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小特殊教育學生的生氣管理課程設計~國小資源班學生 

課程領域 特殊需求 課程項目 社會技巧 

教學對象 輕度功能缺損學生 課程名稱 生氣火焰山 

適用年級 三至六年級 教學節數 8節課，每節課 40分鐘 

設計教師 
王妍菲(龍泉國小)、吳明恩(泰安國小)、周珊如(沙鹿國小)、 

許珠芬(大雅國小)、蔡宗武(龍峰國小)、謝曉菁(永隆國小) 

核心

素養 

特社-E-A1 

   具備辨識、表達與處理正負向情緒的能力，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特社-E-A2 

   具備察覺自我壓力與習得各種抒解壓力方式，解決情緒問題。 

特社-E-A3 

   具備認識自我、接納自己，以及利用優弱勢能力，擬定與執行問題解決計 

   畫，充實多元的生活經驗。 

特社-E-B3 

  具備欣賞藝術創作，促進多元感官發展與美感體驗的能力，培養轉移注意 

  力與心情的能力。 

特社-E-C1 

   具備理解道德與是非判斷的能力，並遵守學校基本規範與法律的約束。 

特社-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並樂於與人互動的態度。 

學習

表現 

特社 1-E1-1處理情緒(一) 
1.分辨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2.表達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3.分辨他人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特社 1-E2-1處理情緒(二) 

1.嘗試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 

2.分辨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與強度。 

3.表達自己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特社 1-E3-1處理情緒(三) 

1.理性評估引發不同情緒的原因。 

2.分辨他人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3.表達他人複雜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4.嘗試處理自己複雜的負向情緒。 

學習

內容 

特社 I-E1-1基本情緒的認識與分辨。 

特社 I-E2-1基本情緒的表達。 

特社 I-E3-1複雜情緒的處理。 

課程

目標 

1、分辨生氣的情緒。 

2、找出生氣的原因。 

3、學習處理生氣情緒的方法。 

4、學習檢核生氣管理計畫。 

單元 

內容 
☆課程架構 



 

☆各單元主題、內容 

本教材共設計八節課，分為四單元教學，主題如下： 

第一單元：認識火焰山(1節) 

此單元旨在教導學生辨識生氣情緒，什麼是生氣？從生氣的特徵、生

氣的優缺點，讓學生知道生氣的好結局和壞結局。 

第二單元：火焰山爆發(2節) 

此單元旨在教導學生認識造成生氣的導火線，透過生活事件的影片及

連環漫畫教導學生找出引起他人生氣的原因，教師利用問題引導學生思考

事件關係人、事件發生過程，從而找出造成故事中人物生氣的導火線。學

生再發表自己日常生活中生氣事件，透過問題自我詢問，進而瞭解生氣的

導火線。 

第三單元：撲滅火焰山(2節) 

此單元旨在教導學生認識靜態與動態的冷靜方式，透過影片示範與具

體步驟化的引導，指導學生練習使用不同的冷靜方式；並教導學生在生氣

認識火焰山

(一節)

•教學活動：利用各種媒材，教導學生辨別生氣
的情緒，瞭解生氣的優缺點。

火焰山爆發

(二節)

•教學活動：教師以影片、連環圖畫，教導學
生從故事中『人』或『事』方向去找出造成
故事人物生氣的原因(導火線)。最後再請學
生分享自己或周遭朋友生氣的事件，並運用
老師教導的技巧找出造成生氣的原因(導火線
)。

撲滅火焰山

(二節)

•教學活動：教師運用PPT和冷靜卡，教導學生
動態及靜態冷靜的方式。利用數個生活情境
腳本，以小組合作形式，讓學生選擇冷靜方
式，並實際演出情境，最後再討論練習冷靜
的感受。

管理火焰山

(三節)

•教學活動：從生氣導火線、冷靜方式來省思生
氣易出現的負向行為，並以故事情境漫畫來讓
學生思考可以採取哪些正向方式來緩解生氣，
最後以『情續紓解我最棒』桌遊來讓學生對於
生氣地雷有更深刻的認識。

•教師以情境故事來指導學生運用紀錄表來檢核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氣行為，是否可以運用
教導過的解決生氣的妙招來解除自己生氣的狀
態。



的當下使用冷靜『想選做』的口訣，分別為想一想有哪些冷靜方式、選擇

現在可以做的冷靜方式、做出冷靜的方式，搭配情境讓學生做練習，以期

讓學生能使用適合自己的冷靜方式，幫助自己在生氣時成功的控制情緒。 

第四單元：管理火焰山(3節) 

此單元分為正向情緒緩和及抒解，及生氣管理計畫兩部分，旨在引導

學生回顧生氣時正向的情緒緩和及抒解方式並讓學生思考生氣時可能會使

情況變得更糟糕的情況；透過連環圖畫讓學生思考當生氣時可以採用何種

正確的方式緩解自己的情緒，最後透過牌卡遊戲和學習單來做練習。 

最後，指導學生設立管理計畫，並使用生氣管理檢核表來檢核是否有

達到所設定的生氣管理目標，培養學生自我控制及管理的能力。 

使用

建議 

一、 本教材適用於普通生與輕度障礙學生，在學習單設計上，依不同單元採取

勾選、選擇及少量書寫的方式，盡量減少中高年級學生的書寫量。 

二、第二單元：連環漫畫學習單可以搭配影音簡報檔使用，用以檢視學生是否

了解並能正確找出造成事件人物生氣的導火線。教材內之故事生氣導火線

明顯易懂，學生發表之生活中生氣事件生氣導火線可能隱含在事件線索

裡，建議可以多花點時間跟學生討論、釐清生活事件中引起生氣的導火

線。 

三、第三單元：建議在教材運用上能依照學生能力給予情境影片或情境漫畫進

行教學，強調針對冷靜方式做模仿練習，而學習單書寫時則著重於說出冷

靜的方式，並表達自身感受。 

四、第四單元：教材使用時可以搭配圖案檔做講解，增加學生對教材內容的理

解，在教學時可以多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及經驗，讓老師可以針對學

生的想法做引導及回饋。檢核表設計可直接當成上課學習單以及平時紀錄

表使用，主要讓導師及學生能了解檢核表的使用方式，並在平常中可以實

際記錄自己處理生氣情緒的技巧，之後利用統計分析的方式讓導師及學生

皆能看到學習後的成長。 

教學

資源 

1.電腦設備(含喇叭) 

2.單槍投影機 

3.各單元教學簡報 ppt檔 

4.牌卡遊戲圖檔 ppt 

5.各單元學習單 

6.管理火焰山─檢核表 

7.管理火焰山─統計表 

參考

資料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草案）。 

2.陳信昭、陳碧玲(譯)(2009)。脾氣爆發了怎麼辦？幫助孩子克服發脾氣問題 

  (原作者：D. Huebner)。臺北市：書泉出版社。 

3.蔡明富編(2012)。淡 SO EASY！輕度障礙學生生氣控制課程彙編。高雄：昶  

  景。 

4.蔡明富編(2013)。小小消防員滅「火」祕笈─國小輕度障礙學生生氣管理課 

  程示例。高雄：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5.Gulbenkoglu, H., & Hagiliassis, N. (2006). Anger management: An 



anger management training package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Philadelphia, PA: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認識火焰山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一、引導活動 

教師拿出一張生氣的漫畫人物(如附件一)，問小朋友：她怎

麼了？ 

1分 

 

二、發展活動 

教師播放認識火焰山簡報檔(辨識生氣情緒 ppt) 

(一) 生氣的特徵 

1.聲音 

利用生氣錄音檔，讓學生聽到不同生氣說話的聲音。 

(1)老師呈現生氣錄音簡報，反覆播放三次，請學生聽一聽什麼

是生氣的聲音。 

(2)老師播放一些生氣和快樂的聲音，讓學生思考哪一個是生氣

的聲音？學生若答錯則不斷練習，直到正確率達 80％則停止

練習。 

2.表情 

利用生氣臉漫畫圖卡，讓學生看到不同生氣臉的圖卡。 

(1)老師呈現生氣臉部圖案簡報，請學生看一看三種表情特徵，

請學生一邊看圖一邊模仿，並拿鏡子讓學生看自己生氣的表

情。 

   眉毛：讓學生注意看生氣表情的眉毛上揚或皺眉。 

   眼睛：讓學生注意看生氣表情的眼睛睜大或瞪大。 

   嘴巴：讓學生注意看生氣表情的嘴巴向下或張大。 

3.動作 

利用生氣漫畫人物圖卡，讓學生看到不同生氣人物的圖卡。 

(1)老師呈現生氣人物圖案簡報，請學生看一看生氣人物的動作

特徵～眉毛上揚、嘴巴向下、咬牙、抱胸、手握拳、手指指

責等。 

(2)老師請幾位學生上台表演生氣情形，其他同學觀察該生的動

作。  

(3)學習單練習時間 

  A.老師發下生氣表情學習單 1(如附件二)，請學生圈出生氣

的圖案。 

  B.老師發下生氣表情學習單 2(如附件三)，請學生圈出自己

生氣圖案。 

  C.老師發下生氣表情學習單 3(如附件四)，請學生剪貼生氣

圖案並玩賓果遊戲，最先連成三條線者則為優勝。 

(二)生氣的優缺點 

 

14分 

 

 

 

 

 

 

 

 

 

 

 

 

 

 

 

 

 

 

 

 

 

 

 

 

 

 

 

 

 

 

 

 

 

 

 

14分 

 



1.老師呈現生氣情境圖簡報，引導學生說出圖中的情境，並討論

生氣的優缺點。 

(1)優點：a.抒發情緒，降低自己壓力。 

b.表達想法，讓他人解決問題。 

(2)缺點：a.人際關係不好，沒有朋友。 

b.影響身體健康。 

     C.破壞物品，浪費金錢。 

 

 

 

 

 

 

 

 

2.老師發下生氣優缺點學習單，請學生勾出自己曾經生氣的情

形，並討論好結局和壞結局，並請學生進一步思考。 

6分  

三、綜合活動 

老師統整說明生氣的好結局和壞結局，讓學生自我反思生

氣的後果。 

~~~本單元結束~~~ 

 

5分  

火焰山爆發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一節~~~ 

一、引導活動 

    1.老師提出近日發生的生活爭執事件，喚起小朋友記憶。 

    2.接著問小朋友知不知道什麼是導火線？ 

2.說明導火線的意思 

  (1) 爆炸物內用來引起爆炸的引線。 

  (2) 比喻直接引起事件爆發的近因。 

 

 

10分 

 

二、發展活動 

☆找出導火線 

1.影片一 

播放範例影片，利用影片中的故事情節，讓學生看到事件的發展

過程，引導思考、分辨引發生氣的導火線為何？ 

(1) 播放範例影片，並告知之後要請小朋友陳述出故事內容。 

(2) 影片結束，請小朋友說出影片內容為何。（簡述即可） 

(3) 接著將下面題目呈現在白板上：(可使用 PPT) 

 影片中有哪些人？ 

 是ＯＯＯ在對生氣？ 

 ＯＯＯ為什麼生氣？ 

(4) 請小朋友回答後，再播放一次影片，在上述問題出現的畫面暫

停並重述題目、回答問題。 

 

10分 

影片 

佈題 

2.影片二 

    播放範例影片二。重複上述步驟。 

(1) 播放範例影片，並告知之後要請小朋友陳述出故事內容。 

(2) 影片結束，請小朋友說出影片內容為何。（簡述即可） 

(3) 接著將下面題目呈現在白板上：(可使用 PPT) 

 



 影片中有哪些人？ 

 是ＯＯＯ在對生氣？ 

 ＯＯＯ為什麼生氣？ 

(4) 請小朋友回答後，再播放一次影片，在上述問題出現的畫面暫

停並重述題目、回答問題。 

 

3.學習單 

  將與影片內容腳本相同之六格漫畫學習單，發下讓學生再次練習找 

10分 

 
學習單 

出生氣的人與生氣的原因。 

 

三、綜合活動 

老師統整說明導火線是造成人生氣情緒的原因，透過簡單的問題

問答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分辨生氣的導火線。 

~~~第一節  結束~~~ 

 

 

 

5分 

 

火焰山爆發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二節~~~ 

一、引導活動 

1.提問小朋友記不記得上堂課提到的導火線呢？ 

2.準備一個放鞭炮的影片片段，提問：放鞭炮需要引線，引線

就是我們上堂課介紹的導火線，在這邊我們用鞭炮代表生氣

的人，請小朋友看看引線被點燃後，這個生氣的人變成什麼

樣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XKVXSLY88 

 

 

 

5分 

 

二、發展活動 

(一) 漫畫圖卡 

1.準備至少３個六格連環漫畫圖卡。 

2.請小朋友看圖說故事。 

3.提問，誰能說出第一個漫畫圖卡中生氣的人是誰？ 

4.提問，誰能找出他生氣的導火線是什麼？ 

5.說出句子：ＯＯＯ在生的氣，因為......。 

6.重複上述 2-5的步驟，依序完成其他圖卡，找出不同故事情

節中的導火線。 

 

 

10分 

 

(二)我的故事 

1.請小朋友說出自己的，或是身邊朋友的故事。 

2.提問，事件中是誰在生氣？ 

3.提問，他(你)在生誰的氣？為什麼？ 

4.請小朋友說出"我在生的氣，因為......。 

 

10分 

 

(三) 學習單 10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XKVXSLY88


1.找出圖畫中的導火線，完成學習單中的問題提問。 

2.『找出自己生氣導火線』學習單 

(1)請小朋友畫出、或寫出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事件場景 

(2)接著自行完成學習單下方的提問問題。 

三、綜合活動 

老師統整說明辨識導火線的重要性，也請小朋友分享對於辨識導

火線的收穫。 

~~~第二節、本單元  結束~~~ 

5分 

 

撲滅火焰山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一節~~~ 

一、引導活動 

教師拿出一張生氣的四格漫畫，請學生看著主角生氣的畫

面，問學生：生氣的時候怎麼辦？ 

1分  

二、發展活動 

(一)想一想 

讓學生認識靜態與動態的冷靜方式。 

1.教師先讓學生舉例有哪些冷靜方式？哪些冷靜方式自己曾經使

用過？  

2.教師呈現簡報，告訴學生冷靜的方式概略能分成兩種，一種靜

態，一種動態。 

 

10分 

 

(二)做一做 

依序介紹不同的冷靜方式，先透過影片做示範，再請學生

練習。當學生在練習時，教師一邊說出分解動作的具體流程，

幫助學生感受冷靜的幫助 

1.肌肉放鬆大法 

(1)教師說明肌肉放鬆大法的作用，當人在生氣的時候，肌肉會

相當僵硬與緊繃，透過接下來的影片示範，可以有效的紓緩

與放鬆身體的肌肉。 

(2)教師播放肌肉放鬆大法的示範影片，學生一邊觀看，一邊聆

聽教師解說肌肉放鬆大法的分解動作的具體流程。 

(3)教師示範肌肉放鬆大法，一邊示範，一邊解說分解動作。 

(4)教師請學生輪流練習，兩人一組，一個人練習，一個人說出

分解動作。 

25分 

 

2.塗塗鴉鴉 

(1)教師說明塗塗鴉鴉的作用，當人在生氣的時候，情緒感到煩

躁，可以藉著做一件簡單且不需要動腦筋思考的事情，幫助

自己減輕煩躁。 

(2)教師播放塗塗鴉鴉的示範影片，學生一邊觀看，一邊聆聽教

師解說塗塗鴉鴉的分解動作的具體流程。 

 

 

 

 

 

 

 

 

 



(3)教師塗塗鴉鴉，一邊示範，一邊解說分解動作。 

(4)教師發下廢紙，並請學生拿出一支筆，隨即開始在廢紙上隨

意塗鴉或著色。 

3.趴下休息 

(1)教師說明趴下休息的作用，當人在生氣的時候，情緒感到煩

躁，可以藉由將頭埋在桌面上，看不見任何人，只聽見自己

的呼吸或說話聲，幫助自己減輕煩躁。 

(2)教師播放趴下休息的示範影片，學生一邊觀看，一邊聆聽教

師解說趴下休息的分解動作的具體流程。 

(3)教師趴下休息，一邊示範，一邊解說分解動作。 

(4)教師請學生輪流練習，兩人一組，一個人練習，一個人說出

分解動作。 

三、綜合活動 

1.請學生說出練習冷靜方式結束後的感受。 

2.教師詢問學生喜歡哪些冷靜方式？為什麼喜歡這些冷靜方式？

下一次生氣需要冷靜時，會選擇哪些冷靜方式？ 

 

~~~第一節  結束~~~ 

 

 

 

 

 

 

 

 

 

 

 

 

 

 

4分 

撲滅火焰山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二節~~~ 

一、引導活動 

教師拿出一張生氣的四格漫畫，請學生看著主角生氣的畫

面，問學生：生氣的時候怎麼辦？ 

 

 

1分 
 

二、發展活動 

(一)冷靜三步驟口訣 

教師呈現冷靜的簡報，請學生唸出冷靜想選做的三步驟口

訣，告訴學生當發現自己正在生氣時，可以說出冷靜三步驟提

醒自己。 

 

10分 

 

(二)想一想 

讓學生練習說出靜態與動態的冷靜方式。 

1.教師詢問學生，前一堂課學習過哪些冷靜方式。 

(三)選一選 

讓學生依照情境當下選擇可以做的冷靜方式。 

1.教師詢問學生，在四格漫畫的情境當下，有哪些方式是可以做

的？ 

2.請學生假想四個漫畫中的生氣主角是你，你會選擇哪三種冷靜方

式？ 

3.教師呈現簡報，讓學生複習上述三種冷靜方式。 

  



(四)做一做 

挑選生氣的生活情境，搭配情境中主角的情緒，進行冷靜

方式的練習。 

1.教師呈現 show time 大明星的簡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生活情境

卡，請學生隨意抽出一張。 

2.教師引導學生共同討論選擇一種可以執行的冷靜方式。 

3.教師引導學生選出導演、攝影師、主角各一名，其他學生則做為

情境中可能出現的旁人。 

4.小組表演時間 

20分 

 

(五)感受分享 

1.請學生說出練習冷靜方式結束後的感受。 

2.教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在學習單上寫下自己選擇的冷靜方式，

以及自己練習的方式，接著，分享與討論練習冷靜方式結束後的

感受，最後記錄在習單上。 

5分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統整學生的感受，並告訴學生：使用適合自己的冷靜方

式，可以幫助自己在生氣時成功的控制情緒。 

 

~~~第二節、本單元   結束~~~ 

4分 

 

管理火焰山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一節~~~ 

一、引導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發表在生氣時，哪些方法可以緩和及紓

解自己的情緒？ 

 

5分 

 

二、發展活動 

(一)正向的情緒緩和及紓解 

教導學生當生氣時選擇「正向的方式來緩和及紓解」自己的情

緒，並且講解正向緩和及紓解情緒的靜態活動與動態活動： 

1.靜態活動：塗鴉、閱讀、趴下休息、把生氣的事情寫下來等。 

2.動態活動：洗臉、散步、運動、唱歌、捏黏土、說出來、腹式呼

吸、數數等。 

 

 

15分 

 

(二)生氣時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情況 

與學生討論生氣時若沒有選擇正向的方式來緩和及紓解自己的

情緒可能會發生以下四種情況而讓事情變得更糟糕。 

1.傷害別人   

2.傷害自己   

3.破壞物品   

15分  



4.粗話罵人 

三、綜合活動 

老師請學生發表哪些是生氣時正向的情緒緩和、紓解方式及生

氣時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情況。發表正確者給予鼓勵。 

~~~第一節   結束~~~ 

5分  

管理火焰山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二節~~~ 

一、引導活動 

老師複習上一節課所講述的生氣時正向情緒緩和、抒解方

式及生氣時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糕的四種情況。 

 

5分 

 

二、發展活動 

☆看圖想一想 

教師播放漫畫投影片，並引導學生省思 

1.漫畫 1： 

(1)請你說出小傑生氣的原因？ 

(2)在最後一格「？」中，小傑可以選擇哪些方式來紓解生氣的

情緒呢？ 

2. 漫畫 2： 

(1)請你說出佳豪生氣的原因？ 

(2)在最後一格「？」中，佳豪可以選擇哪些方式來抒解生氣的

情緒呢？ 

3. 漫畫 3： 

(1)看完上面的圖，請你說出育志生氣的原因？ 

(2)在最後一格「？」中，育志可以選擇哪些方式來紓解生氣的

情緒呢？ 

4. 漫畫 4： 

(1)看完上面的圖，請你說出軒銘生氣的原因？ 

(2)在最後一格「？」中，軒銘可以選擇哪些方式來紓解生氣的

情緒呢？ 

 

15分  

三、綜合活動 

(一)牌卡時間 

教師教導學生進行桌遊─情緒紓解我最棒： 

★遊戲人數:3-5人 

★遊戲材料：情緒正向紓解卡(簡稱正向卡，1組 12張)、負向

卡(1組 4張，共 3組 12張) 

★玩法說明: 

15分  



1.遊戲開始前所有玩家須猜拳決定一位發牌者(不參加拍牌)。 

2.發牌者將所有牌卡充分洗牌後將牌面朝下置於桌上。 

3.當所有玩家喊「情緒紓解我最棒」後，即由發牌者抽取第一張牌

卡並迅速翻開牌面置於桌面中央。 

4.玩家若見到此牌為正向卡則要迅速用手拍此牌，最先拍到此牌卡

的人則可取回該張正向卡。 

5.若玩家拍到負向卡，則取回該負向卡。 

6.發牌者發完其桌前的 24張牌卡即結束該輪遊戲。 

7.分數統計：正向卡 1 張 1分，負向卡每張 0分，分數最高的為贏

家。 

   教師鼓勵在桌遊中表現最棒的學生，並讚美他(她)們能確實記住

用正向的方式來緩和及紓解生氣的情緒。 

 

 

 

(二)學習單時間 

老師指導學生完成「情緒抒解我最棒」學習單。 

 

~~~第二節  結束~~~ 

 

5分  

管理火焰山  教學活動 時間 備註 

~~~第三節~~~ 

一、引導活動 

教師先複習前面幾堂課所學過的單元重點，並詢問學生怎麼

樣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有將所學習到的技巧應用於生活情境中？ 

5分 

 

 

二、發展活動 

(一)生氣檢核表 

1.辨識生氣 

說明辨識生氣情緒的檢核標準，學生若有出現下列的表現

即可在檢核表上紀錄，如：能知道自己做出生氣的表情、直接

說出我很生氣、知道自己做出生氣的動作等，若沒有達到標準

時則不予紀錄。 

2.找出導火線 

說明找出導火線的檢核標準，學生若能說出自己生氣的原

因即可在檢核表上紀錄，若沒有達到標準時則不予紀錄。 

3.冷靜方式 

說明找出冷靜方式的檢核標準，學生若有出現能做出下列

冷靜的動作即可在檢核表上紀錄，如：深呼吸、洗臉、數數

等，若沒有達到標準時則不予紀錄。 

4.管理計畫 

說明管理計畫的檢核標準，學生若能說出下一次遇到生氣

 

 

10分 

 



時，該使用哪些步驟來讓處理生氣情緒即可在檢核表上紀錄，

若沒有達到標準則不予紀錄。 

(二)實際演練 

1.老師呈現生氣情境簡報，引導小朋友尋找情境中主角是否有達到

檢核表上的檢核標準，並紀錄在自己的檢核表上。 

2.請小朋友分享自己所紀錄下來的檢核表次數，並說出自己給予紀

錄的原因，讓教師檢核是否有達到所要求的標準。 

3.教師將所有小朋友分享的次數進行統計，並紀錄在生氣統計表

上，引導學生觀察情境中的個案是否能有效控制自己的生氣情

緒。 

 

20分  

三、綜合活動 

教師複習檢核表的使用方式，且提醒學生在遇到生氣情境

時，要按照所學的方式控制生氣情緒並記錄在檢核表上，才能

看到自己的成長。 

~~~第三節、本單元  結束~~~ 

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