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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再愛抓狂─特教教師如何設計生氣管理課程

蔡明富

壹、前言

每個人會出現生氣情緒，若生氣情緒控制不當，容易對個體產生負向的影

響，而引發攻擊等非建設性的行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個人受到威脅時，

他會考慮在此情況下，是直接表現出「生氣」，還是往內抑制讓自己有效地降低

威脅所帶來的傷害？如果個體認為表現出生氣會讓自己感受到掌握、控制情境，

易將衝突向外表現，產生許多問題行為。許多學者指出特殊學生長期不適當的表

達生氣情緒，易出現問題行為，會導致其同儕關係不佳，有的被拒絕、有的受忽

略。顯見生氣情緒與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有相當程度的關係。故如何建立學生對

生氣情緒之正確認知，並教導學生管理生氣情緒，教育工作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過去許多研究發現特殊教育學生，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自閉症、學習障礙、

智能障礙者生氣情緒管理有困難（Arthur, 2003；Harty, Miller, Newcorn, & Halperin, 

2009；Ho, Stephenson, & Carter, 2012；Taylor & Novaco, 2005）。根據十二年國民

教育課程綱要的內容，特殊教育學生學習除重視領域學習課程外，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亦值得重視，社會技巧領域屬於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之一，其包含處己、處人

及處環境等技巧，其中處己技巧與生氣管理關係甚為密切。生氣管理對學生的生

活適應扮演著重要角色，現場教育工作者常擔心學生出現生氣情緒，當兒童出現

生氣情緒時，如何「教導」學生學習生氣控制方法，甚為重要。因此，教育現場

亟需一套適合特殊學生之生氣管理課程，讓學生學習各種因應生氣的技巧，若學

生能夠妥善管理自己的生氣情緒，將有助於學生的身心及人際方面的適應與發

展。思考國內針對身障學生的生氣管理課程仍有再努力的空間，如何編製一套讓

現場教師易使用又兼具學理依據的教材，值得再開發。故本書主要目的在因應特

殊教育學生的特殊需求，編製生氣管理課程，以改善特殊教育學生的生氣情緒。 

貳、三階段六策略的生氣管理課程

    本書所編製生氣管理課程乃參酌相關文獻（陳信昭、陳碧玲譯，2009；蔡明

富編，2012，2013；Faupel, Herrick, & Sharp, 1998；Gulbenkoglu & Hagiliassis, 

2006），採取結合生氣情緒的認知、行為控制等理念，設計教導學生如何管理自

我生氣的情緒，特教教師在教導學生管理生氣情緒時，課程設計重點宜包括認

識、學習及應用等三個階段，關於本書所採用三階段六策略的生氣管理課程（見

圖一），可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認識生氣情緒內涵

（一）認識生氣的意義（知）

首先要教導學生了解生氣的正向及負向後果，將有利學生重新認知負向情

緒，瞭解負向情緒對自己發展與適應有不利影響，進而強化學生學習自我管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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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動機。另教導學生從生、心理角度去辨識生氣的情緒。最後，讓學生瞭解生

氣真相，每個人均會生氣，生氣也要有原則，例如：生氣時以不傷害自己、傷害

別人為原則。

（二）找出生氣的導火線（覺）

學生會出現生氣情緒，來自許多因素影響，在教導學生認識生氣的意義後，

接著教導學生要能夠覺察自己生氣的原因為何，一般而言，生氣的原因可能來自

人、事、物，經由找出學生生氣之導火線，學生未來可避免生氣情緒的發生。故

讓學生能夠了解自己生氣的導火線，有助於生氣情緒的降溫。

二、第二階段：學習生氣管理技巧

（三）學習生氣管理的方法（學）

當學生了解生氣情緒的意義及導火線以後，教師要教導學生處理生氣情緒的

方法，例如：放鬆訓練、正向思考、休閒活動、改變想法…等，教師在課堂要適

時引導學生去演練，讓學生能夠正確地運用生氣情緒的管理技巧。當學生學會採

用不同處理生氣的方式時，將有助於穩定其生氣情緒，並可避免生氣情緒帶來的

負面影響。

（四）選擇生氣管理的方法（選）

學生習得上述多元的生氣情緒管理方法之後，教師亦應試著讓學生有選擇不

同處理生氣方法的機會，教導學生多元的生氣情緒管理技巧，目的在增加學生多

元的因應策略，避免給學生固定的因應技巧，讓學生能夠選擇較適合自己的因應

策略。

三、第三階段：應用生氣管理技巧

（五）實際執行生氣管理策略（做）

學生在課堂上所習得生氣管理技巧，雖然學生在課堂有實際練習，但僅止於

課堂上的練習，為增加學生之學習類化效果，建議教師可協助學生能夠實際運用

這些技巧於學校、家庭日常生活之中。

（六）執行監控生氣管理計畫（監）

當學生學習上述方法之後，為瞭解學生情緒管理是否能夠真正運用於日常生

活之中，教師應設計學校或家庭情境的檢核表，讓學生在普通班或家庭情境加強

練習，並教導學生訂定生氣自我管理計畫，以利重要他人（教師、家長）或學生

能夠檢核生氣管理的執行情形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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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課程設計重點

階段一

●認識生氣情緒內涵

1.「知」：認識生氣的意義

2. 「覺」：找出生氣的導火線

階段二

●學習生氣管理技巧

3.「學」：學習生氣管理的方法

4. 「選」：選擇生氣管理的方法

階段三

●應用生氣管理技巧

5. 「做」：實際執行生氣管理策略

6.「監」：執行監控生氣管理計畫

圖一    生氣管理課程的設計流程

資料來源：蔡明富（2013） 

參、編製生氣管理課程的經驗分享

        台中市教育局於 107 年度辦理編製國中小特殊教育學生社會技巧課程工作

坊，此次工作坊以上述三階段六策略生氣管理課程為依據編製成果，筆者帶領台

中市國中小特教教師編製歷程中，提供以下經驗供參考。

一、課程設計方面

（一）編製理念：特教教師需要瞭解編製生氣管理課程的主要內容架構，包

含三個方面：認識生氣情緒內涵（包括辨識生氣情緒、了解生氣導火線）、學習

生氣管理技巧（學習及選擇生氣管理方法）、應用生氣管理技巧（訂定生氣管理

計畫）。

（二）學生特質：過去筆者所編生氣管理課程均以輕度障礙學生為主（蔡明

富，2012、2013）。此次課程適用對象分成國小資源班、特教班和國中資源班、

特教班，在編製課程時，宜留意學生的特質及特殊教育需求。教學重點宜根據學

生特質進行調整，例如：針對智能障礙學生宜多些圖示，避免使用艱深用語。

（三）課程重點：編製宜留意整體生氣管理課程架構（從認識、學習至應用）、

教學目標、適用對象、與十二年國教課綱關係（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各單元間連貫性及提供學生實際練習機會，使課程具備理論性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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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課程內容：由於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設計教材 ppt 版面，避免過多

文字敘寫，留意語句內容淺顯易懂。在提供演練情境時，每張 ppt 可設計一至兩

道情境題目，讓學生學習能更明確。總之，教師在學習內容及學習單設計要讓學

生清楚易懂，避免文字量過多。

        （五）教材結合圖片：在編製教材 ppt 內容，有的採漫畫圖片、真實人物照

片方式，另有的教材採用生氣管理的卡片，提供具體步驟及圖示，有利學生學習。 

（六）結合多媒體：教材內容可適時融入影音媒體（包括錯誤示範及正確示

範版本），影片內容加上字幕，影片情節盡量以學生實際在學校遇到情境進行設

計，貼近學生的真實生活情境，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

（七）加強學習類化：除根據生氣管理課程設計重點以外，教師在設計課程

時，提供回家作業（學校或家庭學習單進行深練），以利生氣管理技巧的類化。

二、教學注意事項方面

（一）教導學生學習生氣管理技巧宜多元化，可蒐集學生平日在學校或家庭

常使用的正向處理方法，避免教導學生使用單一生氣管理技巧，盡量讓學生有機

會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氣管理方式。

（二）教學宜加強學生的行為演練，如：設計生活情境題讓學生演練。每節

課結束前，盡量提供演練情境讓學生實際練習，避免學生能「知」不能「行」。

此外，也要加強學生行為的檢核（包括自我檢核及他人檢核），以達實施成效。

（三）如果學生的認知功能過低，無法參與拍攝生氣情境影片，建議可以找

學校教師或一般學生協助拍攝，以利拍攝正確示範影片。教學者在教學時可適時

說明影片拍攝內容，引導學生觀察影片重點，以利學生學習生氣管理的技巧。

（四）由於特殊教育學生具異質性，教學者宜實際試教，可深入分析不同程

度學生的學習效果，再根據實施教材的回饋進行修正。

肆、結語

特殊教育學生在生氣情緒有不同的表現，過去研究顯示特殊教育學生易出現

生氣情緒管理的困擾，當生氣情緒影響學生生活適應時，教育工作者有必要教導

學生能夠適當地管理生氣情緒。當學生之生氣情緒出現時，可教導學生學習放

鬆、說出來、改變想法等技巧，以利適應學校的生活。本書主要編製特教學生的

生氣管理課程，課程設計包括認識、學習及應用等三個階段，最後並提供實施生

氣管理課程的實施經驗，教師未來在編製及實施特殊教育學生之生氣管理課程

時，可參考本書資料，協助學生能夠不再愛生氣，學會情緒降溫的有效方法。此

外，由於特殊教育學生在教學現場，會因其不同特質及所處環境，而形成不同生

氣情緒，因此，本書在設計特殊教育學生之生氣管理課程時，乃以編製課程者本

身所接觸特殊教育學生的經驗加以編撰。建議現場教師未來參考本書所設計課

程，宜考量不同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及其所面臨的情緒管理問題，進行課程調

整，以利符合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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