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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幼兒園融合班繪本媒介的特殊幼兒情緒教學 

曹純瓊 黃淑珍 張麗霞 
台中市慧明幼兒園 高雄市怡親幼兒園 台中市慧明幼兒園 

 

摘要 

    繪本是幼兒園最常採用為情緒教學的媒介且有良好成效，然而實際實施情形特別是在融合

班則少為文探討之。本文因此透過參與式觀察紀錄和文件蒐集方式，以繪本展開主題教學活動

為課程特色的親親幼兒園彩虹班（1名教師 15名幼兒之融合班/中班）及2名個案（小涵、小

倩）為例，淺論其透過繪本閱讀融入主題活動並結合幼兒小書/兒歌創作、臉部表情及創意肢體

動作、同儕典範與模仿、戲劇扮演、學習區情境佈置等多元策略的應用，並結合家庭關懷及社

區資源運用，有效化解兩名幼兒的情緒問題。 

關鍵字：繪本閱讀、情緒教學 

 

壹、前言 

    培育幼兒情緒發展在幼兒園是重要的教保活動目標之一。美加日等國家更將之視為國家重

要教育政策之一（CASEL, 2013）。相關研究皆指出幼兒園階段開始培育幼兒情緒發展能力不僅

可強化兒童健康與安全，且對其未來學業表現及終生學習皆有正向影響（Zins, Bloodworth, 

Weissberg, & Walberg, 2007）。確實有許多有學習困難的小學生在學齡前階段即已出現受到成人

關注的社會情緒問題（Forness, Kavale, MacMillan, Asarnow & Duncan, 1996)。嬰幼兒於早期發展

階段出現的生氣、反抗、易分心或退縮等負向行為，亦有可能隨著年齡增加而仍持續存在（Carter, 

Briggs-Gowan & Davis, 2004)。部分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及對立反抗症（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學童於嬰幼兒時期有衝動、易怒、反應激烈等行為（梁真今譯，2015）。幼兒園教師

深感困擾的情緒行為問題，據相關研究可分有三大類：入學適應與分離焦慮的發展適應困難、

自閉症/注意力不足/智能障礙等身心因素導致的特殊適應困難、及攻擊或內向退縮等家庭社會

因素導致的行為適應困難（吳珍梅、程小蘋，2013）。 

為有效改變幼兒情緒問題或/和促進幼兒情緒發展，學前特教師會採用多元的策略方法。常

用策略如：引導幼兒理性思考原因自我尋找最佳問題解決策略或自我指導/規範等的認知策略、

正增強/忽視/轉移注意力或楷模典範的行為策略、或情感同理等策略的運用。針對特殊幼兒則

尚有社會故事、地板時間、感覺統合等等方法的應用。不過，在幼兒園最常運用的是繪本教學。

自從教育部於 2001年推動全國閱讀計畫以來，繪本在學校、民間團體及家庭已是普遍的成人/

親子互動的最佳媒介，也是幼兒容易接近和喜愛的物品。透過繪本進行情緒教育或情緒教學在

幼兒園也是常用的策略，且有相當成效。聆聽或閱讀繪本的功用不僅止於促進幼兒讀寫萌發、

語言/認知的學習與發展，且有助於培育幼兒創造想像力、美感及社會情緒等發展能力。本文因

此透過參與式觀察記錄與文件蒐集方式，以繪本展開主題教學為特色的高雄市私立親親幼兒園

（化名）實務例，淺論幼兒園融合班繪本媒介的情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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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幼兒情緒發展與情緒問題 

一、情緒的定義 

    「情緒」是由大腦的前腦（大腦皮質的前額葉、邊緣系統的顳葉）及中腦（下視丘、下視

丘與腦下垂體的內分泌系統）負責控制與調節的（朱迺欣，2010）；是個體對內在與外在刺激的

整體主觀反應，是行為(表情、身體動作及工具行為)的生理變化(情緒的生物化學、內分泌、腦

機能等)及情緒經驗(情緒的解釋、外在事件評估及主觀情緒感覺)的統合（簡淑真，2001）。目前

教育部（2012）積極推動「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的情緒領域，亦具體界定「情緒」

為「個體解讀內外刺激而產生的生理與心理之整體反應」，並將幼兒情緒分有情緒覺察與辨識、

情緒理解與表達、情緒調節等四類情緒能力。一般，情緒又可分為正向情緒（愉快、樂觀、興

奮、自信、平靜、喜悅等）和負面情緒（生氣、憤怒、仇恨、不高興、忌妒、恐懼、悲傷、憂

慮、不安、壓抑、迷網、不滿、憎恨、厭惡等）二類（朱迺欣，2010）。 

  

  二、幼兒情緒發展 

     談到幼兒的情緒發展，大多以動機理論說明不同年齡階段的基本需求與核心發展目標。應

用的理論有：Freud 的性心理發展期（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期、兩性期）之人格發

展論、Erickson的八個發展危機與任務（信任與不信任、自主對羞怯懷疑、創造進取對內疚、

勤奮對自卑、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親密對孤獨、繁殖對停滯、自我完善對失望）之心理社

會發展論、Maslow的X需求層次論（愛與隸屬需求、受人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與Z超

越靈性需求論、及Cartensen等（1999）強調社會互動、追求目標以滿足個體基本需求的社會

情緒選擇理論等。張春興（1998）提出情緒發展有二個原則：（1）其序是與生俱來的，但是

隨著個體生長成熟而逐漸分化，由簡單而趨複雜；（2）情緒表現時機與情緒動機作用而產生

的行為多受到學習因素影響。林傳鼎（1963）具體指幼兒情緒發展遵循泛化、分化、及系統

化的三個發展階段，且有一定的發展順序並在五歲時多已分化完成，性格亦定型並有個別差

異。新生嬰兒一出生即有愉快與不愉快的兩種可清楚辨別的情緒反應，出生半個月至第 4個

月末分化出現欲求、喜悅、厭惡、煩悶、驚嚇等情緒；4~6個月大嬰幼兒出現社會性情緒；直

至入小學前，陸續有親愛、同情憐憫、尊敬及羨慕等 20多種情緒（林傳鼎，1963）。 

 

  三、幼兒園受關注的特殊幼兒情緒問題與可能原因 

（一） 特殊幼兒的情緒問題 

    僅提出目前在幼兒園最受注目的特殊幼兒情緒問題，分有以下三大類： 

1.分離焦慮與拒學 

    分離焦慮或牽絆（幼兒或家長之於對方的或雙向的）、幼兒不適應團體生活（新生或寒暑假

過後的開學期間）或拒學等問題是幼兒園教師感到困擾的挑戰；拒學幼兒可能有情緒行為問題

或症狀：幼兒在幼兒園有腹痛發燒、食慾不振/偏食、頻尿、長時間感冒等症狀，假日或不上學

則症狀減輕消失且情緒安定，上學則症狀再現；周末假日手足互動良好而平日上學前或回家後

則有激烈爭鬥；日常生活習慣變差（曹純瓊，2013）。 

2. 受虐兒的創傷與憂鬱不安 

嬰幼兒受到長期疏忽照顧或遺棄、身體虐待（受到踢踹、毆打、綑綁、推摔、燒燙或過度

體罰等）、性虐待（猥褻或強暴）、精神虐待等皆是受虐的可能情形；多發生於家庭或校園/托嬰

中心。根據調查（高媛媛，2005），嬰幼兒最易受虐類型是身體虐待（0-2歲最易因此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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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序是性侵害（高危險年齡層 13歲、5-7歲）、疏忽、攜子自殺（0-5歲最易因此致死）、

心理虐待。身體受虐兒童會有以下情緒行為問題：不肯解釋或解釋不清楚身體的新舊傷痕或骨

折脫臼等創傷，非常愛哭或從不哭泣、害怕回家或對成人肢體接觸表現敏感或害怕等（高媛媛，

2005）、表現出對施虐者的恐懼害怕/憤怒與不安、容易分心和過度反應、自我價值感低或自怨、

攻擊或退縮、或甚至引發憂鬱症（Murphy & Cascardi, 1999; Shields & Cicchetti, 1998）。 

3. 發展遲緩與身心障礙兒童的情緒行為問題 

    自特殊教育法於 1997年第一次修訂以積極推動融合教育以來，特殊兒童特別是輕度兒童

在普通班的安置率逐年增多，以近五年 3月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統計為例，自 2010年 11082

人持續增加到 14017人。一般幼兒愈年幼其情緒管理愈弱，而其思維亦以自我為中心，因此

在班級常有哭鬧及攻擊等情緒行為問題；特殊幼兒也不例外，且因其發展遲緩或症狀而可能

更易有多樣的情緒行為問題。以下僅摘要Kutscher, Attwood, & Wolff (2014) 論述下列兒童可能

的情緒行為問題（引自曹純瓊等譯，2015）： 

(1)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自我控制弱而易分心、無法控制內在思考而衝動、過動、過度反

應、缺乏彈性且暴躁易怒，可能會說謊/咒罵/偷竊或責怪他人，並可能伴隨有焦慮症、憂

鬱、學習障礙、自閉症或妥瑞症。 

(2) 對立反抗症和破壞行為障礙嬰幼兒可能固執、不聽話、易怒、懷恨、有暴力、自尊低，

家庭不和睦或家教過嚴而使其情緒行為問題惡化。 

(3) 自閉症和亞斯伯格症兒童的情緒問題主要是對於他人臉部表情、聲音語調及社交背景中

出現的非語言情感表達之覺察的情緒理解困難、以及情緒表達；若有較廣泛的社會化和

溝通問題則會引發焦慮、固著刻板或重複性的儀式化行為、粗魯、不專注、懼怕同儕、

如局外人般的古怪、社交上不受歡迎。 

（二）情緒問題的可能原因 

    幼兒情緒問題可能原因大致可分為個人和環境二類： 

1.個人原因又分有： 

（1）神經生理的發展因素：(a)基因缺陷或基因突變，如自閉症族群有與疾病相關的基因體套

數變異（CNVs）之存在，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與DAT1基因變異有關；(b) 可能與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有關的神經傳導物質異常或缺乏維生素/微量元素而有多巴胺系統的基因調控

問題（Brain Enhancement Program, 2014）等（高淑芬，2014）；(c)大腦任何可能影響情緒

行為問題之部位結構、器質損傷或功能障礙，如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可能有關的神經發

展早期腦下皮質受損 (Halperin & Schulz, 2006；引自黃惠玲，2008）。 

（2）個人心智或健康因素如：認知/智能發展遲緩或障礙、磨娘精的氣質類型、學習困難、身 

     體病弱等。 

2.環境因素：(a)家庭因素，如：家長本身的情緒困擾、父母關係欠佳或管教不一致的家庭衝突、

負面管教、父母過度寵愛保護等、家長忽視/虐待或遺棄等；(b) 學校因素，如：教室或人力

不足、教師工作負荷過重而無多餘時間輔導特殊需求兒童、教師特教專業不足、缺乏行政支

持、缺乏社會資源應用等（徐明，2010）；(c)社會因素，如：電視電影及新聞媒體等的不當報

導或不良示範、色情娛樂或場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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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繪本媒介的情緒教學 

   繪本是成人在家庭或幼兒園最常用來與幼兒互動的最佳媒介。繪本閱讀亦是幼兒最早期的閱

讀書籍經驗。幼兒聆聽繪本的經驗有助於培育創造想像力、提升語言能力、豐富人際關係、未

來學業表現，也有助於情緒的發展。今井靖親和坊井純子（1994）即發現幼兒聆聽繪本有助於

培育幼兒的共感性和協調性，並因此促進其心情理解，特別是喜悅的情緒要比悲傷或恐懼情緒

的效果更佳。MidShift (2015)亦指相關研究顯示，閱讀繪本有助於教導幼兒情緒性讀寫能力，特

別是繪本中的圖畫提供視覺性脈絡線索，如繪本內主角的臉部情緒表達等。針對繪本圖畫角色

的情緒狀態或臉部表情，翟敏如（2014）發現對幼兒學習臉部情緒表達特徵仍有限制，不過其

研究結果支持一系列情緒繪本教學有引導幼兒討論情緒和原因、情緒發生反應、情緒調節技巧

類型等效果。 

    繪本之於特殊幼兒，例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幼兒，也能從聆聽或閱讀繪本中促進身心發展

與情緒理解，近藤文里（2010）指繪本對特殊幼兒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提供的良好支持，在於

繪本具有視覺表現（明確的圖畫連續性、故事背景完整性、能與心交流的且有變化的色彩與形

狀、圖畫視點、繪本方向性、繪本大小等）與文章表現（擬音語/擬態語/重疊語的使用、主角

擬人化、現實或虛幻世界、作者主張等）以及圖畫與文的關係等特徵。此外，小野、石川（2014）

亦指出，2歲幼兒於閱讀過程中維持高度專注的傾向與成人（母親）對幼兒的表現予以肯定的

回應有相當高的關聯，而且幼兒的發話量與變化、模仿的增加、表達語彙及語句長度等有顯著

的進步；相對的，成人「否定的回應」有引發幼兒維持專注力較弱傾向。近藤惠美子、山本里

（2013）發現成人透過每日固定時間的繪本閱讀團體活動，有促進 2~3歲自閉症幼兒的共同注

意和情動能力之效果。 

 

肆、融合班繪本媒介的情緒教學案例分享 

    繪本媒介的情緒教學如前述有諸多效益，至於如何實施呢？以下透過個案訪談、文件蒐集

等方式，試分享以高雄市私立親親幼兒園彩虹班（融合班/中班）融入情緒教學的繪本主題教學

活動（每個主題活動實施約 2個月）對二個案例之影響。彩虹班教師為服務滿 24年之資深教保

員兼教保組長（本文第二作者；化名珍珍老師）；幼兒 15人（女 11人、男 4人）。 

 

一、 案例一： 

小涵是三代同堂獨生女（家庭決策者為國中退休的祖母），父親有弱視和語言障礙（領

有身障手冊），母親是護士；小涵原本個性開朗且樂於助人，這學期因父母鬧離婚而在幼兒

園常有分心不安表現，但是會跟老師敘說自己的苦惱（只能父或母擇一同住）。 

（一）活動一：「給可可的一封信」 

   珍珍老師亦注意到小涵有段時間變得較少說話，與同學互動也不像之前的活潑熱絡，因此配

合主題「熱呼呼的三封信」，選擇閱讀繪本「熱呼呼的三封信」（文本：送信鳥啾啾發現生病住

院的可可沒收到任何信件就做了三封信給可可）（文/圖：兔子波西/貓妮妮）和團討、以及分享

「父母寫給自己的第一封「期待」的信」（事先請父母寫好），並以「給可可的一封信」學習單

做為延伸活動；目標在引導幼兒表達自己內心感覺與期待，並藉此找到小涵的不安及內心想法。

閱讀「給可可的一封信」和分享了父母寫給自己的第一封信之後，跟幼兒團討分享『自己若是

文本中的主角－生病住院的可可沒人探望也沒收到信件，會是怎樣的心情呢？』小涵，是沒有

收到父母第一封信的幼兒之一，團討時不像過去分享活動經常主動快速發表自己的法，而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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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怪異。在延伸活動的分享過程中，珍珍老師從小涵的學習單『媽媽我愛妳謝謝妳每天接我

上下學』驚覺到最近涵媽不再像過去再忙都會來學校接小涵回家。與涵媽電話連繫才知道『爸

爸媽媽正準備辦離婚手續，每天為了撫養權大人心情都不好！』難怪團討分享過程小涵的表情

一直很怪且少了自信。隔天一早媽媽帶小涵到校，小涵哭著臉不想離開媽媽也不想進教室，在

老師安慰後才轉身抱緊老師哭泣，好讓媽媽離開去上班。 

（二）活動二：「你好，有信喔！」（圖文：秋山匡、譯者：米雅） 

    有了寫信給可可的經驗後，幼兒開始會寫信給自己的好朋友，但是信件常掉在地板上沒人

理會。珍珍老師於是請幼兒討論如何解決此問題，由於意見不一而無定案。隔日珍珍老師選擇

閱讀繪本「你好，有信喔！」（文本：佳佳用紙箱做了一個郵筒，隔天郵筒滿是信件…變成送

信郵差）展開團討分享『自己想要寫信給誰？自己的小天使是誰？當自己收到信時的感覺如

何？』，之後安排藝術創作（我的小天使畫像、我的信箱）和天使信箱活動，希望透過藝術創作

也能讓小涵抒發內心情緒。天使信箱活動設計的紅色郵筒擺在教室門口外，珍珍老師跟幼兒也

可以寄信給老師哦。當值日生小郵差將小朋友寄給小涵的信（小天使圖畫卡）拿給她時，她開

心的笑了。小涵對於父母吵架的不愉快與不安，似有暫時減緩情形。 

     珍珍老師雖然亦規勸過涵媽：是否可讓小涵完成幼兒園教育後再搬回東港娘家。小涵爸媽

仍決議盡快離婚。這段日子，小涵的難過和焦慮情緒更為明顯了！ 

（三）活動三：「負責的小郵差」 

珍珍老師決定利用主題時間再進行延伸性的繪本閱讀活動，並選擇閱讀「小郵差傑克」（傑

克幫生病的郵差爸爸送信）引導，讓小涵瞭解分開仍可透過信件聯繫感情，並希望藉此活動安

撫她不安的心情。主題時間先回顧上一週閱讀的繪本『送信鳥啾啾如何將信件送到目的地』之

情節探討：『送信鳥晚上要送信給誰？為什麼？牠得到什麼回報？ 』之後，做生活經驗延伸與

分享：『如何將信件傳送給對方？有誰可以幫忙傳送信件呢？』。 

延伸活動先引導幼兒欣賞繪本「小郵差傑克」封面和作者（文：莎莉‧葛第禮，譯：林秀

娟）（文本：幫感冒的郵差爸爸送信的傑克追尋被風吹走信），再分享封面的感覺。然後，以對

話互動方式與幼兒分享故事情節，再團討：『郵差的工作是什麼？他用哪些物品來裝信件？如果

你是個小郵差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接著進行「小郵差」藝術創作、「送信鳥啾啾」兒歌創作。

經過引導和討論後，師生共創的兒歌：『送信鳥、送信鳥叫啾啾。可年的可可沒有信，躲在被子

裡哭泣。送信鳥啾啾想辦法，送上熱呼呼三封信。生病的可可病好了，幸福健康過生活。』 

「熱呼呼三封信」主題活動目標在傳遞幸福給需要的人；活動期間遇到小涵的父母離異事

件，對原本有自信、樂觀開朗的小涵內心產生極度不安焦慮、不愉快的情緒變化，因此嚐試搭

配主題並選用合適的繪本引導小涵瞭解大人的事件跟小涵本身無關，並讓小涵瞭解老師和小朋

友都會想念小涵，且可透過多種方式彼此連繫感情，因此小涵在學期中要離開幼兒園的那一刻

雖然難過但是焦慮的心情平靜許多，涵媽也很感謝師生的幫助。 

 

二、案例二：愛批評的小倩 

    珍珍老師發現班上小朋友們搞不清楚「關心」和「批評」的語意與用法，有時為了讓對方

知道自己做錯事皆以『我要告訴珍珍老師了』來提醒對方，其中又以愛管閒事的小倩最愛使用

此提醒話語和告狀。珍珍老師因此決定以「是蝸牛開始的」作為主題活動，以協助幼兒如何用

適當的語詞及方法解決此困擾。主題架構、活動內容與流程、閱讀繪本名稱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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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說話的藝術」，珍珍老師運用繪本「是蝸牛開始的」（文/卡特雅‧雷特爾、圖/安格拉‧

馮‧羅爾，譯/方素珍）和團討的經驗圖表，引導幼兒瞭解「愛批評的傷害」。經驗圖表記錄了

幼兒對『批評話語的感覺』如：『小芸：聽到批評的話會不開心，如說我胖小妹!聰兒：聽到批

評的話會很生氣，如我像小男生! 苓苓：聽到不好聽的話我會很難過，如我很醜!睿睿：別人批

評我會很孤單，如說我是小氣鬼!小毅：聽到批評很煩ㄟ，如我像長臂猴手很長!小倩：我不知

道什麼是批評的話!』小倩雖說不知道，不過在「表情遊戲」和「我的心情記錄畫」中透過看境

中的同儕和自己臉部表情以及畫畫中表現了對批評語的生氣反應；會跟珍珍老師解釋：『他們說

我的不好時我會不舒服！』 

    為了讓孩子瞭解什麼是好話、什麼是不好聽的話，珍珍老師跟幼兒分享繪本「最想聽的話」

（圖文：夏綠地．佐洛托，譯：林良），以引導幼兒分享自己最想聽的話，如：『小佑：今天你

好漂亮，因為你把頭髮整理乾淨，髮型很漂亮！小芸：你很善良，願意幫助別人！小倩：伶伶

你穿的衣服很漂亮很好看！但是昨天的我不喜歡！』珍珍老師發現小倩開始模仿說好話，但是

 

＊親善大使  

繪本分享： 不守時的小公雞  

→故事情節探討：（ 1）小公雞有 什 

      麼特徵？  

     （2）小公雞不守時造成什麼 

      困擾？最後小 公雞如何挽  

      回大家的認同？                  

→團體討論： 如何幫助爽約的同學  

→學習單：什麼事親善大使  

→製作親善大使背帶  

→設計大使宣言圖  

＊親善大使宣導  

繪本分享： 誰最有勇氣  

→如何做好親善大使責任  

→團體討論：  

（1） 如何到各班做宣導活動？  

（2） 宣導內容是什麼 ？ 

（3） 需要哪些能力呢？  

→繪本分享  

→親善大使宣導篇  

＊有話告訴 -愛批評 

  繪本分享：是蝸牛開始的  

   →被批評的感覺分享 (經驗圖表 ) 

   →表情遊戲（開心和生氣的表情）  

   →說話的藝術（優點大爆炸）  

   →我的心情 記錄畫（轉成每日出席表）  

  ※學習區：語文區 -心情卡配對遊戲  

是蝸牛開始的  

說話的藝術  
關心和接納  

愛的傳遞  

親善大使  

＊最想聽的話  

  繪本分享：最想聽的話  

   →什麼事好聽的話呢？  

   →好聽的話分享（經驗圖表）  

   →愛的抱抱（與好朋友說好聽的話）  

   →記錄畫：與家人說好聽話時的表情  

   →學習單（與家人說好聽的話記錄下來）  

   

＊好朋友  

繪本分享 -兩個好朋友  

→分享對”好朋友”的定義  

          （經驗圖表）  

→繪本賞析 -兩個好朋友  
→故事情節探討：  

  ＊故事中的主角是誰？  

  ＊兩棵樹常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大樹會枯老呢？  

→分組活動：（ 1）吹畫  

           （2）插圖設計  

→藝術創作：兩棵樹  

＊大家都是好朋友  

→回顧主題繪本 -是蝸牛開始的  

→探討叮嚀與批評的不同  

→兒歌創作：大家都是好朋友  

→兒歌海報插圖設計  

※學習區：語文區 -兒歌字卡  

 

＊聽語兒童的學習  

→什麼視聽與兒童呢？  

→網路搜尋資料  

→欣賞聽語兒童表演  

→團體討論：如何幫助聽

語兒童？  

→如何募款  

→分組活動：  

（1） 設計祝福大書  

（2） 製作募款海報  

＊親善大使募款活動  

→結合親善大使宣導活動  

→團體討論：  

（1） 募款對象設定  

（2） 如何安排宣導人員  

（3） 募款時間  

（4） 募款地點  

→募款活動開始  

→製作親善大使募款輪值  

  表。 

→結算一天募款所得並做  

  紀錄。 

＊參訪雅文基金會  

1.捐贈募款所得  

2.贈送愛的大書  

3.贈送祝福小書  

＊彩虹班戲劇  

→利用主題繪本內容演戲劇  

→問：銀河班可以創作戲劇嗎  

→想：如何演戲劇？需要哪些  

      元素呢？  

→作：分工合作完成任務  

→評：演戲後的心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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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少不了批評的話語。於是利用學習單請幼兒回家記錄家人分享自己優缺點的感覺並以圖像記

錄下來。隔天的分享活動，小倩說：『我不喜歡別人說我不好；媽媽也告訴我自己不喜歡的也不

能對別人說！』有了新體驗，小倩與同儕互動時批評話語慢慢減少了，但仍會批評同學的創作。

例如，有天小倩對著小佑（一位眼睛斜視且弱視的男童）說：『小佑!你在畫什麼呀！你畫得好

醜喔！』小佑聽了很生氣的對小倩說：『妳走開啦！要妳管喔！』小倩回應『：幹嘛那麼兇！我

要報告老師！』珍珍老師因此與幼兒分享繪本「兩個好朋友」引導幼兒了解好朋友的定義和應

該如何與好朋友相處。團討時，幼兒會說：好朋友是『不會吵架每天一起玩』、『要相親相愛』

等；小倩說：『好朋友是永遠都不分開！』珍珍接著問小倩：『好朋友對你說：妳畫的好醜時的

感覺如何?』小倩低著頭說：『我會很難過而且很不開心！』珍珍老師再問：『如果知道自己對朋

友說話是不好聽的，該如何解決呢？』小毅：『跟對方說對不起就可以啦！我們還是好朋友！』

透過繪本分享，珍珍老師發現幼兒們的互動關係更和諧、告狀情形也減少許多；小倩與同儕互

動而有說出批評話語，也會勇敢主動向對方道歉。之後的親善大使活動和愛的傳遞次主題活動

中，幼兒亦彼此學會互相尊重。二個月的主題活動讓珍珍老師很滿意地看到全班幼兒包含小倩

從愛批評和告狀的行為逐漸轉變為會說好話、尊重和助人的行為表現。 

 

伍、結語 

    對於身為以繪本展開主題活動為幼兒園特色的教師而言，最得心應手的即是繪本閱讀。珍

珍老師主要是透過互動式的繪本閱讀，以溫馨和同理的角色與態度，搭配團討分享故事主角所

遭遇的問題和問題解決，再延伸引導幼兒面對實際生活經驗/事件的問題與解決的討論，並透過

幼兒創作分享（寫信、畫畫、經驗圖表、小書或兒歌創作）、臉部表情及創意肢體動作、同儕典

範與同儕模仿、戲劇扮演、學習區情境佈置等策略的應用，結合對家庭的關懷與支持、以及社

區資源運用（參訪特殊機構）等，嘗試化解前述案例的情緒問題，而確實也從個案及其家庭、

全班幼兒的言行舉止獲得正向回饋。 

繪本媒介運用得巧，確實有助於輔導融合班幼兒的情緒問題和促進情緒發展。單純閱讀繪

本給幼兒聆聽絕非是完美策略。繪本選用、將個別幼兒輔導目標融入班級主題活動、活動規劃

與策略選擇、教師角色扮演、課程進行過程中因應幼兒興趣的活動鋪陳與延伸、突發狀況處理、

以及親師生良好關係等皆是左右繪本媒介情緒教學/輔導的成功要素。 

培育兒童因應未來社會環境的基本能力是多國教育改革重點，而基本能力中的情緒能力更

是國家教育政策之一（孫敏芝，2010；CASEL, 2013）。美國學前教育辦公室（Offi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015）具體指出學前教育計畫宜支持幼兒有意義的社會情緒發展，因為證

據顯示與幼兒園教師發展出溫馨正向關係的幼兒是好學的、上學態度是正向的、較有自信且在

教室也有較多成就；自幼兒園畢業的幼兒已然具有良好情緒基礎，能參與/談論和運用自我及他

人情感覺察並於每天都有較佳的社會互動管理。作者群接觸學前幼兒至大學生，深感情緒能力

培育的重要，培育什麼（有系統的、有方向/目標的）和怎麼培育（策略方法）亦很重要；因此

著墨供參，期大家重視此話題並期拋磚引玉，樂見未來開發實徵性研究支持的系統化培育課程/

活動設計，也樂見處處是友善校園、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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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cture-books was the most frequent using and useful media for emotion teaching in preschools, yet few papers discussed 

the actual practices especially in an inclusive class. This paper therefore used participating observers recording and documents 

collecting methods to analyze how the emo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were implemented through picture-books-based thematic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n inclusive class named rainbow with 1 senior teacher (Zhen-zhen) and 15 kids (included 2 kids with 

emotional problems). Results showed teacher Zhen-zhen used picture-books reading combined various strategies including 

guiding kids to create little books and songs, peer model and imitation, drama play, learning corner arranging, and also 

providing family concern and using community resources to effectively resolve or adjust 2 kids’ emotion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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