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學生別生氣─談生氣控制的方法及注意事項 

蔡明富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壹、前言─生氣會付出代價 

生氣是人類普遍的現象，學生亦會出現生氣情緒。但是生氣可能會讓人思考

失去理智，生氣情緒的爆發，往往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具備高 EQ 與學生未來競

爭力息息相關，兒童處理生氣情緒的能力，無法比一般成人來得成熟，值得教育

工作者留意。過去研究(Taylor & Novac, 2005)顯示特殊學生易出現生氣控制不

佳的問題，Taylor(2002)更指出特殊學生無法順利掌控生氣情緒易造成問題行

為，長期不適當的表達生氣情緒，會導致其同儕關係不佳（如：被拒絕、受忽略）。

江姿穎（2009）發現學生缺少適當的生氣調節策略，可能是增加反社會行為與非

行行為出現的關鍵因素之一。林惠玲（2009）亦發現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學生在生

氣情緒引發後，確實會出現行為抑制表現變差的情形。顯見生氣情緒控制與學生

的生活適應有相當程度的關係。特殊學生出現生氣的情緒時，教師應採取適切方

法協助學生控制生氣情緒，因此，如何「教導」其學習控制生氣的方法甚為重要。 

    亞里斯多德說：「誰都會生氣，沒什麼大不了。但如何在適當的時侯、對適

當的對象、用適當的方式，適當的發完脾氣，是件困難的事。」學生面對困境，

除了生氣以外，還可以怎麼做，為了避免生氣情緒綁架學生的理智，教師可以利

用有效方法教導學生掌控生氣的情緒。目前國外有許多專書探討生氣控制議題

（陳信昭、陳碧玲譯，2009；Cornwell & Bundy, 2009；Faupel, Herrick, & Sharp, 

1998；Feindler, 2006；Golden, 2003；Gulbenkoglu & Hagiliassis, 2006；

Taylor & Novaco, 2005），筆者曾編著「淡定 So Easy-輕度障礙學生生氣控制

課程彙編」一書（蔡明富，2012），內容包括生氣控制的理念及課程設計實例，

從中可協助國內教師了解如何為學生設計生氣控制的課程。本文將試著從生氣的

控制方法及實施時應注意事項加以闡述，以利教育工作者編製及實施相關教材參

考使用。 



 
 

貳、為何會生氣─談生氣的歷程 

當出現生氣情緒時，除了會讓個體產生外在的反應或激動狀態之外，也會導

致個體內在的心理壓力等（Golden, 2003）。一般而言，不當地生氣會對個人身

體健康及人際關係方面，形成負向影響。美國羅斯福總統曾說 ：「成功公式中，

最重要的一項因素是與人相處」。故生氣後，可能會付出意想不到的代價。但適

度地表達生氣情緒有其正向功能，例如激勵個體向上、達到與人溝通的功能，如

果出現生氣情緒未加以妥善面對及紓解，將對個人之人際關係、個人身心健康，

或行為表現等產生負向影響。當我們瞭解生氣情緒的意義及正負向功能後，更重

要的是要了解生氣的歷程，了解生氣經驗在何時會明顯地影響或危及個體的生活

適應。生氣是一種連續性的歷程，包括引發生氣情緒的事件或情境、生氣情緒的

激起，以及生氣情緒的表達等。因此，要編製生氣控制課程時，需要對生氣情緒

的歷程有完整的了解。生氣的發生，與個體對刺激事件的認知歷程息息相關。生

氣源自於個體對所經歷的情境、觀點、人物、事件等，採取非理性信念與價值去

作判斷與評價，最後，個體會依自己認為「理所當然」的想法去判定，結果當真

實情況與自我經驗相衝突時，生氣就產生了。故教師在教導學生時，有必要讓學

生了解其生氣的導火線為何，以及學生面對生氣所採取策略為何，以利教導學生

如何適切地自我控制，避免形成生氣情緒的困境。 

綜合以上生氣情緒歷程的說明，個體引發生氣的刺激、生氣的表達與因應是

生氣歷程重要的成份，在教導學生生氣控制課程中，教師需要了解學生生氣歷程

為何。從蔡明富（2012）所編著專書之附件「認識你的生氣情緒」問卷，將有助

教師調查學生的生氣歷程，另此專書第二至四章，曾對國中小普通及身障學生進

行問卷調查，並將國中小學生之生氣歷程的調查結果予以分析，有助於教師了解

學生在學校、家庭情境之導火線為何，以及學生面對生氣情緒處理的方法。整體

而言，了解學生之生氣歷程，將有助於教師教導學生學習適當的生氣控制技巧，

避免學生以不當的生氣方式處理問題。 

 

 

 



參、我會控制情緒─生氣控制的課程設計 

蔡明富（2012）參酌相關文獻（陳信昭、陳碧玲譯，2009；Faupel et al., 

1998；Gulbenkoglu & Hagiliassis, 2006），提出教導學生生氣控制的課程設計

架構，可分為三階段六策略之生氣控制課程設計流程，請見圖一，茲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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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生氣控制技巧 

        3.「學」：學習生氣控制的方法 

        4.「選」：選擇生氣控制的方法 

 
 

 

階段三 

●應用生氣控制技巧 

  5.「做」：實際執行生氣控制策略 

       6.「監」：執行監控生氣控制計畫 

 

圖一  生氣控制的課程設計流程 

 

 

 

 

 

 

 

 

 

 
 



一、階段一：認識生氣情緒內涵 

 
 

（一）「知」(Know)：認識生氣的意義 

教師首先要教導學生從生、心理角度認識生氣情緒的特徵，讓學生了解每個

人均會生氣，要如何善用生氣情緒才是最重要。同時亦要教導學生了解生氣產生

正向及負向後果，將有利學生重新認知負向情緒的影響，了解負向情緒對自己未

來發展與適應有不利影響，進而強化學生學習自我情緒控制課程的動機。故讓學

生了解生氣的真相是相當重要，如：每人會有生氣情緒是正常的、我們的生氣感

覺跟別人是相似的、我們的生氣感覺也可能與他人是不同的、我們應該對自己生

氣情緒負責任。 

滅 
火 
一 

滅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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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覺」(Awareness)：找出生氣的導火線 

要想調節生氣情緒，不只是要知道方法，更重要的是了解什麼原因會使人生

氣。有許多因素在影響學生的生氣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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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釐清學生生氣之導火線，學生未來可避免生氣情緒的發生。建議教學者

要能夠了解學生的生氣導火線為何，以利教學者教學時有所依據。 

 

二、階段二：學習生氣控制技巧 

滅 
火 
三 

（三）「學」(Learn)：學習生氣控制的方法 

當學生了解生氣情緒的意義及導火線以後，教師試著教導學生多元的生氣情

緒處理方法，例如:放鬆訓練、正向思考、休閒活動、表達想法…等，教師在課

堂上應重視學生的演練，提供多種情境及機會讓學生進行練習，以利學生能夠確

實地運用生氣控制技巧。當學生學會採用不同處理生氣的方式時，將有助其穩定

其生氣情緒，並可避免生氣情緒帶來的負面影響。 



滅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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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Choice)：選擇生氣控制的方法 

學生習得上述多元的生氣情緒控制方法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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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技巧，目的在增加學生多

元的因應策略，而非給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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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在選擇生氣控制方法時，可以參考生氣情緒處理兩大原則：不會

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不會讓事情變得更糟糕，只要學生所選擇的方法能達到上

述兩個原則，均是可行的方法。 

 

三、階段三：應用生氣控制技巧 

滅 
火 
五 （五）「做」(Do)：實際執行生氣控制策略 

學生在課堂上所習得生氣控制技巧，雖然學生在課堂有實際演練，但僅止於

課常上的練習，為增加學生之學習類化效果，建議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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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Monitor)：執行監控生氣控制計畫 

當學生學習上述方法之後，為了解學生是否能夠真正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教師可以協助學生擬訂生氣自我管理計畫，透過檢核表之練習及檢核，以利學生

能夠檢核自己生氣控制的執行情形及成效。 

滅 
火 
六 

 

肆、生氣控制有撇步─實施生氣控制課程應注意事項 

筆者曾帶領現場國中小特教教師及特教系大四學生進行生氣控制課程編製

與試教，根據編製教材及實施經驗，最後提出以下幾點注意事項供大家參考。 

一、本書所設計生氣控制課程乃屬於套裝課程，包括三階段六策略，一般而

言，建議教學時應把握上述套裝的課程，從認識生氣的概念、學會生氣控制方法

到實際執行生氣控制策略，將有助於學生了解生氣的真相、生氣控制的方法及生

氣控制的執行，學生才能達到「知」「行」合一。 



 
 

    二、適度表達生氣情緒有其正向功能，例如激勵個體向上、與人溝通的功能。

但生氣過度會對個體身體健康及人際關係形成負面影響。若未加以妥善面對和紓

解生氣情緒，將對個人之人際關係，或個人身心健康等產生負向影響。如何將生

氣的內涵讓學生知道是相當重點。故在第一節課程中，建議應讓個案了解每個人

均會生氣，但要學會控制自己生氣情緒，為自己的行為負責。除了教導學生了解

生氣情緒正向功能之外，亦需讓學生了解不當生氣情緒會對身體健康、人際關係

方面造成負面的影響，以避免影響自己或造成他人傷害。故教導個案了解生氣的

真相甚為重要，亦可以適時引發個案學習生氣控制的動機。 

    三、根據過去現場教學經驗，當學生出現生氣情緒時，教師常直接教導個案

處理生氣的方法，例如:深呼吸、離開現場…等。但是當個案可能連自己的生氣

情緒也無法覺察時，要學習如何控制自己生氣的情緒是有困難的。故建議第一節

課中，教師應教導個案辨識自己生氣情緒的生、心理反應，當學生覺察自己生氣

的特徵後，才會激發其學習生氣控制的意願。     

    四、教導學生生氣控制的方法時，採用策略應該考量學生的認知及年齡發

展，根據蔡明富編（2012）調查國中小學生生氣處理方法發現，不同年齡階段的

學生，所面對的生氣導火線及生氣控制方法，也會有所不同。例如：低年級學生

無法運用較高層次生氣控制方法，如採用改變成正向想法來控制自己生氣情緒，

對他們而言，是有困難的。故教師應考量學生的認知發展進行課程調整及教材設

計。 

    五、由於生氣控制的方法是相當多元，教導學生生氣控制方法時，有些教師

常結合多種方法於一節課教導完成，其實這會不利學生的學習，例如:教導學生

放鬆的方法，可以分成靜態、動態的放鬆方法，有的教學者就將所有相關放鬆的

方法在一節課完成，造成課程內容過多，除了影響學生學習內容的吸收外，也剝

奪學生演練的機會。建議教師應考量學生狀況，適度調整課程內容重點，盡量讓

學生多點學習及演練。 

六、一般而言，每位學生生長在不同生活環境，學生面對生氣時所採用的方

法會相當多元，建議教師在教導學生採取生氣控制的方法時，重點在提供學生「生

氣控制」的認知架構，而非給予學生固定、僵化的答案。學生在學習完成課程以

後，只要能夠學會如何情緒降溫的方法，採取何種正向的生氣處理方法均可行。 



 
 

    七、教師在實施生氣控制訓練時，常重視生氣控制方法的教導，整節課是以

認知的教導為主，學生雖然知道生氣控制方法有哪些，但卻常出現「知道」而「做

不到」的困境。建議教師在實施生氣控制課程時，除提昇學生對生氣控制方法之

「認知」外，亦要強調課程情境的演練，以利學生了解如何運用學會的技巧。此

外，學生在演練之前，建議教師可先進行示範，以利學生能夠順利演示及學習。 

    八、教師教導學生除了實際在特教班級運用此課程以外，也可運用至普通

班、家庭情境，如：教師可安排回家作業，鼓勵學生在普通班、家庭中實施，同

時應設計檢核表，隨時監控學生實施情況，如此將有助於學生達到習得技巧的類

化。故除了教室內學習，教室外學習及運用也是很重要。 

 

伍、結語─處理生氣情緒並不難 

生氣是一種情緒表現，雖然學生對生氣皆有不同的認知，且對於生氣程度有

所不同，但當生氣讓學生在生活適應處於困境時，教育工作者有必要教導學生能

夠適當地因應生氣情緒，並從中習得正向生氣控制方法。故當學生之生氣情緒來

臨時，可教導學生按下自己的停止鍵，學習轉個念頭、換個方式處理，才能適應

學校的生活。本文主要說明有關教導學生生氣控制時，應留意生氣的歷程，課程

設計可包括認識、學習及應用等三個階段，最後並提供實施生氣控制課程應注意

事項，未來教師在編製及實施學生之生氣控制課程時，可參考本文資料，讓我們

的學生能夠不再愛生氣，學會情緒降溫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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