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設計格式草案
一、 教學設計理念
壓力意指人類或動物面對情緒上或身體上的有形或無形威脅時，無法正常回應的感受狀態。
適當的壓力可能提高人的警覺性，使其更小心思考，謹慎行事，從而發揮更理想的表現。但過度
的壓力則會使其困擾、沮喪和氣餒，失去自控能力，影響身體健康。「壓力之父」修爾(Selye)在
談及壓力的時候，將之分為「好壓力」和「壞壓力」。壞壓力會使我們身心都受到不好的影響，
甚致會危及健康。另一方面，好壓力卻能驅使人集中精神，在最佳的狀態下應付困難，從而得到
最好的表現和最理想的成績。
二年級的學生已歷經一年半的校園生活，在其關係脈絡網的構築、擴展過程中，學生難免

會遇到挑戰，已累積不少「好壓力」和「壞壓力」的先備經驗。此外，學生即將步入中年級，
面臨新老師、新同學、新的班級常規、新的科目……等生活型態的轉變，可能會產生無法適
應的壓力。故期藉由本課程，讓學生能自我察覺到生活中會讓自己產生壓力的情境，進而檢
視自己在壓力中的情緒變化，並學習用不同的方式來紓解壓力，進而與壓力和平共處、提升
自我，用健康的心態、愉快的心境，迎接中年級的到來。
二、教學活動
□閱讀□思辯情緒□探索□美感
設計者 蔡宜芬
□國際教育
實施年級
二年級(下學期)
總節數 共 6 節， 240 分鐘
單元名稱
情緒顯微鏡
實施方式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時間 □ 領域新增單元 □ 融入領域既有單元
設計依據
領綱核心素養
1b-I-1 察覺生活中產生壓力的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情境，並檢核自我在壓力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
中情緒的變化。
學習表現
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 同時透過
3b-I-1 察覺家庭生活和學校生
選擇、分析與運用新 知，有效規
活中常見的問題，並體會
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
解決問題的重要
學習
核心
重點
素養 斷自我精進，追求至善。
六大主軸

Ab-I-1 情境壓力理解與分析
Ab-I-2 不同情境壓力下的情緒變
學習內容
化分析。
Cb-I-1 問題察覺訓練。

情-E-A1
認識情緒特質，理解情緒與行為
之關係，覺察情緒在生活中帶來
之影響，管控情緒，並學習處理
壓力，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融入人權教育議題，培養學生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以及尊重自己與他人權
實質內涵
利的態度。
議題
融入 所融入之 透過課堂學習及討論分享，明白情緒的個別性與可變性，進而培養尊重他人
學習重點 情緒表達的態度。
與其他領域/科目 綜合
的連結
語文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教師準備：情緒卡、氣球、充氣筒、電腦、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學習單、
PPT
學生準備：著色用具、鉛筆、橡皮擦
學習目標
1. 自我察覺到生活中會讓自己產生壓力的情境。
2. 檢視自己在壓力中的情緒變化。
3. 學習用不同的方式來紓解壓力。

教學流程
第一節課 壓力的形狀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自我介紹。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說明及注意事項

(二)建立默契與獎勵制度。

教學設備/資源

低年級學生專注力較低，老師事先提
醒學生將桌面完全清空，可降低分心
的可能性。

二、 發展活動
(一) 老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回想自己
過去曾經覺得很困擾、不舒服的壓
力事件，並寫下這個事件讓你產生
了什麼情緒。
(二) 老師拿出氣球與充氣筒，並請學生
回想學習單內自己曾經出現過的情
緒，哪些是你不太喜歡的情緒？

學生若情緒的字彙量過少造成無法
氣球、充氣筒
順利發表，老師也可以先將情緒卡貼
在黑板上，請學生從情緒卡中選擇情
緒。
情緒卡

因為老師的引導語是「不喜歡」的情
(三) 學生舉手發表，就可以上台用充氣 緒，所以黑板上「負向情緒」的情緒
筒充一次氣球，老師將學生提出的 卡應該大幅多於「正向情緒」。
情緒貼在黑板上。
(四) 當氣球充飽之後，老師請學生看黑
板上面的情緒，並引導他們將情緒
歸類出「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
(五) 老師提醒學生，無論是產生「正向
情緒」或是「負向情緒」，情緒都是
沒有對錯的，重要的是認識、分辨
自己的情緒變化，我們才能更了解
自己。
三、綜合活動
(一)老師小節：我們每個人就是這顆氣
學習單
球，如果遇到了困難、挑戰，讓我們 老師可以舉例一些低年級學生常見
產生很多「負向情緒」
，我們就會像這 的壓力事件，如：定期考試、鋼琴檢
定、背很長的文章背不起來……。
樣被不斷的充氣，這些無法排出去的

氣一直擠壓著我們，讓我們很不舒
服，這就叫做「壓力」。
(二)老師請幾位學生上臺分享學習單，並
給予鼓勵肯定。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 壓力是一隻大怪獸嗎？
一、引起動機
繪本封面
(1) 教師再次自我介紹。
(2) 複習默契與獎勵制度。
(3) 教師複習上兩節課的內容。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導讀繪本：《我就是做得到！》。
(2) 故事大綱：
兔子蘿西常常做惡夢。這一天她又被夢
裡的怪獸嚇醒。流了一身冷汗的她，下 原文作者：Philip Waechter
定決心要終結惡夢帶來的困擾。她去找 譯者：洪翠娥
夢境專家諮詢，也讀了相關的書籍，她 出版社：格林文化
好像已經懂得該怎麼應付心中的恐懼
了。可是光是有這樣的感覺還不夠，她
決定實際演練這些知識，才能確定自己
真的知道遇到夢裡的怪獸時，應該怎麼
做。於是她出發到遊樂園試試自己的膽
量……。
三、綜合活動
教師提問繪本問題：
(1) 為什麼蘿西每天都睡不好？(做惡夢)
(2) 在蘿西的夢裡發生了什麼事？
(差一點被怪獸吃掉)
(3) 蘿西為了打敗怪獸做了哪些努力？
(去看惡夢醫生、實際練習、勇敢的去
面對怪獸)
(4) 蘿西最後用哪一招打敗怪獸？
(親了怪獸一下)
(5) 你覺得怪獸真的很可怕嗎？為什麼？
(學生自由發揮)
(6) 你覺得讓我們困擾的壓力像怪獸一樣
嗎？為什麼？(學生自由發揮)
(7) 教師小結：讓我們困擾的壓力有時候就

繪本 PPT

像故事裡的怪獸一樣，雖然會讓我們不
太舒服，但是只要像蘿西一樣勇敢面
對，就會發現壓力並不可怕。有了正確
的方法，我們還要像蘿西一樣在日常生
活中練習，我們也能跟壓力和平共處，
就跟蘿西一樣，最後能和壓力這頭可愛
的怪獸，一起開心的生活喔！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課 壓力舒服嗎？
一、引起動機
(1) 老師拿出上一節課充飽的氣球，請學生
預測，如果這個氣球一直充下去，會發
生什麼事情？
(2) 老師請一位學生上台，一邊唸黑板上的 老師也可以自行操作。
「負向情緒」情緒卡，一邊持續給飽滿

氣球、充氣筒

情緒卡

的氣球充氣，直到氣球爆開。
三、 發展活動
(1) 老師詢問學生，如果我們就是這個氣
球，太多的壓力讓我們爆炸，我們會發
生什麼事？
(2) 老師引導學生發現心理的狀態也會影
響身體的狀態。
(3) 老師詢問學生，你是這顆氣球，現在有
人一直幫你充氣，有沒有不要爆炸的好
方法？
(4) 老師拿出另外一顆充半飽的氣球，讓發
表的同學上台，將氣球鬆開排氣。
(5) 我們可能會遇到很多壓力，就像是外面
有人一直在幫你充氣，讓你感到很不舒
服，好像快要爆炸了！但是我們可以用
一些辦法來幫自己和別人「排氣」，讓
我們的身體更健康。

PPT

情緒卡

四、 綜合活動：
老師可以舉例一些低年級學生常見
(1) 哪 些 事 情 可 以 讓 我 們 排 出 壓 力 的 氣
的舒壓方式，如：畫圖、跑步、吃點
呢？老師請同學分享一些做了讓自己
心、和家人聊天……。
的心情變愉快或是平靜的事情。
學習單
(2) 老 師 請 學 生 拿 出 上 節 課 使 用 的 學 習
單，在自己的困擾壓力事件旁邊寫或畫

出讓自己「排氣」的方法。
(3) 老師請幾位學生上臺分享學習單，並給
予鼓勵肯定。
(4) 老 師 預 告 情 緒 課 程 接 下 來 的 上 課 內
容，讓我們好好來學習怎麼發現困擾我
們的壓力、學習怎麼排解壓力，一起和
壓力做好朋友。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 和壓力做朋友
一、引起動機
(1) 老師一進教室後馬上展示一首唐詩，帶 學生聽到要背誦時候，可能會發出抱
唐詩 PPT
學生讀兩次後，給予 1 分鐘背誦。老師 怨聲或是有抗拒的肢體語言，老師不
拿出籤筒，抽出 3 位學生上台背誦。

用制止，讓學生真實的展現自己的情
緒感受。

情緒卡
(2) 老師問台下學生，當老師說要背詩時， 老師將學生說的情緒貼在黑板上。
你出現什麼情緒？
(3) 老師詢問被抽中上台的學生：當你被老 讓學生察覺壓力也會造成生理上的
師抽中上台時，出現什麼情緒？當你發 症狀，如腹痛、冒冷汗、頭暈……等
現可能背不出來的時候，又有什麼情
緒？你的身體剛剛有沒有不舒服或是
不一樣的感覺？
二、發展活動
(1) 老師告訴學生：我們之前介紹過讓我們
困擾的「壓力事件」，就像是剛剛老師
突然說要抽背唐詩，帶給你可能是興奮
帶著緊張，或是不舒服的感覺。「抽背
唐詩」就是一個「壓力事件」。
(2) 想想看，你的生活中有沒有出現過「壓
力事件」？請你把那件事寫或畫在學習
單上，並在學習單上寫出那件事帶給你
的感受，以及身體上的感覺。

和第一、二節課的學習單相比，此節 學習單
課的學習單要更深入讓學生覺察壓
力事件帯給自己的情緒反應及身體
變化。老師將大量情緒卡貼在黑板
上，讓學生有更多的情緒語彙鷹架可
以使用。

(3) 老師發下學習單，並巡視學生作答情
形。
三、綜合活動
(1) 老師請每組一位學生上台發表自己的

此時可以運用獎勵制度，讓被猜和猜

壓力事件，並請其他學生猜測在這個壓 中的組都加分，提升學生的注意力與
力事件中，該生可能會有的情緒，才公 參與度，也可預防有學生亂猜的情況
布他真實的情緒。
發生。
(2) 老師詢問台下學生有沒有跟台上學生
一樣的壓力事件，你的情緒反應是什
麼？
(3) 老師小結：情緒沒有對錯，就算是發生
了同一個事件，但是每個人會產生的情
緒可能也都會不同，每個人感受到的壓
力強度也是不同的。覺察自己跟他人的
情緒變化，也能感受到壓力怪獸是不是
要出現了。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的情緒，
也要接納自己的情緒。
~第四節結束~
第五節 冰山下的危機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再次自我介紹。
(2) 複習默契與獎勵制度。
(3) 教師複習上四節課的內容。

鐵達尼號

二、發展活動
(1) 老師問學生有沒有聽過鐵達尼號的故
事？鐵達尼號是一艘非常華美的遊

教學 PPT

輪，但是在她第一次出航，就撞到冰山
而沉沒了。你們知道為什麼船長跟船員 冰山示意圖
都看不到冰山嗎？
(2) 老師展示冰山的真實照片，原來冰山在
海平面上只能看到一點點，但是在海面
下還藏著一大塊肉眼看不見的危機。
教師的工作冰山圖

(3) 老 師 給 學 生 看 網 路 上 流 行 的 一 張 圖
片，畫出老師的工作內容，分成冰山上
(別人看得見)和冰山下(別人看不見)
的工作。
(4) 老師提問，你在這張圖上看到了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畫圖的人要畫一隻很像

鬼魂的兔子在上面呢？
三、綜合活動
學習單
(1) 老 師 發 給 學 生 每 人 一 張 空 白 的 冰 山
圖，請他們在上面寫出自己一個禮拜要
完成的「工作」，分成學校同學、老師
看得到(寫在冰山上)，還有看不到的
(寫在冰山下)。
(2) 老師問學生，你覺得每個禮拜做這麼多
事情，會讓你覺得不舒服、壓力很大的
舉手。
(3) 老師請有舉手跟沒舉手各一位小朋友 老師可以舉例一些低年級學生常見
起來說明原因。
要完成的工作，如：寫作業、做家事、
(4) 老師請幾位同學上台分享自己的冰山 寫練習卷、練鋼琴、背英文單字、練
圖，並同理他們的工作量：哇！原來你 蛇板……。
在一個禮拜內要做這麼多事情啊！你
真的很厲害呢！
(5) 老師問學生，當我跟你說：「原來你這
麼辛苦！」你的感受是什麼？
(6) 老師小結：其實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
都要完成很多自己的工作、責任，也會
有小壓力跟大壓力。看看別人，想想自
己，每完成一件事情，就像敲碎了一塊
冰塊，壓力也就小了一點。要是有敲不
碎的冰塊，我們下一節課就來一起用火 讓學生實際感受到被人同理、理解的
融化它吧！
感覺。
~第五節結束~
第六節 我是問題解決高手
一、引起動機
學習單
(1) 老師請學生拿出上一節課的冰山學習
單，並在上面的冰塊中圈出一件讓自己
覺得最不舒服、壓力最大的困擾工作或
事件。
(2) 老師提問：冰塊把我們壓得好不舒服，
有沒有什辦法把它變小一點？
二、發展活動
(1) 老師發給學生每組一張大白板，請同組
的組員把讓自己壓力最大的那塊冰塊
畫上去，其他的組員協助想出能融化冰 這部分的討論可聚焦在兩個部份:

每組一張大白
板、白板筆數
枝

塊的方法，把它以火把的形式畫在冰塊 1. 如何處理這個壓力事件
旁邊。
2. 如何紓解壓力情緒
這是兩個不同方向)
兩部分都可以討論，對孩子有助益，
在「紓解壓力情緒方面」不要只停在
口頭討論階段，老師可實際帶領孩子
練習各種簡單舒壓方式，例如：腹式
呼吸、正念、聽音樂……等
(2) 老師進行小組行間巡視，協助各組員們 學生提出來的方法可能千奇百怪，但
討論分享。
只要是能有助於舒緩壓力，且不會傷
害到自己及他人的，教師均可給予鼓
三、綜合活動
勵。
(1) 老師請各組將完成的大白板貼到黑板
上，並依據各組提供的解決方法進行分
類和增刪。
(2) 老師帶領學生一起檢視分類出來的舒
壓方式是否合宜，並提醒他們解決的方
式不能傷害自己或別人。
(3) 老師稱讚每位孩子都是火把小尖兵，用
聰明、熊熊烈火化解了堅硬的冰山。老
師祝福每位孩子都能夠用正確的方式
面對壓力，快樂的升上三年級！
~第六節結束~
教學評量：
試教成果：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