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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資源班教師如何輔導情緒障礙學生 

田慧娟 
 

    身為一位嚴重情緒障礙的種子老師，如何帶好情緒障礙的學生，我認為須從

三方面著手，即：資源班教師 VS.普通班教師、資源班教師 VS.家長、資源班教師

本身等三個面向。敘述如下： 

 

 一、資源班教師應對普通班教師： 

  （一）主動出擊： 

     1、宣導嚴重情緒障礙特教知能，建立普通班教師對嚴重情緒障礙的基

本概念，是資源班老師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因此資源班老師若能在

平常多宣導這方面的資訊，普通班老師就能在教學現場中，提高其

對嚴重情緒障礙學生觀察的敏銳度，間接增進嚴重情緒障礙學生的

轉介率，無形中也減少嚴重情緒障礙學生對普通班老師教學的干擾。 

    2、當有嚴重情緒障礙的新生(指轉銜階段)進入學校時，資源班教師應為

最先知道的老師之ㄧ，因此資源班老師應主動與導師聯繫，共同協

助輔導該生。普通班老師剛接到一位嚴重情緒障礙學生時，其心理

的惶恐應可預期，而站在一位資源班老師的立場，若能主動地協助

導師度過「雙方的磨合期」，勢必能減少導師輔導該生的恐懼，進而

提高導師對該生的接納度，對師生而言都能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積極介入： 

    1、當導師轉介嚴重情緒障礙個案時，資源班教師應積極協助普通班老師

填寫個案的各項資料，如：教室觀察、輔導記錄、行為前後事件記錄

等。當個案鑑定安置成功後，資源班教師亦應提供導師在普通班的教

學輔導策略，與導師共同輔導嚴重情緒障礙學生。 

    2、後續服務 

      資源班老師協助普通班教師輔導嚴重情緒障礙學生一段時間後，發現

導師與學生都已上軌道時，資源班老師應慢慢退出輔導的行列。退出

不是代表以後就不管了，而是仍須持續地追蹤、觀察，且須隨時掌握

個案的適應狀況，並伺機給予導師所需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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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謹守彼此的責任與義務。 

每個老師都有其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人人謹守自己的本分就能完成

不可能的任務，故謹守彼此的責任與義務是輔導嚴重情緒障礙學生

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之ㄧ。 

 

 二、資源班教師應對家長： 

  （一）以真心誠意為利箭。 

   1、建立良好的親師生關係為資源班教師班級經營的首要之務。每學期初或

剛接到一位身心障礙學生時，資源班老師應主動跟家長聯絡，告知家長

自己的教學理念與對學生的期望、詳細說明家長應配合的部份，並藉機

了解學生本身的身體狀況是否有資源班老師應注意的地方，讓家長感受

到自己對學生的真誠與熱心。 

   2、跟家長聯絡時應採用「三明治讚美法」。「先讚美孩子的好，再說孩子若

能改善某種行為後會更好」等語，讓家長了解我們希望孩子能一天天地

進步。 

   3、資源班的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家長的素質亦是良莠不齊。假若我們碰到

家長所具備的特教知能儼然為特教專家時，資源班教師應秉持虛心受教

的心態跟家長學習與合作。唯有這樣才能贏得家長對我們的尊重與支

持，無形中也激勵我們充實自己的特教知能。 

  （二）以專業知識為後盾。 

   1、要取得家長的信任，除了有良好的親師生關係外，資源班教師還須具備

足夠的特殊教育專業知識。特殊教育是很專業的人文科學，除了師資養

成訓練時所接受的特教知能外，平常應多利用研習機會，或閱讀特教書

籍，以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 

   2、現在是知識爆炸、資訊過多的社會，雖然資訊的取得比以前更容易、也

更快速，但仍有部分家長不清楚如何指導自己的特殊兒童，因此資源班

教師應負起教育家長的責任，提供有關特殊兒童的親職教育刊物與資訊

給家長，以便幫助家長成長，進而讓家長成為老師的教學助力。 

  注意事項：跟家長的關係最好要「有點黏又不太黏」。 

  家長跟老師班級經營的關係，就如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一樣。資源班

老師若能善用家長的力量，也許能增進自己的教學效能，但使用不當時，也有可

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因此如何使家長與老師之間的關係運用得當，則考驗著

資源班老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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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源班老師本身應該要： 

  （一）充實專業知識與增進教學策略。 

   1、專業知識的充實 

  能否擔任一位稱職的資源班老師，本身的特教專業素養是一個很重要的指

標。如何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呢？其方法不外乎－研習、主題工作坊、擔任心評

人員、個案研究（行動研究）、種子教師、讀研究所、閱讀相關書籍、與專業團隊

內的治療師合作、協助特教課推展業務…等等。 

   2、教學策略的增進 

    資源班老師平常除了多充實自己的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外，尚須增進自己的教

學策略，以使自己的教學能夠發揮極大的功效。增進教學策略的方法如下： 

    （1）「班級公約」與「紅綠燈講話規則」的訂定「班級公約」與「紅綠

燈講話規則」是改善行為（如：上學遲到、上課愛說話、午休吵鬧....等行為問

題）前刺激之技術。 

  「班級公約」是師生共同討論約定的教室生活規範，班級公約的訂定應把握

具體明確、簡單易行、合理公正等原則；且不宜繁多，約 3~5 條即可，師生共同

討論後應確實執行。 

    「紅綠燈講話規則」是利用「顏色標記」的方式，提供明顯的提示，讓學生

知道當時的環境是否可以講話。「紅綠燈講話規則」中的紅色代表學生需舉手才能

發言，黃色代表學生可以小聲說話，綠燈則代表可以自由說話。老師可依據上課

的情境來標示不同的顏色，讓學生隨時可以獲得提醒，以減少他們不當的講話次

數。 

    （2）代幣制度的實施 

    代幣制度是學校教師使用率最高的改善學生行為結果之技術。它兼具學生易

懂與方便執行的優點，也是一般老師最常使用的一種獎勵制度。針對嚴重情緒障

礙的孩子，使用此類技術時須把握下列 2 個原則，即「標準比同儕寬鬆、立即性

回饋」。 

    嚴重情緒障礙學生犯錯的機會一定很多，有可能多到老師無法給予獎勵，此

時老師須與該生個別約定其獎勵的原則，該原則可以跟同儕不一樣，但是導師須

將這樣的約定讓同學了解，以減低同學對老師的不信任感，也讓嚴重情緒障礙學

生有機會拿到獎勵。 

  「立即性回饋」是增強嚴重情緒障礙學生好行為的方法之ㄧ。通常嚴重情緒

障礙學生較缺乏等待的耐心，因此當學生累積一定數量的獎勵時，老師須馬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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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給學生，以增強其好行為發生的次數。 

    （3）好行為的建立－逐步養成 

  「逐步養成」是改善行為前事件與增強原理合併運用的技術。首先將要完成

的事項(如：睡前準備書包)分成幾個一連串的行為（如：看功課表、聯絡簿、檢

查要帶的學用品等等）或細節，再配合增強原理，逐步的訓練孩子一步一步地照

著規範進行。 

  「逐步養成」訓練須事先跟孩子討論所欲完成的行為有哪幾個步驟，再將這

些步驟寫在提示卡上，當孩子每完成一個步驟後，須在步驟前打「V」。此法非常

適合日常生活中規律性的行為。 

    （4）放鬆訓練 

  對於容易衝動與焦慮的嚴重情緒障礙學生，放鬆訓練可以減輕其焦躁而達到

心理上的平靜。聽音樂、靜坐、冥想、「烏龜式控制」等都是不錯的方法。「烏龜

式控制」訓練，首先要求學生坐下，深呼吸，想像自己是一隻碰到危險的烏龜，

將整個身體縮在殼裡面，默唸頭部放鬆、頸部放鬆、手臂放鬆…，逐步放鬆，全        

身都放鬆，當學生不再害怕或衝動時，再開始想辦法解決。 

註：上述四項教學策略均引自洪儷瑜（民 87），ADHD 學生的教育與輔導。台北:心

理出版社。 

    （5）專注力自我控制訓練 

  專注力自我控制訓練乃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經過多年的教學實驗，累積很多的

實徵研究，證實這套自我控制訓練能讓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表現得較為專心。（過

動兒協會會訊，86）。 

  ※專注力自我控制訓練的教學活動設計列於本章末。 

    （6）對衝動之控制 

      「烏龜式控制」與「內在語言」是控制孩子衝動的技術。教導容易衝動的

孩子，在作任何事之前，可利用其「內在語言」，採取「停，1、2、3…10」，或「停，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我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這樣做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等

步驟（洪儷瑜，民 87）。 

    （7）社會技巧訓練 

  社會技巧訓練是實施社會情緒教育之重要的方式之一，其實施情境可在正式

課堂上，也可針對某些特定需求的學生以小團體方式實施，亦可根據學生實際互

動的情境提供隨機即時的教導（洪麗瑜主編，民 91）。 

    ※社會技巧訓練的教學活動設計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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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洪麗瑜主編（民 91），社會技巧訓練課程實例彙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系。 

    ○2 蔡明富主編（民 94），情緒障礙─ADHD 與自閉症學生社會技巧訓練課

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二）具備接納、包容、積極、主動的態度。 

  資源班老師對嚴重情緒障礙學生應有接納、包容的態度，才能產生發自內心

的教育愛。資源班老師對自己的期許也應有積極、主動的精神，才能增進自己的

專業知識與教學知能。因此，具備接納、包容、 積極、主動的態度，關係到資源

班老師能否成為一位稱職的資源班老師。 

  注意事項：量力而為。 

    資源班老師除了要充實專業知識外，還須增進自己的教學策略，這些往往不

是老師有「心」就能做到，尚要有「體力」，且要有「毅力」與「願力」。因此，

資源班老師要「量力而為」，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蹲下是為了下一次

的跳躍」，故盡自己的本分做好一位資源班老師是最重要的事。 

 

結語 

  （一）對普通班教師：真誠對待、萬事 OK。 

  （二）對家長：保持溝通、建立正向互動。 

  （三）對資源班教師：甘願做，歡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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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鳥松鄉鳥松國小資源班注意力自我控制訓練教學活動設計（一） 
   教學時間：40 分鐘         上課對象：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學生 

   教學地點：資源班教室      節次：第一節 

   單元目標：能說出專心聽的步驟     

活動名稱 
活動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材教具

1、引起動機  10 分 能吸引學生對老師所要

講授內容的注意。 

1.老師先講一個故事，

再問學生有關故事內

容的一些情境。 

2.再問學生為什麼他會

知道？ 

3.由此導入今天的主題 

一則寓言

故事 

2、界定專心

的 定 義

（ 如 樣

子、情境）

或步驟 

10 分 能定義出專心的步驟 

a、坐好－腳放正、椅子

四腳著地 

b、不要亂動－身體不可

晃來晃去 

c、眼睛看老師 

d、耳朵聽老師 

e、不要說話－小嘴閉起

來、不可說話 

1.老師舉例專心的情境

如剛才聽故事的時

候，大家都很專心的

樣子。看卡通電視節

目時，你當時的樣子

是怎樣？ 

2.老師請學生回答大家

注音聽的樣子有什

麼？ 

3.最後再綜合大家所提

的列在黑板上。  

「 專 心

聽」的步

驟提示卡

3、角色扮演 15 分 3-1 能藉由角色扮演，讓

學生了解「專心聽」

的基本步驟。 

3-2 每位學生都需說出

老師不專心與專心

的地方，並讓學生

能逐步檢核專心的

步驟。 

1.請老師不專心地聽另

一位老師的自我介

紹，問學生這位老師

有沒有專心？沒有專

心的地方在哪裡？ 

2.請老師專心地聽另一

位老師的自我介紹，

問學生這位老師有沒

有專心？專心的地方

在哪裡？ 

請另一位

老師擔任

角色扮演

者 

4、說出「專

心」的步驟 

 5 分 能說出專心聽的步驟。 1.請每一位學生說出專

心聽的步驟（在有提

示卡的情況下） 

2.請每一位學生說出專

心聽的步驟（在沒有

提示卡的情況下） 

提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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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鳥松鄉鳥松國小資源班注意力自我控制訓練教學活動設計（二） 

教學時間：40 分鐘             上課對象：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學生 

教學地點：資源班教室          節次：第二節 

單元目標：能熟練專心聽的步驟   

活動名稱 
活動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材教具

1、複習第一

節，專心 

   聽的步驟 

 5 分 能確定所有學生都能記

得專心聽的步驟。 

請每個學生在沒有提示 

的情況下，都能記得專心 

聽的步驟（若學生忘記 

了，仍須提供提示卡）。 

2、角色扮演  30 分 能確定學生都能做出專

心聽的步驟。 

1.請二位學生上台，一位

學生當說話者，另一位

學生當傾聽者，其餘學

生當評分者。 

2.台上的兩位同學扮演

完後，台下學生每人都

須輪流說明剛才的傾

聽者有沒有專心。有專

心的地方在哪裡？沒

有專心的地方又是哪

裡？ 

3.再按照這樣的程序，讓

每位小朋友都當過說

話者、傾聽者、評分

者。 

提示卡 

  

 

 

 

 

 

 

 

 

 

 

3、預告  5 分 講解下一節課老師上課

的內容，以便讓學生能

對下節課上課的型態有

心理準備。 

1.說明下節課要上課的

內容重點是要用錄音

帶，來幫助學生練習專

心地作一件事，而這件

事就是在課堂上看故

事書或漫畫書或是畫

畫。 

2.學生可以帶自己最喜

歡的書來或是用資源

班的故事書。 

 

註：「角色扮演」時，擔任說話者的同學可以自由選擇要說什麼。大部分同學都 

    不知道要說什麼，故老師可以將要說的內容大綱記錄在海報紙上，然後貼 

    在佈告欄，讓站在講台上的說話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並知道自己要講什麼， 

    才不會發生說話者一直站在講台上說不出話來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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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鳥松鄉鳥松國小資源班注意力自我控制訓練教學活動設計（三） 

       教學時間：40 分鐘               上課對象：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學生 

教學地點：資源班教室            節次：第三節 

       單元目標：聽「口語」提示的錄音帶，專心地完成自己的事 

活動名稱 
活動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材教具

1、複習專心聽

的步驟。 

  3 分 能確定學生都

能記得專心聽

的步驟。 

1.先問全班什麼是注意聽的步

驟？ 

2.再抽樣問一至二位學生什麼是

注意聽的步驟？ 

提示卡 

 

2、錄音帶規則

說明 

7 分 學生能聽懂錄

音帶的使用規

則。 

1.告訴學生我們已練習過專心聽

的步驟了，現在我們要將專心

的步驟，應用在畫圖或看故事

書上。 

2.發下專注力行為監控表給每位 

  學生，告訴學生在看故事書或 

  畫圖時要做的動作。 

3.在看書、畫圖的時候，錄音機 

  會每隔 1分鐘就會有一個聲音 

  出現，這個聲音是「我有沒有 

  在做我應該做的事情」（此為口 

  語提示），只要這個聲音一出現 

  我們就要跟著說一遍（仿聲思 

  考）「我有沒有在作我應該做的 

  事情」，然後自己想一想：我有 

  沒有專心地在作我自己的事情 

  。假若有專心就在老師發下來 

  的單子（行為監控表）畫一個 

  笑臉，假若沒有專心就在單子

（行為監控表）上畫一個哭臉

（這 

  時老師要手指著行為監控表的 

  詳細位置，並在黑板上示範畫 

  笑臉、哭臉）。 

4.說明完後為了要了解每位學生 

  是否都聽懂了，因此須要練習 

  一次，練習時老師要注意學生 

  畫笑臉和哭臉的位置是否正

確？還要確定學生都能「仿聲

思考」，跟著唸出「口語」提示。 

錄音帶、

錄音機、

延長線、

專注行為

自我監控

表、圖書

、提示卡

、彩色筆

、圖畫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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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材教具

3、聽「口語」 

  提醒的錄

音帶，專心

地完成自

己的事 

 15 分 學生能利用錄

音帶的提醒，

專心地完成一

件事。 

    

    

1.告訴學生在他們專心做他們的 

事時，老師也會觀察他們是否 

有專心，老師會在自己的專注 

力行為監控表上針對他們的情 

形作記錄。 

2.等確定每位學生都聽懂老師的 

指令後，便進入聽「口語」提

示的程序了（即重複活動名稱 

2 的「錄音帶使用規則」的教

學內容）。 

4、對照師生

行為監控

表 

15分 能在對照師生

行為監控表的

過程中，讓學

生了解自己的

記錄是否正確

，以便能修正

自己的行為。

 

1.等上述的流程做完後，老師須 

將自己的行為監控表與學生 

的行為監控表互相對照，以便

讓學生了解自己專心行為的記

錄是否正確？若老師記錄的與

學生不同時，老師必須準確地

說出學生沒有專心的地方，以

便讓學生信服。 

錄音帶、

錄音機、

延長線、

專注行為

自我監控

表、圖書

、 提 示

卡、彩色

筆、圖畫

紙 

 

註：1、學生與老師各有一份專注力行為監控表。學生是記錄他個人的專心情形， 

       老師則為記錄全班的專心情形。 

    2、本節學生在作練習時的工具，可以是故事書也可以畫圖，純粹以學生的喜

愛為主，有時為了方便老師的掌控，可以改為全部都看故事書。 

    3、「口語」提示的間隔剛開始實施時，可以每次間隔 1分鐘連續實施六次， 

      再跟學生對照檢核後，再將間隔時間增為 2分鐘，再跟學生對照檢核。當   

      學生的熟練度增加後可再提高間隔的時間。但此時可能須再增加一節課了 

      。 

    4、當學生非常適應邊看故事書邊聽錄音帶的「口語」提示時，老師可在此 

       時將故事書改為寫學習單或寫功課的單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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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鳥松鄉鳥松國小資源班注意力自我控制訓練教學活動設計（四） 

      教學時間：40 分鐘               上課對象：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學生 

教學地點：資源班教室            節次：第四節 

       單元目標：聽「叩叩聲」提醒的錄音帶，專心地完成自己的事 

活動名稱 
活動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材教具

1、複習上一節

用口語提醒

錄音帶的使

用規則 

 3 分 學生能更熟練

「口語」提醒錄

音帶的規則。 

1.老師問學生上一節課我們的

錄音帶出現的「口語」提醒是

什麼？我們如何在監控表上

作記錄？ 

 

 

2、「叩叩聲」

錄音帶規則

說明 

7 分 學生能聽懂「叩

叩聲」錄音帶的

使用規則。 

1.老師說明錄音帶的聲音會變

成「叩叩聲」。再請老師放出

錄音帶的聲音出來，讓學生聽

到「叩叩聲」是什麼？ 

2.告訴學生，在看故事書時， 

若聽到錄音帶的「叩叩聲」 

時，要放下書來，在行為監控

表上作記錄，並進行「仿聲思

考」。如果當時自己很專心地

在看故事書，就在行為監控表

上畫個笑臉，若自己沒有專

心，則須在行為監控表上畫個

哭臉。每次「叩叩聲」出現的

時間間隔也是 1   分鐘。 

3.為了要確定每位學生都能聽

懂，所以仍要讓學生練習一

次。 

3、聽「叩叩聲」

提 醒 的 錄

音帶，專心

地 完 成 自

己的事 

 10 分 學生能利用錄

音帶的提醒，專

心地完成自己

的事。 

1.告訴學生在他們專心做他們

的事時，老師也會觀察他們是

否有專心，老師會在自己的專

注力行為監控表上針對他們

的情形作記錄。 

2.等確定每位學生都聽懂老師

的指令後，便進入聽「叩叩聲」

提醒的程序了（即重複活動名

稱 2的「叩叩聲」錄音帶規則

說明教學內容）。 

錄音帶、

錄音機、

延長線、

專注行為

自我監控

表、圖書

、提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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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教材教具

4、聽「叩叩聲」

提示的錄音

帶，能專心

地完成自己

的事 

10分 同活動名稱 3之教學目

標。 

 

同活動名稱 3 之教學內

容 

5、對照師生行

為監控表 

10分 在對照監控表的過程

中，讓學生更了解自己

的記錄是否正確，以便

能修正自己的行為。 

等上述的流程做完後，

老師會將自己的行為監

控表與學生自己的行為

監控表互相對照，以便

讓學生了解自己專心行

為的記錄是否正確？若

老師記錄的與學生不

同，老師須能準確地說

出學生沒有專心的地

方，以便讓學生信服。 

錄音帶、

錄音機、

延長線、

專注行為

自 我 監

控表、提

示卡、故

事書 

註：1、本節的錄音帶提醒，由「口語」提醒改為「叩叩聲」的提醒。錄音帶的 

       間隔時間仍由 1分鐘提醒，慢慢增加至 2分鐘、3分鐘，甚至可拉長至 5   

       分鐘。 

    2、本節學生在作練習時的工具亦可由故事書進到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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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行為自我監控表 

（學生評量用） 

班級：   年   班                         姓名： 

＊＊＊我要當自己的裁判，我可以做得很好。 ＊＊＊ 

 

說明：當我有做到我應該做的事情時，請給我自己一個笑臉， 

      若沒有做到，請給自己一個哭臉。再計算自己的成績。 

      加油喔！ 

日期：                        日期：                  

                               

 

 

 

 

 

 

 

 

 

 

 

 

 

 

             個                           個     

           個                           個 

＊ ＊＊我做得如何？□ 很好  □須加油  ＊＊＊ 

 本頁修改自洪儷瑜（1998），ADHD 學生的教育與輔導，P158。 

項目    看故事書 

           
           

           

           
       

           

           

項目     看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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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行為監控表 

（家長評量用） 

親愛的家長您好！ 

    經過幾次的教學觀摩，對於專注力的定義，想必您有了更深一層

的瞭解。為了幫助您了解您的寶貝是否真的有專心，請您在上課的情

境中，觀察您的寶貝是否有專心，並在下面的表格中，「若有專心，便

畫一個笑臉。若孩子表現的不專心，請您畫一個哭臉」。以方便與您 

的寶貝互相對照評量。謝謝！ 

 

日期：                        日期：                  

                               

 

 

 

 

 

 

 

 

 

 

 

 

 

 

             個                           個     

           個                           個 

 
＊ ＊＊ 您的寶貝做得如何？□ 很好  □須加油  ＊＊＊ 

 

項目    看故事書 

           
           

          

          
       

          

          

項目     看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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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行為自我監控表 

（教師評量用） 

若學生有專心請在格子內打「V」若學生沒有專心則打「X」 

日期：   月   日             項目： 

學生 

姓名 

1 2 3 4 5 6 

       

       

       

       

       

       

日期：   月   日             項目： 

學生 

姓名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