佔少部分時間，重要的是需在良
好的氣氛下學習與討論，可以運用的
方式有繪本閱讀、書法學習、角色扮
演、電影欣賞、桌上遊戲等，透過活
潑、生活化及分享的氛圍讓學生將情
緒管理內化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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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班級經營的融入
班級經營是教師為發揮教學效
果，透過各種策略和方法，以便有效
處理班級中的人、事、物，以達有效
教學與學生成功學習。根據班級經營
理論，教師在管教學生時，如能採取
正向管教，促使孩子覺察、辨識自己
的情緒，從而合宜地與他人有良好的
互動，將有助於良好的班級經營（劉
娛芳，2014）
。故可透過下列方式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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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與人際溝通中。若教師本身的情
緒管理不佳，在 學生 衝突事件發生
時，只會一昧地指責學生，非但讓學
生雙方不服氣也無法有效解決衝突，
更增添教師在班級帶領上的疲累。
(四) 親師的合作
家庭是型塑個人的起點，父母的教
養方式與兒童情緒息息相關，近期的研
究紛紛證實，失功能家庭所產生的毒壓

緒教育融入班級經營，導師可以利用
校外教學、班際競賽、期中考試等很
能凝聚班級向心力的時刻，協助學生

力，會讓孩子的情緒一直處於不穩定的
狀態，尤其進入國小階段的孩子，要同
時面對課業壓力與嚴格的常規，所產生

去覺察與了解這時刻大家所共同感受
到的情緒之異同，並可利用顏色來代
表感受的多元與差異，教師並可透過
陪 伴 的過程，成為學 生情緒的支持
者，表現出對學生情緒的尊重、接納
與關懷，在這樣的環境下，建立起師
生共同擁有的正向情緒經驗，有助於
師生情感連結與增進學生情緒表達及

的心理壓力更加深其情緒不穩定的因
子。父母是孩子的重要他人，若也能了
解情緒教育的重要性，並運用於家庭教
養中，相信如此也能促進親子關係，孩
子有了正向的情感依附，將有助於其情
緒的穩定。因此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將聯
絡簿當成心情日記，寫下自己每日的心
情，並邀請家長一同來回饋學生的心

處理問題的動力。

情；或是邀請家長一同組成讀書會，藉
由分享過程，協助家長了解情緒並建立
情緒管理的觀念，也幫助彼此釋放情緒
壓力。

(三) 典範的學習
再多的言教都不及身教來得有效
果，若要情緒教育能向下紮根，教師
本身的情緒管理也攸關情緒教育能否
成功的關鍵。教師做的每件事，其實
學生都看在眼裡，因此教師本身必須
做出良好的示範，才能讓學生有認同
與模仿的對象。如果教師本身有良好
的 情 緒管理，在處理 學生衝突事件
時，就能帶著學生好好去覺察當下的
情緒，且試著說出感受與相互同理，
在處理過程中，也讓學生學習到如何
將情緒教育所學的技巧，運用於解決

(五) 校園氛圍的營造
情緒是二十四小時伴隨著我們，
因此要紮根情緒教育，並不是只有口
號，而是要在校園中營造一個整體的
氛圍，讓學生在這樣的氛圍中，漸漸
地被感染，將情緒教育內涵內化於日
常情境中。首先，校園的公共空間，
可以張貼一些情緒形 容詞，如「 安
心」、「平靜」、「難過」、「沮喪」等，
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到如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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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些情緒形容詞，而不是在情緒當
下只會用「開心」或是「生氣」來代
表情緒。在活動方面，可以舉辦繪畫、
作文或書法比賽，讓學生在參賽過程
中，可以抒發自我情緒，也可向他人
分享自己的情緒。藉由校園氛圍的營
造，也讓學生了解到因事件所產生的
情緒與感受是被允許的，是不需要隱
藏的，情緒本身沒有好壞之分，有問
題的是不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

六、結語
目前國內施行情緒教育的困境就
是情緒的表達與宣洩，對普遍國人來
說，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大人的情緒
從未被同理過，故要教育下一代，是
有 困 難的，因此 期待 藉由以上的建
議，能翻轉教師對情緒教育的卻步，
從上到下一起來學習情緒管理。人的
一生無法與情緒切割，情緒管理是一
輩子的課題，學校進行情緒教育，受
益的不僅是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教
師也同樣可以學得情緒管理技巧。尤
其情緒智商是需要從小培養的，讓孩
子在學習過程中自然地內化，並培養
同理心，如此可協助兒童提升同儕關
係與問題解決能力，以營造快樂的學
校生活。因此，情緒教育不僅是啟蒙
兒童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更是培養其
未來能否具有問題解決能力與擁有健
全的全人格的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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