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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生在

情緒智能方面之成效，及學習滿意度的調查，研究對象為雲林某國小資

優班 16位學生及苗栗某國小資優班 16位學生。研究方法採準實驗研究

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透過「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實

施前後測評量後對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處理，並請學生於每堂課後填寫

心得及課程滿意度量表作為質性資料的補充。研究結果如下： 

一、「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在提升國小資優生於情緒

智能量表之「內省」，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二、「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在提升國小資優生於情緒

智能量表之「人際」，顯著高於控制組。 

三、「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在提升國小資優生於情緒

智能量表之「壓力管理」，顯著高於控制組。 

四、「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在提升國小資優生於情緒

智能量表之「適應」，顯著高於控制組。 

五、「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在提升國小資優生於情緒

智能量表之「一般心情」，顯著高於控制組。 

六、「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在提升國小資優生於情緒

智能量表之「正向印象」，顯著高於控制組。 

七、「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在提升國小資優生於情緒

智能量表之「情緒智能總分」，顯著高於控制組。 

八、接受「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之國小資優生於情意

課程的學習滿意度高。 

本研究依據上述結果提出建議，以期能提供教學實務與未來研究之

參考。 

 

關鍵詞：桌上遊戲、情意課程、國小資優生、情緒智能、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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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o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are 16 gifted students from Yunl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16 gifted students from Miaoli elementary school.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the pre- and post-test design of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After 

implementing the pre- and post-test through the "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Youth Version (EQ-i: YV)", the data is analyzed and processed by 

covariance. In addition, students were asked to fill in their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scale after each class as a supplement to the qualitative dat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In improving the " Intrapersonal " aspec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ults 

that implement the "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were no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2. In improving the " Interpersonal" aspec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ults 

that implement the "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3. In improving the " Stress Management " aspec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ults that implement the "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4. In improving the " Adaptability " aspec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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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mplement the "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5. In improving the " General Mood Scale " aspec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ults that implement the "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6. In improving the " Positive impression " aspec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ults that implement the "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7. In improving the total scor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ults that 

implement the " Integrating board-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8. The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 who accepted the " Integrating board-

games into affective curriculum program " have highly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 the affective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board-games, affective curriculum, elementary school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learn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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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對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

異學生情緒智能之成效，以苗栗市某所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

為研究對象，採準實驗研究法進行介入。本章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

研究背景與動機，闡述研究者為何要進行此研究；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

問題；第三節為名詞解釋，針對研究之名詞做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情緒智能在早期是源自 1990年彼德·薩洛維（Peter Salovey）提出

的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Quotient），經由眾多學者

對此進行研究後，逐步演化為情緒智能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Quotient），丹尼爾·高曼更宣稱 EQ 在某些領域中之重要性更

甚於 IQ（Intelligenz Quotient）（張美惠譯，2006），未來的生活中，

網路的發達，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人們的交流更趨頻繁，溝通的技巧

也成了新興的議題，連帶著學生於校園的學習與生活中，IQ 也不再是

單一重要的影響因素，如何與人對話及化解衝突也應是重要的課題，而

於教育領域中，歐美及亞洲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與韓國及紐澳、

非洲等已開發國家皆積極推動 EQ 教育融入生活或教學之中，不再單看

重認知能力，同時看重學生的社會與情緒能力（Lane ,2019）。 

多年來我國一直注重 IQ 的發展，國小資優班入學也以個別智力測

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為鑑定的指標

之一（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3），但因情緒智能或社

會能力是除了 IQ 外的重要能力，因此於資優生的特殊需求課程內規劃

了情意課程，以期培養資優生情意方面的能力，或滿足資優生情意方面

的需求。而依據 EQ 開發的 SEL（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學習課程）的課

程，除了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與負面情緒及衝動的管理，更能預防暴

力及減少校園中的霸凌問題（張美惠譯，2006），但在臺灣卻較為缺乏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D%BC%E5%BE%B7%C2%B7%E8%96%A9%E6%B4%9B%E7%B6%AD&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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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何在課程中融入情緒智能教育的目標。 

資優課程不只應重視學生的智力、學業等表現，同時引導學生正向

發展也是十分重要的，資優生常被視為一個同質的團體，但其實資優生

除了個體間甚至個體內也存在頗高的的異質性，因身心特質的不同、個

別能力差異大等原因，常使他們相較於其他人更易感到壓力，造成內在

的痛苦，不僅源自於外在壓力，也因其特殊的心理結構，進而影響生活

適應（Kaplan, 1990；Silverman, 1993），其高度敏感的特質如 : 完美

主義、情緒敏感、較高個人意識、對自我及他人的認同等，更是影響資

優生於校園生活中人際及適應不良的原因（王琡棻、盧台華，2013），

Dabrowski（1964）則更具體的提出了資優生「過度激動特質」，這些

特質使得資優生在認知、情意等發展上易出現不穩定的狀態，致其易受

挫折並產生適應上的困難，然則若資優生能突破此困境，則有助於人格

的發展與統整，但並非每位資優生都具有這樣的能力，而如何協助資優

生正向發展，滿足其情意上的需求是資優教育所應重視的（張馨仁，

2000）。 

在資優生的教育中，認知與情意是雙向的，一者缺乏將影響另一者

的發展，因此在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也將「情意發展」列入課程目

標之一，期許能培養學生自我認知、克服逆境、溝通互動、適應環境並

參與社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

要，2019），而如何規劃適切的課程，讓資優學生能正向發展，在在考

驗著資優教師們的能力。 

近年來桌上遊戲在教育領域中是越來越熱門的話題，因遊戲除了不

似閱讀課本般枯燥外，相較其他教學媒介更擁有提供模仿真實的經驗、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以及激發高層次的思考等優勢（陳介宇，2010 ）。 

在西元 1970 年代，電視遊樂器、電玩等電子遊戲產品尚未興起

時，桌上遊戲即是當時家庭中孩子或父母們打發時間或人際社交的主

流，人們所熟知的桌上遊戲不外乎麻將、撲克牌、棋類遊戲、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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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隨著時間流逝，電玩產品的面世，極具聲光效果的刺激下，許多

人們迷上了電玩，桌上遊戲則逐漸的沒落，不再是孩子們主流的遊戲玩

具，發展也近乎停滯。 

一直到了 2002年，新天鵝堡成為全臺首家桌遊代理、出版、經銷

商，並開始於臺北國際書展推廣德式桌遊，桌上遊戲才又再次走入了人

們的視野，各式不同類型的桌上遊戲不斷出現，除了內容涵蓋各式領

域，遊戲方式也不再是單純的競爭分出勝負，更涵蓋多種變項，如合

作、推理、猜測他人想法、構築資源或解決問題等，甚或需要運用到我

們生活所積累的經驗，如機密代號這款遊戲在遊玩時，需用一個詞連結

許多不同涵意的目標牌，而領導者的目標牌如果是倫敦、殺手、時鐘等

看似不相關的字句，但若瞭解隊友有看過名偵探柯南電影或是對旅遊景

點有所了解，則一句貝克街的亡靈，則可讓隊友輕鬆推斷出領導者的目

標。而有些遊戲玩一場則可提供與好友共同演出一場電影般的體驗，如

Pandemic Legacy: Season 1 這款合作的劇情遊戲，玩一次四個小時，需

要每位玩家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有限的時間壓力下，進行世界旅行，於

傳染病失控前治療並控制疾病的傳播，直到研究出解藥，遊戲劇情中會

出現新的規則和配件，扮演的角色可以藉由學習獲得新技能或受到傷

害、甚至死亡，如同真實扮演一位拯救世界冒險家的生活。可見桌上遊

戲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演變，其深度與廣度已不再能以過去對於遊戲的

觀點來看待。 

而自 1983年起，每年十月於德國埃森有著世界最大的桌遊博覽會

「Internationale Spieltage SPIEL」，每年都會有數百種新遊戲問世，吸

引著眾多玩家與桌遊設計師參與，而臺灣在 2017 年也舉辦了第一屆新

銳桌遊博覽會，除了推廣臺灣本土桌遊設計外，同時也說明了臺灣對於

桌上遊戲的關注日漸興盛。 

研究者目前任職於國小資優資源班，也曾於普通班及身心障礙資源

班服務，觀察到桌上遊戲在特殊教育的課堂中也是十分熱門的教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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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因遊戲除了趣味性外，相較其他教學媒介擁有：一、提供真實的經

驗；二、兒童參與的意願高；三、激發高層次的思考等優勢（陳介宇，

2010）。特別是身心障礙資源班在社交技巧及與人合作、溝通等課程更

是經常使用桌上遊戲作為上課的媒介，於資優班也常運用在創造力或解

決問題等課程，而桌上遊戲運用在教育類相關研究近年來也有逐步上升

的趨勢（陳介宇、王沐嵐，2017），多為融入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且於特殊教育領域的研究中，提升身心障礙學生社交技巧又占了大宗，

而在資優教育領域研究中，則以提升資優生創造力為主，但資優生的特

殊需求領域課程中，情意發展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如上所述桌上遊戲

豐富多元的特性，應是可以充分提供學生體驗角色扮演、溝通交流與合

作等真實經驗，而桌上遊戲是否能融入情意課程中提升學生的情緒智

能，是過去較少人探討的研究，故研究者希望藉由這些特性了解桌上遊

戲若作為教材教具融入情意課程的教學中，是否可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情

緒智能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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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節主要探討桌上遊戲作為輔助教材教具融入情意課程的教學方案

教學後對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進行情緒智能教學之成效研

究，並同時對學生於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學習滿意度進行調查作質性的

瞭解，因此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一、 探討桌上遊戲融入之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

緒智能之成效。 

二、 探討桌上遊戲融入之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於

情意課程學習滿意度。 

貳、 研究問題 

一、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

之「內省」成效為何？ 

二、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

之「人際」成效為何？ 

三、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

之「壓力管理」成效為何？ 

四、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

之「適應」成效為何？ 

五、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

之「一般心情」成效為何？ 

六、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

之「正向印象」成效為何？ 

七、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

之成效為何？ 

八、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於情意課程學習滿

意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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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節主要針對研究所提及知專有名詞進行解釋與定義，後續研究內

容所提及知專有名詞之定義皆以本節所述為準。 

壹、 桌上遊戲  

桌上遊戲（board games），Gobet、Voogt 和 Retschitzki（2004）

認為桌上遊戲應具有兩點特徵 : 首先它有一套固定的規則，這規則限

制了桌上遊戲的道具數量與有限的可能性，其次真的有塊板子，而當你

將所控制的道具在板子上進行移動或放置時，除了影響局勢外，道具在

其間也可能相互影響。 

現今發展的桌上遊戲大多仍包含以上兩點特徵，並發展出多元化的

玩法與主題性，於世界最大的線上桌遊論壇 BoardGameGeek（BGG）

更是依不同遊戲的機制與特徵將桌遊分出了 8種類型，分別為抽象遊戲

（Abstract Games）、集換式卡牌遊戲（Customizable Games）、兒童遊

戲（Children's Games）、家庭遊戲（Family Games）、派對遊戲（Party 

Games）、策略遊戲（Strategy Games）、主題遊戲（Thematic 

Games）、戰爭遊戲（War games）等，在不同類型間的不同遊戲都有

著各自的主題進行結合，且一個遊戲可能同時擁有兩種以上的類型。 

本研究所指稱之桌上遊戲即為符合上述兩點之桌上遊戲，並包含了

不同的類型與主題，提供學生在課程中能有多元的體驗與互動方式。 

貳、 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  

依我國特殊教育法（2019）第四條指出 :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

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四、創造能力資賦優

異。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而在本研究中的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為通過苗栗縣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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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縣教育處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符合其中的一般智能

資賦優異標準的資優生，而其鑑定標準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辦法（2013）第十五條規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指在記憶、理解、

分析、綜合、推理及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者。前項所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 

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 

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參、 情緒智能（EQ）  

情緒智能在早期使用情緒智商 EI（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作為名稱，最開始是由 Mayer 與 Salovery（1990）所提出，為識別和使

用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來解決問題和規範行為，而在 1995年 Goleman 以

此為基礎出版了 EI 一書後，情緒智能始廣為人知，而中文版將其譯為

情緒智能（EQ），以之與一般智能（IQ）作為對比，自此皆以情緒智

能代稱情緒智商（陳皎眉、李睿杰，2010）。 

Goleman認為情緒智能分為五種範疇 : 一、情緒能力的架構，決

定我們如何自處；二、自我規範，處理自身內在狀態；三、動機，引導

或助長自我達成目標；四、同理心，覺察他人情緒；五、社交技巧，適

切地做出反應（李瑞玲等譯，1998）。 

本研究所指情緒智能是以學生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中的得分為依據，量表分為「內

省」、「人際」、「壓力管理」、「適應」、「一般心情」、「正向印

象」等六個分量表，並可得到情緒智能總分與一個不一致指標分數。以

此得分差距，評估情緒智能之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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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情意課程  

在資優生的教育中，認知與情意是雙向的，一者缺乏將影響另一者

的發展，因此我們並非一昧的追求學生認知與技能的卓越表現，基於全

人發展的教育理念，我們同時必須引導學生能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塑

造正向的人格並使其身心能健全的成長，所以資優生的特殊需求領域課

綱內提及了四種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情意課程便是其一，且資優生因具

有殊異性，因此課程的安排可依學生的能力與學習需求保持彈性的選取

與調整（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2019）。 

故本研究中將桌上遊戲融入了情意課程的目標，以設計的課程引導

學生發展能夠自主的行動，進行情緒的覺察與理解及情緒的管理與表

達，藉以進行有效的溝通互動與問題解決（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綱要，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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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探討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

能之成效，在文獻探討的部分分為五節討論，第一節為資優學生情緒智

能的相關研究，第二節為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意課程，第三節為桌

上遊戲融入課程的理論，第四節為桌上遊戲課程運用於資優生之教學，

第五節為國內外相關研究。 

第一節 資優學生情緒智能的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探討資優學生的特質對情緒與生活適應上可能造成的影

響，並對情緒智能相關的研究進行深入的瞭解。 

壹、 國小資優學生特質 

Terman 於 1925年發表的 Mental and Physical Traits of a Thousand 

Gifted Children 追蹤研究中發現，資優生的社交技巧良好、適應能力

佳、情緒穩定也較少神經質的問題，且因提早發展而較不自我中心，可

從其他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因此資優學生較能了解別人的想法、感

覺，並具有強列的動機進行自我探索或面對困難的挑戰（Clark,2007） 

，但當環境裡缺乏挑戰時，他們可能會因此感到挫折，造成情緒上的困

擾，甚至失去繼續向前的動力（Davis＆Rimm,1994）。而資優生因身

心特質的不同，也會使他們相較於其他人更易感到壓力，造成內在的痛

苦，不僅源自於外在壓力，也因其特殊的心理結構，進而影響生活適應

（Kaplan, 1990；Silverman, 1993）。 

由上可知資優生在智力、創造力等方面常具有傑出的特質，但卻與

普通學生一般具有情緒困擾的問題，且由於他們的高敏感、高自主、高

自尊等特性，加上常有超乎於常人的想法，因此在自我與他人認同中，

較易遇到較多的困難，而當資優生的理性與感性無法求得平衡時，其資

優特質反可能造成心靈上的負擔，因此情意教育與輔導對資優生而言十

分的重要（吳武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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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 Dabrowski（1964）則更具體的提出了資優生「過度激動特

質」理論，包含心理動作、感官、想像、智能和情緒等五種特質，這些

特質皆可能出現在資優生的日常行為中，分述如下： 

一、     心理動作的過度激動特質：是一種表現出精力充沛。如說話

快、動作快、或是對情緒壓力表現某些心理動作反應，如強迫性

的多話、神經質的習慣、工作狂、強烈的競爭心。 

二、     感官的過度激動特質：藉由五感（視、聽、嗅、味、觸覺）

得到滿足，對美的感覺較敏銳，面對情緒壓力尋求感官刺激，喜

歡透過感官的滿足或縱慾，紓解內在的緊張，也因此無法忍受噪

音和不美好的事物。 

三、     想像的過度激動特質：想像力豐富，善用視覺表徵，以想像

方式表達情緒壓力，但易有喜歡幻想、作白日夢、注意力不集中

等情形。 

四、     智能的過度激動特質：是種強化了的心智活動，渴望知識、

追求真理，於問題解決、學習等具有獨特的思維，能持續專注於

思考，批判現實與反抗權威。 

五、     情緒的過度激動特質：人際關係敏感，對他人及社會的關心

與同理，但可能因此有情緒的心身性反應，如胃痛、心悸、焦慮、

抑鬱等。由此可知過度激動同時具有正向與負向的特質（林妙華，

2003；潘裕豐，2000；郭靜姿，2000）。 

這些過度激動特質常因敏感與強烈的反應造成資優生身心不統整

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常是資優生挫折的來源（郭靜姿，2000），但

Dabrowski 認為這反倒是推動資優生發展的動能，如能突破衝突自我提

升，則有助於人格發展與統整，也愈能展現出其資優者的行為特質；

反之則會陷入絕望，隱藏能力，表現出反抗或自我概念不健全、情緒

不穩、對學校課程興趣低落、生涯抉擇困難、自暴自棄等行為（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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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2001；潘裕豐，2000；郭靜姿，2000）。 

而在國小資優教育的現場中，有許多教師及研究者們發現，資優生

們並非都能有良好的成就表現或樂觀向上等積極態度，其高度敏感的特

質如 : 完美主義、情緒敏感、較高個人意識、對自我及他人的認同

等，常是影響資優生於校園生活中人際及適應不良的原因（王琡棻、盧

台華，2013；洪榮照、張妤婷、謝孟岑，2009；張靖卿，2016；潘裕

豐，2015），他們的特質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同時影響了資優生的潛

能發展與高低成就。 

綜上所述，資優生們常因個人特質形成內在衝突、過度敏感等，造

成情緒及人際上之問題，這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而

如何將阻力化為助力，在眾多資優生情緒與特質的相關研究中常以輔導

諮商等形式介入，以期提升學生自我認同與自我探索，減低適應不良等

問題（張靖卿，2016），而於本研究中，將運用桌上遊戲為介入工具，

除讓資優生能於遊戲中自我探索外，也藉由團體的活動同時提高資優生

的情緒掌控與有效溝通的能力。 

貳、 情緒智能的意義與內涵 

一、情緒智能的源起 

情緒智能最開始是由 Mayer 與 Salovery（1990）所提出，將其定義

為社交智能下的子集，能監控自己和他人的感受與情緒，並區分它們以

及使用這些信息來引導個人的思考及行動的能力（Lane,2019），同時

是 Gardner 多元智能中，人際智能與內省智能的部分，但不包含一般的

自我意識與對他人的評價，而側重於識別和使用自己與他人的情緒狀態

來解決問題和規範行為。 

二、情緒智能的相關概念 

情緒智能自 Mayer 與 Salovery 所提出後，Goleman 將其結合多項正

向觀點廣為人知後，許多學者對其各有觀點並進行闡述，以下將列出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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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者的主張概念如表 : 2-1 
 

表 2-1 

情緒智能的概念與內涵整理表 

學者 概念 內涵 

Mayer & Salovery 

,1990 

Hatfield & 

Cacioppo & 

Rapson,1994 

 

情緒智能是能

運用情感進行

推理的能力。 

1. 感知情感，區分自我與他人

不同的情緒狀態。 

2. 理解和管理情感，處理個體

與他人情緒。 

3. 融入思維，引導個人思考與

解決問題。 

Goleman,1995 

情緒智能是能

自我控制並適

切的表達情

緒。 

1. 認識自身情緒。 

2. 妥善管理情緒。 

3. 自我激勵。 

4. 認知他人情緒。 

5. 人際關係的管理。 

Beauport & 

Diaz ,1996 

情緒智能是使

人有適切感受

及追求需求的

能力。 

1. 情感智力（affectional 

intelligence）為與情境互

動的能力。 

2. 心情智力（mood  

intelligence）為個人轉換

心情的能力。 

3. 動機智力（motivational 

intelligence）為察覺需求

而自我激勵並引導行動的能

力。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MM0mNRIAAAAJ&hl=zh-TW&scioq=%E7%8E%8B%E6%98%A5%E5%B1%95%EF%BC%88%E6%B0%9186%EF%BC%89%E3%80%82%E5%85%92%E7%AB%A5%E6%83%85%E7%B7%92%E6%99%BA%E5%8A%9B%E7%99%BC%E5%B1%95%E7%9A%84%E5%BD%B1%E9%9F%BF%E5%9B%A0%E7%B4%A0%E8%88%87%E5%9B%A0%E6%87%89%E5%B0%8D%E7%AD%96%E3%80%82%E6%95%99%E8%82%B2%E8%B3%87%E6%96%99%E6%96%87%E6%91%98%EF%BC%8C41(5)%EF%BC%8C164-187&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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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r& Sawaf, 

1997 

Stufft,1996 

情緒智能是能

自我覺察、詮

釋及有效運用

情緒。 

1. 情緒的了解。 

2. 情緒的詮釋。 

3. 有效使用及控制情緒。 

Shapiro & 

Simmons,1997 

情緒智能是人

格特質。 

1. 情緒的理解與表達。 

2. 情緒的控制。 

3. 自我激勵。 

4. 同理心。 

5. 人際關係的處理。 

Perry & 

Steiner,1997 

情緒智能是覺

察與控管自我

與他人情緒的

能力。 

1. 瞭解自身情緒。 

2. 自我情緒管理。 

3. 同理心。 

4. 修復情緒傷害。 

5. 發展社交情緒互動。 

Bar-on,1997 

情緒智能是情

緒與社會適應

的能力 

1. 情緒自我意識。 

2. 社會責任與人際關係。 

3. 壓力管理（壓力容忍和衝動

控制）。 

4. 適應性（解決問題）。 

5. 一般情緒智能（自我激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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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uso & Mayer & 

Salovery,2002 

情緒智能是能

察覺、運用及

正向維持情緒

的能力。 

1. 感知情緒（自我及他人的情

緒覺察）。 

2. 促進思維（情感的傳達與使

用）。 

3. 理解情緒（理解情緒間的關

係轉變）。 

4. 管理情緒（情緒調節促進理

解與成長）。 

Locke,2005 

情緒智能並非

智力的一種形

式 

1. 定義過於廣泛包容，沒有可

理解的意義。 

2. 定義不斷變化。 

3. 是習慣、技能或選擇的組

合。 

4. 可能可用內省技能的概念取

代。 

Mayer & Roberts 

& Barsade,2008 

情緒智能是情

緒與智力的混

合 

1. 對情緒進行準確推理的能

力。 

2. 使用情緒和情感知識來增強

思想的能力。 

Petride & Siegling 

&  Saklofske,2016 

情緒智能是一

種能力，與人

格特質相關。 

1. 幸福感 

2. 自我控制 

3. 情感 

4. 社交性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q-UZ43U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9EheoWA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FF9adJ0AAAAJ&hl=zh-TW&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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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i & Siegling 

& Aloe & Baldaro 

& Petrides,2016 

情緒智能是一

種能力，與人

格特質相關。 

人格特質 15個層面的因素的

其中 13個層面包含於 EI的四

個間接因素如下 :  

1. 幸福感 

2. 自我控制 

3. 情感 

4. 社會互動 

剩下兩者為適應性、自我激勵 

王春展，詹志

禹，李良哲，

2000 

情緒智能是情

緒方面的智慧

能力。 

1. 個體對自身與他人情緒的覺

察、理解、推論，並依此行

動。 

2. 對自我和他人的情緒激勵與

反省。 

3. 對智力的促進作用，運用於

各式關係中。 

王財印，2000 

情緒智能是結

合情緒與智力

的能力。 

1. 覺知、評估與表達情緒的能

力。 

2. 有助思考的感受能力。 

3. 瞭解情緒與情緒知識之能

力。 

4. 反省、調節促進情緒與理智

的成長之能力。 

陳騏龍，2001 
情緒智能是種

內在能力 

1. 可藉由學習而有所成長。 

2. 個體對自身與他人情緒的覺

察、理解、激勵、反省，並

依此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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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富湖，2002 

情緒智能是一

種能力，可藉

由學習而成

長。 

1. 情緒感知與表達。 

2. 激發與促進思維。 

3. 情緒理解及運用。 

4. 情緒的反省、調節與提升。 

洪榮照，張妤

婷，謝孟岑，

2009 

情緒智能與人

格特質相關。 

1. 個體對自身與他人情緒的覺

察。 

2. 對情緒的控制與表達。 

3. 面對不能情緒時能反思並依

此因應與行動。 

陳皎眉，李睿

杰，2010 

情緒智能是種

可訓練的能

力。 

1. 對情緒的推理、表達。 

2. 利用情緒促進思考能力。 

3. 可藉由適當訓練提升。 

鄧蔭萍，2012 

情緒智能是種

可學習與訓練

的能力，是人

格特質也是心

理能力。 

1. 個體對自身與他人情緒的覺

察、理解、激勵、反省，並

依此行動。 

2. 可藉由適當的訓練與學習提

升。 

黃秋霞，2016 

情緒智能是種

具可塑性的能

力 

1. 對情緒的覺知及管理。 

2. 對自身及他人的關懷與調解

衝突。 

3. 面對困難的因應與解決。 

   

從以上國內外學者們的觀點可以看出，最初人們認為情緒智能是一

些相關的心理能力所組成。如 Mayer 和 Salovery 首先將其定義為監控自

己與他人的感受和情緒，並且能利用這些訊息來引導自己的思想和行

動。而在第二個階段 Goleman 將情緒智能混合了一些與眾不同的特質，

讓情緒智能的發展與各種正向的特質做結合，比如同理心、自我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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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適應能力和溝通能力等（Lane, 2019），雖然其中也包含了

某些情緒相關的特質，但也因此導致情緒智能被某些學者質疑定義包羅

萬象無法理解（Locke, 2005）。而有另一些學者則將情緒智能定義為關

於個人辨別、處理和利用情緒訊息的能力和行為，如 : 同理心、自我

控制和社交技巧等（Petrides, Furnham, 2003）人格特質，且與其他智力

尺度有部分重疊（Mayer, Roberts, & Barsade, 2008），也表示了情緒智

能對情緒進行推理的能力（Mayer, Salovey, & Caruso, 2002），在近年

的研究中，更是將情緒智能與五大人格特質作為某些層面上相關的指

標，但情緒智能某些部分超出了五大人格特質的範圍（Andrei, Siegling, 

Saklofske, Aloe, Baldaro, & Petrides, 2016）。 

在國內研究情緒智能學者們的觀點則大致一致，普遍認為情緒智能

是種情緒的智慧能力，除了自身也包含對他人情緒的理解與運用，從而

引導自身行為與社會性的交流並解決問題，且可藉由學習而有所提升。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情緒智能應是種妥善運用情緒的能力，並

可藉由學習加以提升，其中包含了以下幾點內涵 : 一、對自我與他人

情緒的覺察和理解；二、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管理和表達；三、有效的

社會互動；四、問題的因應與解決。 

而既然情緒智能是可藉由教育加以提升的能力（D'Amico, 2018），

於本研究中即可探討在情意課程的課程設計中融入情緒智能的內涵，是

否對於提升資優生的情緒智能能有所幫助。 

參、 資優生之情緒智能 

Dabrowski 在 1938年提出了資優生情緒發展論，研究資優生對不

同刺激反應的高度覺知與連結能力， 他稱此為資優生的「過度激動特

質」，而其中的「情緒的過度激動」特質，因對事物的強烈情緒表現，

常為校園中資優生與同儕的關係帶來不利的影響（林妙華，2002），且

許多研究者指出，過度敏感與強烈的反應會對資優生造成焦慮、沮喪、

人際問題等負面影響（王琡棻，2009）。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q-UZ43U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FF9adJ0AAAAJ&hl=zh-TW&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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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資優生通常情緒穩定，十分適應團體生活，但其實資優生

因資優特質致使想法常常不易被同儕所理解，而高度自尊與要求在自我

與他人認同上，也有較大的困難，如理性與感性間無法平衡發展時，則

他們的資優特質反而容易造成情緒上的困擾（吳武典，2001），而情緒

智能的提升將能讓資優生更加的掌控並利用情緒，使他們在情緒困擾出

現前即可適切的判斷並處理。 

過去的研究中表明，許多學生也認為情緒智能對自我管理和關係管

理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Liswandi, Hutabarat,2019），在校園中

與同儕有良好互動關係之資優生，情緒智能的發展也相對優秀（張妤

婷，2005；蔡玉瑟，2006），良好的情緒智能，能讓資優生覺察自身與

他人情緒並加以調節，在人際交流間較為容易受同儕接納，而同儕間的

互動，是學生生活的重要支持因素，因此培養資優生情緒智能，能有效

提高資優生於校園中適應的能力（D'Amico, 2018）。 

而在校園環境中，資優生情緒智能發展以同儕間的正向影響如合

作、遊戲、等親密互動關係對情緒智能發展最為顯著，此外教師的間接

教學行為如 : 接納、鼓勵、想法表述等良好師生互動與教學，對資優

生情緒智能也有顯著的提升（張妤婷，2005；蔡玉瑟，2006），故本研

究將藉由桌上遊戲讓學生於課堂中體驗遊戲、合作、良性競爭等關係，

促進同儕間互動的品質，並結合教師良好的教學規劃與互動，當能有效

提升資優生之情緒智能發展。 

綜而言之，資優生的情緒智能發展與校園生活息息相關，透過校園

中同儕間的互動交流，能幫助他們掌握情緒智能來認知及處理他人與自

身情緒，並能善用情緒以提升適應能力，而良好的教師教學及互動，對

資優生情緒智能的發展也具十分正向的幫助。當資優生情緒智能有所提

升後，便能幫助資優生於資優特質所產生的情緒困擾中求取平衡點，使

資優生們理性及感性均衡發展，除了引導自身行為外更能穩定的發揮資

優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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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的情意課程 

本節主要探討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意課程的定義、目標及與桌

上遊戲的連結，並將情意課程之目標與情緒智能量表進行連結的探討。 

壹、 情意課程的定義 

資優教育不應只注重資優生的智能、技能與才能的成就表現，引導

他們正向發展也是十分重要的，依據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綱要提及，情意課程是參考 Daruna&Barnes（1998）所提出的三個向度

包含行為、情境與文化對心理健康的定義，並依此規劃為「個人發展」

與「環境調適」兩大主軸。其中「個人發展」對應心理健康的「行為」

向度，並從「知」、「情」、「意」三個面向架構個人內涵的發展，著

重在資優生對內在資優特質、能力、期待、壓力、興趣、動機與利他等

情意發展的覺知、接納乃至行動之外顯行為（張春興，1991）。而「環

境調適」對應「情境」與「文化」向度，主因個體與環境互動密切且無

法脫離環境獨自發展，因而個體必須具備能調適因應處在不同情境與文

化下的環境差異之能力，著重於與資優學生成長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家

庭環境與學校環境之調適應對課題。 

而郭靜姿（2000）依此提出資優生之情意課程設計可包涵以下主

題：「認識資優、尊重他人、人際技能、情緒敏感、壓力調適、責任

感、利己與利他等」方向。 

綜上所述，情意課程應針對資優生需求進行規劃，進行認知、情

緒、行為等三個面向的統整學習，透過教學活動和體驗幫助資優生達成

良好的自我理解與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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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情意課程的目標 

於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2019）中提及情意課程

的發展目標為以下幾點： 

 

一、 發展自我認識、建立合宜的自我期待與目標的能力與態度，進而培養

追求自我適性發展的期許與能力。 

二、 強化內在動機、韌性與應變能力，進而能由自我優勢出發，進行生涯

試探與規劃，培養終身學習的素養。 

三、 提昇溝通表達能力、增進同理心，並能厚植資源運用與美感涵養，建

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經營生活。 

四、 厚植環境適應及對外聯結的能力，關切本土與國際議題，體認多元文

化價值，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綱要，2019：1） 

 

且提出了四個學習表現主題軸分別為「1.啟發潛能、精進自我 2.

增能應變、發展生涯 3.溝通互動、經營生活 4.適應環境、參與社

會。」其中的次項目「強化韌性」：「培養同理心、了解挫敗的因素並

能適當歸因，展現挫折容忍力及對抗逆境的能力」。與「溝通表達與同

理」：「培養運用語言、文字、肢體等系統，進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

能力，並能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也說明了在情意課

程中，情緒教育也是包含在情意課程內容的一環。 

而在目前國內情意教育中，情緒的表達與認知他人的情緒是學生們

較為不足之處（李泳緹，方敏全，2017；陳秀娟，2009），而學生們的

不足是因我們的教育歷程並未將此情緒教育納入正式的課程中，未教導

學生們如何進行情緒的管理及表達，也未培養他們的同理心，而無法讓

學生們有效的運用情緒交流並讀懂他人，這是我們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

需要協助培養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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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潘裕豐（2000）也提及情意課程的發展應是有關於個人與人際

間的學習領域，重要卻被忽視。而其課程的規劃上，除了自我了解、人

際關係、社會適應外，個人情緒的理解與控制等都會有助於情意教育的

提升。周天賜（1988）認為情意課程是關於情緒、感覺、感情、價值、

意志、態度、興趣的課程，也重視發展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自我概

念、人際關係等，並使學生對自我、教師、同儕、學校等有正向態度，

進而影響學習，提昇學習成效與心理健康的教育。郭如育（2011）分析

了情意課程的內涵，認為情意課程必須協助學生自我概念的發展與理

解，並培養人際互動、溝通技巧、同理心及情緒管理等能力。 

綜上所述，情意課程是需要依照資優生的特質與需求進行設計的，

以符合適性教育的目的，而情緒的的表達與認知、個人與人際間的交流

常為資優生所需要加強的課題（張妤婷，2005），同時也包含於情意課

程的目標之中，而有效的情意課程可以協助學生對自我價值的了解與社

會適應，並維持學校、家庭和社會生活的穩定和諧（林秋吟，2016），

因此本研究認為於情意課程中適合進行情緒智能的課程教學，並能有效

提升資優生的情緒智能。 

因此，研究者將情意課程目標與情緒智能的定義作結合，並將情緒

智能量表青少年版（2000）中的六個向度 :「內省」、「人際」、「壓

力管理」、「適應」、「一般心情」、「正向印象」歸類於其中，各項

度內涵為： 

 

1.內省：包含情緒的自我覺查、果斷、自我尊重、自我實現以及獨立。 

2.人際：包括人際關係、社會責任及同理心。 

3.壓力管理：包括壓力容忍、衝動控制。 

4.適應：包括問題解決、真實考驗及彈性。 

5.一般心情：包含快樂和樂觀。 

6.正向印象：評估是否嘗試創造過度正向的自我印象。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9NTNU573201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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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者將設計八週每週兩節共十六節課的情意課程，課程目標為

「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解」、「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管理和表

達」、「有效的社會互動」、「問題的因應與解決」等四項，對應情緒

智能量表的六個向度分類，以期達到有效提升情緒智能之成效。分類結

合後如下表 2-2所示： 

表 2-2 

課程目標與情緒智能量表向度對照表 

量表中的內省包含了情緒的覺察，人際則是包含了人與人間的互動

關係與同理他人，壓力管理是控制與因應所面臨的情境，適應則為真實

情境的互動與問題的解決，一般心情包含了快樂與樂觀的情緒角度，正

向印象則是是否創造了與人正向的印象，因此表 2-2中將各量表依其內

涵對應了所規劃的情意課程目標。 

參、情意課程與桌上遊戲的連結 

桌上遊戲將人與人的互動拉近至一張桌子的距離，在短時間內在同

個空間中互相競爭、合作、溝通、協調，於遊戲過程中無形的不斷進行

練習。黃永和（2012）指出桌上遊戲情境模擬的特性，可讓玩家們模擬

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遊戲的目標，而角色的扮演及任務的達成皆需要

運用到人際互動、溝通技巧、同理心及情緒管理等能力（Mattlin, 

2018）。 

而情意課程中「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解」、「對自我與他

情意課程課程目標 情緒智能量表向度 

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解 內省、人際、一般心情 

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管理和表達 壓力管理、人際、一般心情、

正向印象 

有效的社會互動 正向印象、人際、適應 

問題的因應與解決 壓力管理、適應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Mattlin%2C%20Mikael%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Mattlin%2C%20Mikael%22%7C%7C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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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緒的管理和表達」、「有效的社會互動」、「問題的因應與解決」

的四個目標，林子淳（2014）提及桌上遊戲能幫助學生探索並扮演自我

角色、理解並接納他人、合宜的人際互動、察覺問題並提出解決策略。

劉力君（2014）從合作學習的角度上發現桌上遊戲設計課程中，學生的

自我效能與溝通能力有顯著提升。陳貞如（2013）、魏妤珊（2014）也

在桌遊融入課程中發現，學生於創意問題解決與社會互動上都有顯著的

成長。Nakpong,Chanchalor（2019）則運用交互式多媒體遊戲進行針對

情緒智能的教學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參與者的情緒自我控制，同理

心，解決問題，自我尊重，生活滿意度和和平都有顯著改善，顯示交互

式的遊戲對於情緒智能的發展是有益的。 

       綜上所述，若希望於情意課程中能達成上述的教學目標，使用

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是十分可行的，不只可增進對自我與他人的理解和溝

通，還可強化人際互動及問題解決能力，但卻尚未有人將之融入情課課

程的教學中，因此本研究將於情意課程中進行桌遊融入教學，相信十分

適切並能有效提升資優生的情緒智能。 

第三節 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理論 

本節主要探討桌上遊戲的定義及其於各領域課程上之應用，並將其

進行分類與統計桌上遊戲運用於教育領域中是否能有效達致教學目標。 

壹、 桌上遊戲的定義 

桌上遊戲，最重要的概念是能在桌面上，有明確規則能自己遊戲或

與他人進行互動的遊戲，舉凡為人所熟知的撲克牌、麻將、象棋等皆是

其中的一類。 

而在今日桌上遊戲的發展中，人與人間的互動是十分重要的，一個

優秀的遊戲，常在遊戲的過程中讓你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行為，都會

對他人有所影響，而這些影響在各類別遊戲中所需要的能力又有著些許

不同，如 : 抽象遊戲及策略遊戲，常需要用到縝密的邏輯思考。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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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遊戲、派對遊戲、集換式卡牌遊戲中，常需要大量的溝通、互動，以

便於理解他人想法，推進遊戲的進行。在主題遊戲中，因各式主題不

同，可能需要眾人的齊心協力解決問題，抑或是獨自存活勾心鬥角。戰

爭遊戲雖較為冷門，但仍必須理解對手的想法與行動，才能知己知彼百

戰百勝。兒童遊戲則常藉由在遊戲中訓練兒童簡單邏輯思考或反應力的

活動。而單一遊戲並不侷限為一種類別中，也讓遊戲有了更豐富的變化

（Donovan, 2018）。 

如此多元化的玩法與主題，讓桌上遊戲有了更多應用的可能性，可

在遊戲的過程中達成潛移默化的效果，如 : 在遊戲的過程中，讓孩子

願意與他人溝通表達自身想法，或共同合作克服困難，抑或是理解別人

心中所思所想，更甚於能訓練思考的能力，而如果我們身為教師只是將

桌上遊戲看作是一種休閒娛樂，無法藉遊戲的特性融入教學，就少了一

種十分優秀的教具能活用於教學中。 

而本研究為與情緒智能的目標結合，特別選用了機密代號、阿瓦

隆、傳情畫意、妙語說書人、禁忌之島等五套遊戲，融入各二到四節情

意課程之中。 

貳、 桌上遊戲於課程上之應用 

桌上遊戲在許多領域的課程中皆有研究者進行研究，Mattlin

（2018）認為運用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中，能有效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與

學習動機，Boghian、Cojocariu、Popescu 與 Mâţӑ（2019）等人更強調遊

戲除了在人類發展與學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外，並支持於學習中使用

桌上遊戲的學習理論，而研究者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Google 學術搜尋以及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以「桌上遊戲」、

「課程」為關鍵字查詢並篩選出臺灣與教育相關各領域融入桌上遊戲課

程的研究，自 2008年 1月截至 2018年 12月共 158篇，國語文領域 14

篇、英語領域 42篇、數學領域 29篇、社會領域 6篇、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 15篇，健康教育領域 3篇、綜合活動 7篇、視覺藝術 6篇、特殊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Mattlin%2C%20Mikael%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Mattlin%2C%20Mikael%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Boghian%2C%20Ioana%22%7C%7C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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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身心障礙 31篇、特殊需求資賦優異 6篇。在時間分布上 2014 年前

僅有 21篇相關研究，自 2015 年後則有 138篇，尤其 2017 年就有 63

篇，而 2018 年可能是尚未刊登因此並非有最多的研究。由此可見桌上

遊戲運用在課程中於近年來已是新興的研究議題，也廣泛用於各領域課

程中。 

從各個領域融入桌遊課程應用的研究中，歸納出以下發現： 

一、桌上遊戲可融入各領域課程 

從篩選的論文資料中可發現，桌上遊戲於近年來被廣泛地運用在各

領域的教學當中，涵蓋了各個學習領域，其比例如下圖 2-1所示。 

 

 

 

 

 

 

 

 

 

 

 

 

 

 

 

二、桌上遊戲的教育領域運用 

學者陳介宇、王沐嵐（2017）曾做了一份桌上遊戲文獻回顧分析，

統計了 137篇桌上遊戲相關之研究與期刊，分了「教育」、「遊戲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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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社會/心理」、「社會工作」、「企業管理」、「遊戲歷史」

等六類，發現「教育」類別為桌上遊戲相關研究與文獻中比例最高

達 59.9%，若將「遊戲設計」中與教育相關的文獻計入，更高達了

72.3%，且多以透過桌上遊戲之高度互動的特性增進研究對象的社交技

巧、情緒能力及增進其與同儕之關係。由此可知桌上遊戲廣泛的應用於

教育領域中，且與研究者欲研究之情緒智能內涵有高度關聯性。 

三、桌上於教育方面應用之成效 

研究者吳妮真（2016）也統計了 34篇與教育相關的桌遊文獻後發

現，研究桌上遊戲於各領域教學的學習成效中，高達 77%能有效提升學

習成效，23%是部分提升學習成效，無效則為 0%；而在促進學習動機的

部分，高達 95%顯著提升學習動機，5%部分提升學習動機，無效則為

0%，雖統計的並不全面，但卻足以佐證桌上遊戲於不同的教育領域中，

是具有教育性且能涵蓋不同教學領域，同時也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促

進教學成效。 

國外學者 Cheiroz, Beltramini 與 Beltramini（2019）於桌上遊戲的課

程教學實驗後提及，透過桌上遊戲的互動，特別是合作與競爭性的互

動，可以促進有意義、前瞻性的學習。 

綜上所述，桌上遊戲可融入各領域的教學中，且是目前趨勢，也

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但是在資優教育領域中運用桌上

遊戲課程的研究仍略顯不足，且在情緒智能方面更是僅有少數，因此希

望透過本研究進行深入探討。 

參、桌上遊戲課程運用於資優生之教學 

一、桌上遊戲應用於資優教育相關文獻 

從研究文獻量可發現桌上遊戲於資優課程應用上的研究缺乏，研究

者於國小資優班已有五年的教學經歷，與各縣市的國小資優班老師或多

或少有著研習、方案或區域課程等之交流，許多的國小資優班都有將桌

 



27 
 

上遊戲融入到課程中，然而依上圖 2-1所示，在資優教育中桌上遊戲融

入課程的相關研究卻極為貧乏。以下將整理桌上遊戲與資優教育相關研

究資料如下表 2-3： 
 

 

表 2-3 

桌上遊戲與資優教育相關論文整理表 

研究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 

對象 

研究方

法 
研究結果 

吳鴻鑫 

2015 

抽象類桌上遊

戲對提升國小

四年級學生創

造力成效之研

究 

國小 

四年

級 

準實驗

之單組

前後測

設計 

1.實施抽象類桌上遊戲教學

後，學生在「陶倫斯創造思

考測驗圖形版」中「流

暢」、「獨創」、「標

題」、「精密」、「開

放」、「創造潛能」以及

「創造力指數」之後測平均

得分均優於前測平均得分，

且在「獨創」及「創造力指

數」項目皆達顯著差異。 

2.抽象類桌上遊戲教學對提升

創造力之成效不受學生性別

差異的影響。 

3.大多數學生喜歡抽象類桌上

遊戲教學並給予正面評價。 

黃若綺 

2015 

圖形類桌上遊

戲對提升國民

小學一般智能

資賦優異學生

創造力及學習

動機成效之研

究 

國小 

三年

級 

準實驗

之單組

前後測

設計 

1.圖形類桌上遊戲教學對國小

三年級資優學生的創造力有

顯著的教學成效，能激發學

生產生多元、大量且新奇有

趣的想法，學生透過遊戲能

提升創造力。 

2.經研究發現，圖形類桌上遊

戲教學方案能使國小三年級

資優學生保持高度學習動

機。 

吳妮真 

2016 

桌上遊戲融入

創造思考教學

對國民小學一

國小 

資優

生 

準實驗

研究之

不等組

1.桌上遊戲融入創造思考教學

對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

異學生創造力之學習成效有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NcovJ/search?q=auc=%22%E5%90%B3%E9%B4%BB%E9%91%A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NcovJ/search?q=auc=%22%E9%BB%83%E8%8B%A5%E7%B6%BA%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G2uG3/search?q=auc=%22%E5%90%B3%E5%A6%AE%E7%9C%9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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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智能資賦優

異學生創造力

與學習動機成

效之研究 

前後測

設計 

所影響，實驗組學生在陶倫

斯創造思考測驗語文版之

「流暢力」、「獨創力」、

「變通力」與「全量表總

分」之分數皆顯著優於控制

組學生。 

2.桌上遊戲融入創造思考教學

對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

異學生學習動機有部分提

升，實驗組學生在桌上遊戲

創造思考課程學習動機量表

之表現之「引起注意」、

「建立信心」的分數達到顯

著差異；在「切身相關」、

「獲得滿足」及「總分」未

達顯著差異。 

陳慧芳 

2016 

桌上遊戲教學

方案對國民小

學一般智能資

賦優異學生推

理能力及問題

解決能力之研

究 

國小 

四年

級 

準實驗

研究設

計 

1.桌上遊戲教學方案未能提升

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學生推理思考能力。 

2.桌上遊戲教學方案能提升國

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

生整體和各向度的問題解決

能力。 

3.桌上遊戲教學方案獲得多數

實驗組學生的肯定與喜愛，

多數實驗組學生對本方案採

正向態度，且認為有助於數

學計算、邏輯思考與問題解

決等能力。 

李尉嘉 

2017 

以合作式桌上

遊戲為媒介促

進資賦優異學

生社會能力之

研究 

國小 

資優

生 

準實驗

之單組

前後測

設計 

1.挫折容忍力、人際互動能

力、利社會行為皆無顯著差

異。 

2.在質性分析上仍可見人際互

動能力、利社會行為有些微

改變。 

葉瑜真 

2018 

基於活動理論

之桌上遊戲創

國小 

五年 

個案研 

究法 

1.桌上遊戲創作教學方案能提

升學生創造力。四位個案在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JNcovJ/search?q=auc=%22%E6%9D%8E%E5%B0%89%E5%98%8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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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學方案對

國民小學一般

智能資賦優異

學生創造力與

學習歷程影響

之個案研究 

級 「托倫斯創造力測驗圖形

版」上的表現，後測分數皆

優於前測分數，顯示透過桌

上遊戲創作教學能提升個案

之創造力。而在各分向度中

又以「流暢」和「開放」兩

個分項，四位個案學生皆經

由教學後提升，惟因個人特

質與能力的不同而在「獨

創」和「精密」改變的程度

上有所差異，且受限於研究

時間對於「標題」無法有所

提升。 

2.個案學生能於作品中展現創

造力。 

3.個案學生對於桌上遊戲創作

教學方案持正向態度，並提

升其學習動機。 

4.教學者透過教學歷程獲得教

學成長，實施創造力教學有

助於教師在內容歷程的成長

與轉變。 

二、桌上遊戲應用於資優教育方面的成效 

從表 2-3中六篇桌上遊戲融入課程對資優教育的研究中可發現，僅

一篇研究結果是在挫折容忍度力、人際互動能和利社會行為等無顯著差

異，一篇是無提升推理能力但有提升問題解決能力。然則仔細閱讀後可

發現，無顯著差異的那篇文章使用了準實驗之單組前後測設計且僅做了

三個假日六次實驗的課程，研究結果是否可靠仍有待商確。而另一篇未

能提升推理能力但能提升問題解決能力之研究，可能因天花板效應使資

優生之推理能力無法顯著提升所致。雖有以上兩篇的疑慮，但仍可見得

桌上遊戲課程融入資優班的教學在多數的研究中是有效果的。且皆能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 

綜上所述，桌上遊戲在多領域的教學是被廣泛使用的，且能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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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動機，是教育領域中極為熱門的教學素材，但是在資

優教育領域中的研究卻略顯不足，且於資優生特需需求領域之情意教育

課程或是情緒智能方面更是無人著墨，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了解桌上遊

戲是否適用於資優教育且能有效提升資優生情緒智能的發展與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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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以準實驗研究之不等組前

後測設計，透過「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

振德，2009）實施前後測評量，以探究研究者設計之桌上遊戲融入情意

課程相較於普通情意課程是否確實能提升資優生情緒智能之成效。 

本章共分五節，以下將分別就研究對象、研究設計與架構、研究工

具、課程設計及資資料分析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雲林縣和苗栗縣共兩所國民小學之資優生為研究對象，實

驗組為雲林縣 A國小資優班 16位學生為對象進行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

程做情緒智能內涵的教學；控制組為苗栗縣 B國小資優班 16位學生為

對象，進行一般情意課程做情緒智能內涵的教學，研究對象共 32人。 

本研究對象皆為國小資優班中高年級學生，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學生

家庭文化背景與社經地位大致相同，兩組學生在校成績也皆於校內前

10%。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壹、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研究者任教雲林縣之國小資優班學生進行實

驗，另外以苗栗縣另一所小學之資優班學生為控制組。本實驗採用「情

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作為前

後測之工具。 

在實驗階段，實驗組學生進行為期 8週每週 2節共 16節之桌上遊

戲融入情意課程進行情緒智能教學，控制組則進行一般情意課程做情緒

智能教學活動，課程同樣 8週每週 2節共 16節課，由已任教五年之正

是資優班教師做課程的規畫與教學，運用模擬真實情境與團體討論等方

式為課程活動，讓學生分析討論可能的情緒與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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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學生於課程開始前後皆以「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實施前後測，以比較其情緒智能之差

異情形。更藉由學習動機量表對實驗組學生進行測試，以了解實驗組學

生對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之學習動機的變化。本研究採用的實驗設計

如表 3-1所示： 

 
表 3-1      

實驗設計模式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A1 X A3 

控制組 A2  A4 

說明 :  

1. 前測皆於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前實施。 

2. A1為實驗組之前測，為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 

3. A2為控制組之前測，為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 

4. A3為實驗組之後測，包含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與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學習興趣量表。 

5. A4為控制組之後測，為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 

6. X代表實驗期間為 8週，每週 2節課之「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

情緒智能教學」課程。 

7. 後測於 8週「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進行情緒智能教學」課程結

束後進行。 

貳、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了準實驗設計中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加入質性的資

料，探討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對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情緒

智能與學習動機之教學成效，研究架構如下圖 3-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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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所述之自變項、依變項及控制變項說明如下 :  

一、自變項 :  

本研究所指之自變項為情意課程之教學課程，其中分別為桌上遊戲

融入情意課程中進行情緒智能教學與一般情意課程教學情緒智能。實驗

組與控制組皆進行為期 8週，共 16節的課程。 

二、依變項 :  

本研究所指之依變項為實驗組學生接受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

後在情緒智能的表現與學習興趣的變化情形，控制組學生為接受一般情

意課程教學後在情緒智能表現的變化情形。 

三、控制變項 :  

1. 參與者 :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皆為符合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之學

生，文化背景皆為使用台語之閩南族群與父母都是受薪階層，以及

普通班之學業表現都為班排名前五之學生，並無顯著差異。 

2. 教學與施測者 : 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師皆為符合國小資優教師資格之

【自變項】 

桌

上

遊

戲 

情意 

課程 

【依變項】 

情緒智能 

內省 

人際 

壓力管理 

適應 

一般心情 

正向印象 

【控制變項】 

參與者 

教學與施測者 

教學時間 

教學地點 

測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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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教師，國小資優班教學經歷均已滿五年。 

3. 教學時間 : 兩組學生教學時間均為 8週，每週 2 節，共 16節課。 

4. 教學地點 : 兩組學生之教學地點皆位於國小資優班教室內。 

5. 測驗工具 : 兩組學生實施前後測之工具、施測程序、環境、時

間、與指導語等均完全相同。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以量化分析為主，採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

（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進行前後測的成效分析輔以

質性資料 :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學習興趣調查表」，作為補充說

明，以下究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加以說明。 

壹、  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 

本研究採用鄭聖敏、王振德（2009）修訂自 Bar-On 與 Parker 於

2000年所編製的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Youth Version（EQ-i: 

YV）之版本作為測驗工具。 

一、測驗形式與內容 

（一）測驗內容：共 60題，為一多向度情緒及社會智力量表，共有六

個分量表，可得到一個情緒智能總分，另有一個不一致指標分數： 

1. 內省量表：包含情緒的自我覺察、果斷、自我尊重、自我實現以及 

             獨立，符合教學目標中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 

             解的目標。 

2. 人際量表：包括人際關係、社會責任及同理心，符合教學目標中人 

             與人間的關係互動與對他人的同理。 

3. 壓力管理量表：包括壓力容忍、衝動控制，符合教學目標中控制情 

                 緒與因應面臨的各種情境。 

4. 適應量表：包括問題解決、真實考驗及彈性，符合教學目標中真實 

             情境的互動與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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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心情量表：包含快樂和樂觀，符合教學目標中自我與他人情緒 

                 的覺察和理解、控制與表達等方面。 

6. 正向印象量表：評估受試者是否嘗試創造過度正向的自我印象，符 

                 合教學目標中對自我情緒的管理和表達及有效的社 

                 會互動。 

7. 情緒智能總分：評估受試者的情緒和社會智力，符合情緒智能的整 

                 體教學目標。 

8. 不一致指標：評量受試者對試題反應的一致性。 

（二）適用對象：小學四年級至高中三年級。 

（三）施測時間：30分鐘。 

二、信效度 

量表採分層叢集取樣，依臺灣北中南東四區，抽取 43所學校，共

3522名學生，分別建立國小、國中、高中職的全體及性別常模。本量

表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值介於.75～.89之間，總量表

為.89；各分量表重測信度介於.640～.780 之間，總量表為.835，代表

本量表有相當的一致性與穩定度。本量表以探索式因素分析，驗證本量

表與英文版的量表架構相符；從各分量表的內在相關程度了解本量表為

一多面向評量工具；本量表與《青少年情緒智能量表》求相關，建立效

標關聯效度，了解本量表與《青少年情緒智能量表》有中度相關，但兩

份量表內涵仍略有差異。 

第四節 課程設計 

本節將列出課程目標與桌上遊戲之遊戲內容，以及行為表現對應之

課程綱要，並於後附附件課程計畫中說明如何將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

中，對國小資優生進行情緒智能的教學活動。 

壹、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進行情緒智能教學活動 

一、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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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的特質常因對事物激烈的情緒表現、想法不易被同儕所理

解、高度自我要求與他人認同的困難，於理性與感性間無法平衡發展

時，則他們的資優特質反而容易造成情緒與同儕互動上的困擾，因此必

須規劃情緒智能課程幫助資優生們能自我理解與理解他人，而國小資優

班常於情意課程中進行情緒智能的課程規劃，因此將於情意課程中進行

情緒智能的課程設計，而在其他課程進行桌上遊戲的融入中發現，學生

除了學習動機的提升外，為了遊戲的進程順利，較之日常課堂中「我想

不到」、「隨便」、「他說的就是錯的」之類的回應，會更樂於表達自

身想法及理解他人，如「我想這是要我們這樣做」、「快來，我幫你要

一起到這」、「我們交換一下資源你缺什麼」，因此希望透過將桌上遊

戲融入情意課程進行情緒智能的教學，能讓學生在情緒發展中突破自

我，助益於身心的健全發展。 

二、教學目標與情緒智能架構之對應 

下表教學目標與情緒智能之分類架構對應參照 EQII（張美惠譯，

2006），如表 3-2所示： 

表 3-2      

教學目標與情緒智能架構對應 

教學目標 情緒智能架構 

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解 自我察覺、同理心 

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管理和表達 自我規範、同理心、社交技巧 

有效的社會互動 同理心、社交技巧 

問題的因應與解決。 社交技巧、動機 

其中的參照皆依下述之五大情緒智能架構內涵的各種情緒能力與教

學目標所表達之目標內涵進行架構的對應。 

三、情緒智能架構下之行為目標 

於 EQII 一書中，Goleman（1998）將情緒智能分成五大情緒智能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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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並條列了 25種情緒能力與其間的關係，以下將節選列出於本研究

中所預計達成之行為目標。 

(一) 自我察覺 

1. 能認清自己的情緒和其影響力。 

2. 能明瞭自己的長處和限制。 

(二) 自我規範 

1. 能處理紛亂的情緒和衝動。 

2. 能保持誠實和完整的價值標準。 

3. 能為自己的表現負責。 

4. 能樂於接受新觀念、新做法和新訊息，並對此保持開放的心

胸。 

5. 能努力求改進或達到卓越的標準。 

(三) 動機 

1. 能參與團體或組織目標。 

(四) 同理心 

1. 能感受到人的情感和觀點，並對別人在意的事情主動採取關

心。 

2. 能感受到別人的發展需求並支持他們的能力。 

3. 能藉由團成員的歧異性來尋求、再創造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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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交技巧 

1. 能發揮有效的說服藝術。 

2. 能傳遞清晰、具說服力的訊息。 

3. 能協商並解決爭議。 

4. 能與他人合作以達成共同的目標。 

5. 能在追求共同目標上，創造團體的相乘力量。 

四、情意課程所選擇的核心素養綱要（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綱要，2019） 

(一) 情-E-A2 具備分析壓力的能力，發展管理壓力的策略、面對害怕與

衝突的方法，以強化生命韌性，強化反思及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 

(二) 情-E-B1 覺察自己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溝通技能，培養同理

心，並運用於生活中。 

(三) 情-E-C1 認識人的多元面貌，覺察社會對資優學生的期許，展現在

生活中助人的善行。 

(四) 情-E-C2 具備與家人、教師及同儕溝通協調與解決衝突的能力，參

與各類團隊活動中與人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五、學習表現與行為目標對應 

表 3-3 

各單元學習表現與行為目標對應（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2019） 

單元

名稱 
學習表現 行為目標 

金牌

特務

－

2b-Ⅲ-2 能自我檢討並改進缺失。  

2b-Ⅳ-1 能接受自己或團體的挫敗

並省思問題所在。 

1. 能為自己的表現負責。 

2. 能參與團體或組織目標。 

3. 能藉由團體成員的歧異性來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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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密代

號」 

2b-Ⅳ-3 能以冷靜積極的態度處理

問題。 

3c-Ⅲ-3 能探索如何以創意方式面

對與解決問題。 

求、再創造新的機會。 

4. 能在追求共同目標上，創造團體

的相乘力量。 

正邪

對抗

之聖

杯的

考驗

－

「阿

瓦

隆」 

1a-Ⅲ-3 能調整自己的認知或情

緒，避免因過度敏感而產生猜忌

與不安。 

2a-Ⅲ-1 能辨識他人的壓力狀態。 

2b-Ⅳ-3 能以冷靜積極的態度處理

問題。 

2b-Ⅴ-2 能善用挫敗的經驗轉換為

下次行動的動力。 

3b-Ⅲ-2 能辨識訊息真偽、訊息觀

點與內容適切性。 

1. 能認清自己的情緒和其影響力。 

2. 能處理紛亂的情緒和衝動。 

3. 能保持誠實和完整的價值標準。 

4. 能發揮有效的說服藝術。 

5. 能與他人合作以達成共同的目

標。 

是誰

想歪

了－

「傳

情畫

意」 

2b-Ⅲ-3 能接受別人善意的批評。 

2b-Ⅳ-1 能接受自己或團體的挫敗

並省思問題所在。 

3c-Ⅲ-3 能探索如何以創意方式面

對與解決問題。 

1. 能明瞭自己的長處和限制。 

2. 能樂於接受新觀念、新做法和

新訊息，並對此保持開放的心

胸。 

3. 能努力求改進或達到卓越的標

準。 

誰知

我心

－

「妙

語說

書

人」 

2b-Ⅴ-1 能適當歸納挫敗的原因並

提出解決方法。  

3a-Ⅲ-1 能探索表達意見與感受的

合宜方式。 

3a-Ⅲ-2 能認識同理心及其運用於

日常生活的方法。 

1. 能感受到人的情感和觀點，並對

別人在意的事情主動採取關心。 

2. 能藉由團體成員的歧異性來尋

求、再創造新的機會。 

3. 能發揮有效的說服藝術。 

4. 能傳遞清晰、具說服力的訊息。 

沉島

尋寶

－

「禁

忌之

島」 

3c-Ⅲ-3 能探索如何以創意方式面

對與解決問題。 

4a-Ⅱ-2 能幫助比自己弱小或需要

幫助的人。 

4c-Ⅳ-4 能與同儕良性合作學習以

取代惡性競爭與比較。 

1. 能感受到人的情感和觀點，並

對別人在意的事情主動採取關

心。 

2. 能感受到別人的發展需求並支

持他們的能力。 

3. 能協商並解決爭議。 

4. 能在追求共同目標上，創造團

體的相乘力量。 

六、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以「知己知彼同心協力」為主軸，分為以下五個單元，詳

細課程教學設計詳見附件一，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進行情緒智能教學

活動設計。 

 



40 
 

（一）單元一：金牌特務－「機密代號」 

透過桌上遊戲「機密代號」的活動過程，幫助學生學習理解他人想

法，並學習合作討論問題的答案，同時培養創意解決問題的方式。 

（二）單元二：正邪對抗之聖杯的考驗－「阿瓦隆」 

透過桌上遊戲「阿瓦隆」的活動過程，讓學生在討論的過程中觀察

他人互動與表情中所隱含的資訊，與分析訊息的真偽，及有效控制自身

情緒以免洩漏身分或左右判斷，並探索如何合宜的表達意見。 

（三）單元三：是誰想歪了－「傳情畫意」 

透過桌上遊戲「傳情畫意」的活動過程，讓學生從不同角度理解他

人所意圖表達的事物並轉換後以不同形式傳達給下一個人，同時明白溝

通會參雜了每個人的不同想法而影響下個人所得到的資訊。 

（四）單元四：誰知我心－「妙語說書人」 

透過桌上遊戲「妙語說書人」的活動過程，讓學生試圖了解別人想

法及如何將想法傳達給特定人的不易之處，以及如何感受他人觀點從中

推斷他人想法。 

（五）單元五：沉島尋寶－「禁忌之島」 

透過桌上遊戲「禁忌之島」的活動過程，讓學生們合作解決問題，

共同討論下一個行動，理解每個人都十分重要，並互相幫助以破解遊戲

中的種種難關。 

七、搭配使用之桌上遊戲介紹 

        依單元教學順序對使用之不同桌上遊戲進行介紹： 

（一）機密代號 

機密代號是一款雙方陣營對抗的派對遊戲，截至 2019年 7月仍占

據 BGG桌上遊戲派對類遊戲排行榜第一名，遊戲人數 4-8人，可無上

限，遊戲時間 15分鐘。遊戲時桌面上有 25張單字卡，雙方陣營各有不

同的目標牌，各隊的首領每回合必須提供單字與數字線索，協助隊員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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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尋找到較多目標，而隊員們必須由首領給予的字句、表情、動作分析

推理線索指向那些目標。擔任首領時要能有效的利用有限的字句、動作

傳達想法，擔任隊員時要能從有限的資訊進行分析討論，最後共同達成

目標。 

在教學活動中，學生在首領的選擇上就容易出現爭執的情境，教師

即可及時的與學生討論為何出現此種情緒與行為，以及我們該如何有效

的選擇首領人選，團體對抗的過程中，首領出題也會不盡人意，隊員的

討論中也會有各執己見的情況出現，教師即可介入，並請學生們思考如

何控制自身情緒，試圖同理他人想法，共尋求問題的解決。 

（二）阿瓦隆 

阿瓦隆是一款雙方陣營對抗的派對遊戲，截至 2019 年 7月於 BGG

桌上遊戲派對類遊戲排行榜第五名，遊戲人數 5-10人，遊戲時間 30分

鐘。所有人會隨機分配到正義或邪惡方，正義方不知隊友是誰，邪惡方

知道自己盟友，每位玩家輪流擔任領袖，編組隊伍進行任務。隊伍經所

有玩家投票，若表決通過，則會由該隊伍進行任務。若隊伍中並非所有

成員都是正義方，則邪惡方可能會在任務途中進行破壞，導致任務失

敗。在五個任務中，正義方只要完成三個任務，且正義方的梅林沒有被

刺殺，即正義方獲得勝利，反之邪惡方破壞三個任務或刺殺梅林則邪惡

方獲勝。 

遊戲的重點在於所有人都需觀察並分析每個人於討論時的言行舉

止、情緒變化來判斷每個人的身份為何，若正義方擔任領袖時判斷錯

誤，則可能導致將邪惡方拉入隊伍中，或擔任梅林者被看穿身分而被刺

殺，以致失敗，而邪惡方則需隱瞞自身身份，偽裝成正義方使人信服，

以求得機會進入隊伍破壞取得勝利。 

在教學活動中，因是每回合隨機不同的陣營與角色能力，一定會出

現搞不清楚狀況的學生，或拖後腿的對象，容易引起團體的針對與爭

執，此時即可與學生進行討論如何與隱藏的夥伴取得共識，及被針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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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可能引發的情緒問題，也有能有效混入敵營取得勝利的同學，也可

請他分享如何運用溝通等能力獲取他人的信任，讓學生從中學習溝通表

達與控制情緒等能力。 

（三）傳情畫意 

傳情畫意是一款接力畫畫的派對遊戲，截至 2019 年 7月於 BGG桌

上遊戲派對類遊戲排行榜第十二名，遊戲人數 4-8人，遊戲時間 20分

鐘。所有人都會得到自己的題目（例：蘋果汁），然後把這題目用「畫

畫」方式畫出來，然後把這本子順時針傳給下一個人，下個人看到圖畫

後要想辦法猜出並寫下來答案然後再向左傳，持續畫畫、寫字、畫畫、

寫字傳遞下去，直到本子回到自己手中，就可揭曉每個人的答案是什麼

了。 

在教學活動中，因每個人對事物的理解不同，可從畫本中看出是誰

的失誤造成大家的有趣誤會，然而每位學生對此的接受度有極大差距，

有的一起哄堂大笑，有的惱羞成怒，此時即可與學生討論其情緒的由

來、及表達方式，是否能同理與尋求更適切的表達。 

（四）妙語說書人 

妙語說書人是一款輪流說故事的派對遊戲，截至 2019年 7月於

BGG桌上遊戲派對類遊戲排行榜第十七名，遊戲人數 3-6人，遊戲時間

30分鐘。每位玩家會輪流擔任說書人，從手牌選一張用任何方式描

述，但不能給別人看到，其他玩家從手上挑選一張自認為最符合說書人

敘述的卡片秘密地交給說書人，說書人將自己的卡片和其他人的卡片混

洗後，隨意決定順序將卡片攤開在桌上，除了說書人以外，其他人都要

去猜說書人到底出的是哪一張卡片，而說書人的目標是只能有其他一位

玩家猜到才可得分，而若不是說書人的人，但你的卡片有人選擇的話，

每有人選擇你的卡片你就可以得到 1分。 

在教學活動中，有些人總是能順利誤導他人，有些人總是馬上就被

看穿想法，可藉由學生討論的方式分享，如何感受他人想法，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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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清晰有效的訊息給特定的他人，讓情緒的理解、表達與問題解決的

能力從中得到培養。 

（五）禁忌之島 

禁忌之島是一款合作探險尋寶的家庭遊戲，截至 2019年 7月於

BGG桌上遊戲派對類遊戲排行榜第一百八十四名，遊戲人數 2-4人，遊

戲時間 30分鐘。遊戲時遊戲板塊將陸續下沉，玩家們必須儘速找齊島

上的四個寶物，然後一起逃離這個即將沉沒的島嶼，而每位玩家有不同

的角色能力，必須共同協調做出適當的規劃才能得寶撤離，且若有任一

玩家隨著板塊沉沒或遺落在島上都算失敗，因此絕對需要全體的齊心協

力才能完成任務。 

在教學活動中，因是合作的遊戲，只要有同儕不配合則可能造成遊

戲的失敗，學生們必須依照各自不同的能力，在每一步的規劃上進行溝

通協調，也必須顧及同儕的想法，以免合作破裂造成遊戲的失敗，可在

失敗或成功的遊戲後進行討論，如果當初能如何如何就能共同取得勝

利，學生除了培養溝通協調的能力外，也能學著控制自身情緒、嘗試理

解他人，以及共同合作進行目標的達成與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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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

振德，2009）所蒐集的資料加以分析、比較，了解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

程對情緒智能之成效，以及進行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對學習興趣影響

之質性資料分析，資料分析的處理方式茲說明如下： 

壹、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

德，2009）的測驗結果回收後，做資料的編碼與測量工具之評分整理，

並透過 IBM SPSS Statistics 23 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為瞭解本實驗之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

（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之得分與離散情況，將透過

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統計予以呈現。 

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在做共變數分析之前，必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檢定，

以確認組內共變數對依變項地迴歸分析，所得斜率是否相等。分析來自

變項及共變項的交互作用是否達顯著水準，若有則違反組內迴歸係數同

質性的假設，反之若無則符合同質性的假設。 

三、共變數分析 

採用共變數分析，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進行前測與後測，前測成

績為共變量，後測成績為依變數，以了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經過桌遊課

程介入後於情緒智能表現上的差異。 

貳、質性資料分析（附件二） 

本研究將於每週課程結束後，進行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之興趣調

查表，除蒐集學生學習心得調查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是否能引起學生學習

興趣外，同時作為輔助記錄學習歷程之質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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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依研究目的呈現資料分析後的結果，並依據各個結果分節加

以說明與討論。第一節說明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

生情緒智能之成效。第二節說明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學習

動機之影響。第三節說明研究結果與進行討論。 

第一節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生情緒智

能之成效 

本研究主要探討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是否能提升國小資

優生的情緒智能，本研究所指之情緒智能是以兩組國小資優生（實驗組

16人，控制組 16人，共 32人），於「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中的得分為依據，量表分為「內

省」、「人際」、「壓力管理」、「適應」、「一般心情」、「正向印

象」等六個分量表，並可得到「情緒智能總分」，以此得分表現，評估

情緒智能之教學成效。本測驗的分數將依照測驗指導手冊說明，將原始

分數轉換為標準分數，標準分數皆為平均數 100，標準差 15的標準分

數。 

於實驗完成後將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後測分數進行共變數分析，考

驗兩組學生於不同的教學內容後，其情緒智能是否有顯著差異，並依據

結果做進一步的研究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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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情緒智能量表測驗結果之描述性統計 

依據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學生，經由情緒智能量表前後測之測驗結果

進行描述性統計，透過平均數、標準差等比較之結果列於下表 4-1： 

表 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前後測之描述性統計表 

分量表 時間 
實驗組（N=16） 控制組（N=16）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內省 
前測 105.31 13.61 122.19 15.42 

後測 124.07 12.68 124.88 15.97 

人際 
前測 100.06 11.54 108.31 10.59 

後測 114.56 8.25 111.50 12.62 

壓力 

管理 

前測 110.69 17.56 116.31 18.88 

後測 131.69 10.22 117.63 18.76 

適應 
前測 103.31 14.70 112.94 9.58 

後測 119.94 8.28 114.25 10.80 

一般 

心情 

前測 105.00 10.59 118.25 9.38 

後測 120.50 10.13 116.06 12.51 

正向 

印象 

前測 99.88 11.49 112.19 11.55 

後測 121.88 10.73 111.06 15.81 

情緒智

能總分 

前測 106.94 13.03 120.44 13.81 

後測 131.06 9.86 123.25 15.39 

由表 4-1可知，實驗組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

（鄭聖敏、王振德，2009）的後測成績中，「內省」、「人際」、「壓

力管理」、「適應」、「一般心情」、「正向印象」及「情緒智能總

分」各分量表中，實驗組之學生除內省量表外，其於各量表之平均數皆

高於控制組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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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情緒智能量表測驗結果之共變數分析 

以「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

2009）的情緒智能總分前測為共變數，情緒智能總分後測為依變數，進

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了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情緒智能量表青

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的前後測分數是否有

顯著差異，在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做「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如下表

4-2 :  
 

表 4-2 

情緒智能總分之 Levene's同質性變異數檢定結果摘要表 

向度 F df1 df2 顯著性 

情緒智能總分 2.162 1 30 .152 

 

由上表 4-2可知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學生在此測驗中的 p值為.152，

p值＞.05，未達顯著，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p＞.05），表示實驗

組與控制組的學生具有同質性，可繼續進行後續的共變數分析。下表

4-3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

（鄭聖敏、王振德，2009）測驗結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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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情緒智能量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向度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MS) F 值 顯著性 

內省 323.854 1 323.854 1.99 .169 

人際 361.085 1 361.085 4.21
＊
 .049 

壓力管理 2405.056 1 2405.056 23.27
＊＊＊

 ＜.001 

適應 525.936 1 525.936 6.58
＊
 .016 

一般心情 914.387 1 914.387 10.03
＊＊

 .004 

正向印象 2685.820 1 2685.820 27.91
＊＊＊

 ＜.001 

情緒智能

總分 
1462.251 1 1462.251 12.57

＊＊
 .001 

＊P＜.05 ＊＊P＜.01 ＊＊＊P＜.001 

 

由表 4-3可看出兩組學生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測驗的共變數分析結果，內省

（F=1.99，p=.196）、人際（F=4.21
＊
，p=.049）、壓力管理（F=23.27

＊＊＊
，p＜.001）、適應（F=6.58

＊
，p=.016）、一般心情（F=10.03

＊＊
，

p=.004）、正向印象（F=27.91
＊＊＊

，p＜.001）、情緒智能總分

（F=12.57
＊＊
，p=.001）。 

除了內省量表外，人際、壓力管理、適應、一般心情、正向印象及

情緒智能總分，皆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接受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

學方案的實驗組學生，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

聖敏、王振德，2009）測驗之情緒智能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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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對國小資優生情意課程學習滿

意度 

本節主要分析實驗組學生在進行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後

對此課程的滿意度調查。本研究所指之滿意度為實驗組學生 16人在每

節課教學後所填寫之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學生學習心得（附件二）之

五點量表分數結果。 

壹、 各節課學習滿意度調查 

本研究實驗組學生在接受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共八週融

入五種桌遊的課程後，於每堂課填寫對於課程內容的心得與五點量表的

滿意度調查，各課程的滿意度分數差異情形如表 4-4所示： 

表 4-4 

各節課學習滿意度統計表 

融入桌遊 
滿意度

1 

滿意度

2 

滿意度

3 

滿意度

4 

滿意度

5 

滿意度

平均數 

機密代號 0 0 3 2 11 4.5 

機密代號 0 2 0 3 11 4.44 

阿瓦隆 0 0 3 0 13 4.63 

阿瓦隆 0 1 3 2 10 4.31 

傳情畫意 0 2 0 3 11 4.44 

說書人 1 0 0 4 11 4.5 

禁忌之島 0 0 0 1 15 4.94 

禁忌之島 0 0 1 0 15 4.88 

 

由表 4-4可知實驗組學生在接受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之課程

滿意度平均皆達 4分以上，而融入桌遊的選擇上以禁忌之島的滿意度為

最高，平均達 4.8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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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桌遊融入課程願意再次參與度分析 

本研究實驗組學生在接受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共八週後

填寫對於桌遊融入課程的心得與五點量表的願意再次參與度調查，願意

再次參與度分數如表 4-5所示： 

表 4-5 

桌遊融入課程願意再次參與度統計表 

 
參與度

1 

參與度

2 

參與度

3 

參與度

4 

參與度

5 

參與度

平均數 

桌遊融入

課程 

願意再次

參與度 

0 0 0 2 14 4.88 

 

由表 4-5可知實驗組學生在接受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之課程

後，願意再次參與度平均達 4.88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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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依本章前兩節之研究結果與學生填寫之心得等質性資料進行

進一步之討論。 

壹、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生情緒智能之

成效 

依照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經過「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教

學的實驗組學生，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

敏、王振德，2009）測驗中，除了內省量表未達顯著差異外，在人際、

壓力管理、適應、一般心情、正向印象及情緒智能總分，皆高於控制組

的學生，且達到顯著差異。 

此結果與另一篇桌上遊戲及國小資優生社會能力相關論文，以合作

式桌上遊戲為媒介促進資賦優異學生社會能力之研究（李尉嘉，2017）

的研究結果不符，其研究結果顯示 : 國小資優生參與合作式桌上遊戲

教學後，在挫折容忍力、人際互動能力、利社會行為皆無顯著差異（李

尉嘉，2017）。究其原因：（一）研究工具的不同，該研究為「社會能

力量表」，本研究為「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

敏、王振德，2009），在分量表的向度與計分方式皆不同，因此研究者

認為可是能造成該研究無法達顯著的原因。（二）統計方式的差異，該

研究使用相依樣本 t考驗，本研究使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因統計方式

的不同，也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三）實驗教學時間的長短，該研究

進行了三個假日六次課程，本研究則進行了八週八次課程，而在研究者

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情意相關的課程應經過長時間的教學，潛移默

化的過程，才能有些微的教學成效顯現，因此該研究之成效應受到實驗

教學時間的影響而無法顯著。綜上所述，應是本研究與該研究結果不符

之原因。 

而林子淳（2014）的研究中發現桌上遊戲課程能幫助學生探索並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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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自我角色、理解並接納他人進行合宜的人際互動，與本研究結果中人

際、壓力管理、適應等分量表結果相符，Nakpong 與 Chanchalor 

（2019）在遊戲與情緒智能的教學研究中發現，參與者的情緒智能皆有

顯著提升，則支持了本研究的研究結果。 

另於本研究中，內省量表未能達顯著差異，究其原因：（一）內省

經由其它的教學法成效較佳 : 許雅惠（2007）發現角色扮演的道德教

學，能有效提升學童之內省智能，而本研究則是以桌遊融入情意課程的

教學，可能無法達到角色扮演的道德教學效果。 

但實驗組的學生於實驗後內省量表前後測的成績平均數差異達

18.76超過 1個標準差的差距，即使與控制組的共變數分析未達統計上

的顯著差異，但仍能於平均數中看到學生內省能力的提升。 

整體的研究顯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一）：「探討桌上遊戲融入

之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之成效為何」，

結果為能有效提升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情緒智能，除內省部分未能達

顯著外，其餘分量表皆達顯著差異，而內省量表成績也有一個標準差的

提升。 

貳、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對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於情意課

程學習滿意度 

依照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學生在學習滿意度上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滿意度總平均為 4.58 分，最低一堂的課程滿意度平均也有 4.31分，值

得一提的是，相同的桌遊在第二次課程的滿意度皆略有下降，在研究者

的授課過程中可觀察到，因有些學生對重複的桌遊失去了新鮮感，造成

了對滿意度的降低。 

在觀察學生圈選學習滿意度統計表上，可看見有些學生圈選了極低

的滿意度，而在研究者的課程中，填寫極低滿意度的學生皆為此堂課落

敗的學生，因此滿意度分數可能受此極端值影響，可能也是內省量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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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原因之一。 

不同類型的桌遊也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原本研究者預估競爭

類型的桌遊最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但統計的結果卻是完全合作類型

的「禁忌之島」桌遊，在兩次課堂中的滿意度分別拿下平均 4.94及

4.88的高分，這可能是因為經由之前的課程已培養了學生的情緒智能

與人際互動的能力，因此在最後的合作遊戲中能順利得到合作達成目標

的成就感，或可能是因合作學習融入教學能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黃麗

蓉，2019），以致「禁忌之島」為滿意度最高的單元。 

而在若有類似桌遊融入課程願意再次參與度統計中，願意參與的程

度平均達 4.88分，可見桌遊融入課程後可極大吸引學生參與的興趣，

與黃若綺（2015）、吳妮真（2016）的研究結果相符，讓學生藉由有興

趣的教材可達到良好的學習目標。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對

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於情意課程學習滿意度為何?」，結果為學生學

習滿意度高，學生十分滿意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中。 

參、  學生心得記錄 

每堂課結束都都會請學生簡短描述上課所學的心得想法，將分不同

遊戲摘述如下表 4-6所示： 
 

表 4-6 

學生學習心得摘述表 

遊戲名稱 學生學習心得 

機密代號 

1.可以溝通交流，有想像力（S01） 

2.能更快的了解對方意思，可以和別人合作的更好。

（S05） 

3.必須了解別人的表達方式，加以討論才能給出答案。

（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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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現我可以學習如何表達。（S07） 

5.有時自己說的對別人太難理解。（S08） 

6.必須了解自己的想法，也要了解別人的想法。（S13） 

阿瓦隆 

1.別人想什麼、推測言語、行為。（S02） 

2.用言語、動作和行為了解別人的想法。（S04） 

3.要用說話的技巧，來騙過別人，也要從別人的行為舉止

猜別人的角色。（S05） 

4.可以學到隱藏自己的方式。（S06） 

5.藉別人和我的動作知道誰是殺手。（S07） 

6.我覺得這個遊戲需要優渥的說話技巧，自己也要常常練

習。（S09） 

7.學會怎麼從不同角度看穿別人心裡的想法。（S10） 

傳情畫意 

1.我了解到古人還沒發明文字時很難溝通。（S01） 

2.讓你了解別人畫什麼，有時會誤解別人想法。（S02） 

3.只用圖畫來傳達一件事很難。（S03） 

4.不用文字而用圖畫來了解別人真正的意思，有點難，要

看到很多細節。（S05） 

5.我覺得需要靠畫細節和猜重點來了解別人意思。

（S09） 

6.很難只靠一種方法來理解別人心裡的想法。（S10） 

說書人 

1.我覺得說書人不能說太明確，不然太容易被猜到。

（S01） 

2.要說得清楚，又不能太明確，要猜對別人圖片中的涵

義，要看懂其中的意思，需要技巧。（S05） 

3.只要誤導到了別人，就可以獲得很多分數，但要出好

牌。（S06） 

4.我覺得這是要用「不明顯又有點明顯」的方式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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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9） 

5.我覺得我的語言表達能力還要再加強，因為我出的牌，

大家都很難理解。（S10） 

6.發現自己的言語無法讓人理解。（S11） 

禁忌之島 

1.如何和大家完成一件事，不要只顧自己，也不要太自

私。（S02） 

2.如何合作，多聽別人的意見和運用別人的能力。

（S03） 

3.我覺得這要善用各種角色的技能，大家要一起合作，才

能成功。（S05） 

4.要團隊合作，才能走出島嶼，但我不想聽別人的指揮。

（S06） 

5.我覺得這要善用他人的能力、優渥的溝通能力。

（S09） 

6.利用角色技能幫助同伴，商量、合作。（S12） 

7.做事前先思考和別人討論。（S13） 

8.需要聽大家的建議，不可以只想到自己，才能成功。

（S15） 

總心得 

1.非常喜愛，建議以後再辦一次。（S01） 

2.希望未來可以再有這樣的課程。（S02） 

3.玩了很多桌遊，讓我學會如何正確的和人家溝通，還要

和隊友合作，從別人的行為和說的話來判斷他所要表達的

意思。（S05） 

4.別的課程很無聊，就這個特別讚。（S06） 

5.希望以後天天都有。（S08） 

6.希望之後可以再有同樣的課程，因為這個課程很好玩。

（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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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學生學習心得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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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密代號的學習心得中，因為首領必須發揮想像力盡可能的將不

同的目標用一個詞或句表達他們間的關係，所以可以看到有學生表達了

有想像力的回饋，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了解首領心裡所想的內容是哪

幾個目標，隊員們必須經過討論推測首領可能的想法，才能了解首領的

意思，所以可以看到回饋中，當身為首領，要試著學習如何表達，在有

限的字句中讓他人理解想法，而隊員也必須對首領的語句進行理解，才

能有良好的合作效果。 

在阿瓦隆的學習心得中，因為角色與陣營是每局遊戲隨機分派的，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誰是相同陣營的人，而遊戲的過程中，正義的一方和

邪惡的一方又必須在五回合內取得三次的勝利，因此每回合由誰出任務

就是十分重要的，大家都會在出任務前試著用各種言語或動作表情，讓

當回合派發任務的人選則共同出戰，但如果正義的一方混入邪惡的一方

則會任務失敗，可是邪惡的一方也可能假扮正義的一方讓派發任務的人

們鬆懈誤解，因此可以在大家的心得裡看到要用各式的技巧說服他人、

推測他人想法、或隱藏自己等回饋，讓孩子能自然的學習觀察、控制、

有效互動及共同達成目標等學習目標。 

在傳情畫意的學習心得中，因為遊戲僅允許用圖畫溝通，讓他人思

考自己所想表達的意思，在傳遞的過程中，極易發生誤解，在謎底揭曉

時的最終答案和原本目標時常天差地別，所以在回饋中我們能發現，學

生們了解了很難靠單一的方式了解他人的想法以及想表達的意思，要了

解他人想法須靠許多的細節進行分析，才不容易誤解他人，也才能達致

有效的溝通與交流。 

在說書人的學習心得中，因為遊戲最大得分的限制是，說書人只能

讓所有的玩家中的一人單獨推測出你的牌是哪一張，或是除了說書人

外，誤導其他玩家都選擇你所出的那張牌，因此如果想拿高分，擔任說

書人時需要特別或是隱晦的表達技巧，而其他玩家則需要能從說書人的

所有動作、語言或表情中讀懂他的暗示，說書人的想法太簡單就會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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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所有玩家猜到而無法得分，但無人猜到也會導致分數掛零，因此十分

考驗每個人擔任說書人時的溝通表達方式，回饋中也可清楚的見到，學

生對理解和表達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困擾。 

在禁忌之島的學習心得中，因為是合作遊戲，必須所有玩家共同得

到勝利，而每個玩家的每一步都會影響到整場局勢，所以從回饋中可以

發現，學生們都在學著與人溝通、聽聽別人的意見、幫助他人以及運用

不同人的能力，共同完成目標。 

最後於學生學習總心得可見，大家都非常喜愛桌上遊戲融入課程

中，希望能有類似的課程，於統計的量表中也可發現學生學習的滿意度

是很高的。 

綜合以上內容，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都能盡情地投入，與享受其中學

習的過程，也能自發的發現自身欠缺的部分進行努力與改進，也與黃若

綺（2015）發現的桌上遊戲能使資優學生保持高度學習動機結果相符，

因此研究者認為桌上遊戲即使在教學上可能無顯著成效，但在引起學習

興趣上應是十分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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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生情緒

智能之成效，依此提出了兩個問題進行研究與討論，將依據研究結果於

第一節做歸納結論，第二節則提出研究建議與限制，以供未來研究者做

教學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將桌上遊戲做為教材融入進行情緒智能教學，設計出八週

16堂的情意課程，採準實驗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作為實驗處理，並加入

質性的資料。研究對象為雲林縣國小資優班學生 16人；苗栗縣國小資

優班學生 16人，共 32人，透過「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振德，2009）測驗所得之統計資料，探討此教學方

式對國小資優生情緒智能的成效。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主要發現如

下： 

壹、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較控制組國小資優生之情

緒智能為高 

本研究使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

振德，2009）作為了解學生情緒智能變化之依據。研究者發現實驗組學

生在經過八週 16堂的情意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在內省量表未達顯著差

異外，其餘人際、壓力管理、適應、一般心情、正向印象及情緒智能總

分量表皆優於控制組學生，且達顯著水準。依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獲

得以下幾點發現： 

一、「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國小資優生

在情緒智能方面之「內省」。 

二、「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顯著高於控制組國小資優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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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智能方面之「人際」。 

三、「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顯著高於控制組國小資優生在

情緒智能方面之「壓力管理」。 

四、「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顯著高於控制組國小資優生在

情緒智能方面之「適應」。 

五、「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顯著高於控制組國小資優生在

情緒智能方面之「一般心情」。 

六、「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顯著高於控制組國小資優生在

情緒智能方面之「正向印象」。 

七、「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顯著高於控制組國小資優生在

情緒智能方面之「情緒智能總分」。 

貳、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生於情意課程

的學習滿意度高 

本研究於每堂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結束後，皆發下五點

分量表之學習滿意度量表與心得單，藉此了解學生學習滿意度，實驗組

學生在經過在 8週的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後，滿意度總平均分數

為 4.58分，且學習心得部分，學生也對此課程給予高度評價並希望未

來能有類似課程。 

由研究結果可知，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生於

情意課程的學習滿意度高，也讓學生對桌上遊戲融入的課程有高度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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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 

本節主要藉由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研究建議與限制，以供未來相關

研究之研究者作為參考，分述如下： 

壹、課程規劃方面 

一、桌上遊戲融入之情意課程教學如何提升資優學生的情緒智能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經由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後，有效提升資

優學生的情緒智能，而桌上遊戲僅作為教學輔助用之教具，情緒智能內

涵需作為教學的主體，藉由桌上遊戲活動時所發生的情境與問題作為和

學生探討該如何進行思考與問題的解決，讓學生在遊戲的過程中不斷的

練習使用情緒智能的技巧如：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解、對自我

與他人情緒的管理和表達、有效的社會互動及問題的因應與解決，以有

效提升學生之情緒智能。 

 

二、桌上遊戲融入之情意課程教學對資優學生的學習滿意度 

從研究結果與研究者實際教學中發現，運用桌上遊戲如入課程可讓

學生學習滿意度高，但學生的上課動機可能會僅為了玩桌遊，對情緒智

能的學習反而不重視，而該如何引導學生的動機，需教師教學的有效引

導。 

教學者可利用遊戲性中的競爭或合作之部分，自然的產生情緒與行

為各式情境，如爭執、欺瞞、隱藏、合作與背叛等，引導他們思考有什

麼方式可以讓我做的更好，讓學生藉由運用情緒智能教學的內容，如有

效的溝通、正確推論他人想法及合作達成目標等方式來得到成就感後，

便可讓學生將學習動機也放在情緒智能的主要教學內容中，不至於淪陷

在只想玩桌上遊戲的誤區，反失去了原本的教學目標。 

三、課程設計可結合不同的桌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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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結果與研究者實際教學中發現，學生對於同一款桌遊的滿意

度與興趣會隨著遊戲的次數而降低，但教學者不必過度擔心，因現今桌

遊種類眾多，因此建議教學者可廣泛使用不同類型的桌遊，持續的引起

學生的學習興趣，而能有效達成原本的教學目標。 

 

四、提供學生思考與互動的時間 

情緒智能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學生在思考與互動的過程中，

無形間就會有所運用，而教師可從旁給予引導、提示或協助，讓學生在

每次的互動交流不斷練習，長期下來對情緒智能的培養是相當有效的。 

 

五、增進情緒智能相關知能 

欲提升學生的情緒智能，教學者必須先訂定情緒智能的教學目標，

如對情緒的覺察、理解、管理和表達；社會互動與問題解決等，才能引

導並教學學生相關的知識、態度與思考方式。教學者可廣泛閱讀相關文

獻或參與相關的研習，並與相關研究的學者進行交流與探討，以增進自

身於情緒智能的相關知能。 

貳、教學現況方面 

一、桌上遊戲的選用 

數萬種桌上遊戲，並非每一種桌上遊戲都適合融入教學課程中，研

究者為了情緒智能的教學，希望能增進學生互動交流的機會，讓學生於

真實情況下能瞭解與解決可能的情緒問題，特地選用了這五種桌上遊

戲，以期能達到原本訂定的教學目標，學生也確實在遊戲的過程裡體驗

了各種情緒的理解與表達、溝通互動上的困難、問題的因應與解決，所

以不同的教學目標必須挑選相應的桌上遊戲，才能有效達到所訂定的教

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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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課堂反應 

在研究者教學過程中，每堂課學生對於桌上遊戲總是十分興奮與期

待的，但因每位學生的個別差異，總是有的學生非常的快上手，有的學

生卻仍未掌握遊戲技巧，導致出現一面倒或情緒不佳不願投入的情況，

而本研究正是希望出現這些真實問題來加以解決，所以當出現狀況時正

適合與學生們進行討論該如何解決問題，所以研究者認為桌上遊戲適合

作為情緒智能的教材之一融入教學中，但若是進行其他類型的教學時，

學生出現的情緒問題反而可能會影響課程的推進與研究的結果。 

 

三、教學成效 

在研究者的研究結果顯示，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進行情緒智能的

教學在統計上相較控制組的一般情意課程進行情緒智能教學是顯著有效

的，但研究者在後續長時間的其他課程裡，對學生情緒智能的提升並未

有明顯的感受，可能是因為經過長時間的教學，研究者已習慣學生們緩

慢的改進因此未有情緒智能明顯提升的感受，但也可能是學生們因為經

過特別的教學過程，在測驗時懂得選擇適切答案的結果。 

不過研究者有位時常哭泣或生氣與別人打架的學生，在學期末時班

級導師反應他最近較少與其他同學爭執了，相信他應該還是有受到課程

影響的，雖然情緒的教學短期內可能無法感受到學生明顯的進步，但經

長時間的影響與教育後，其成效應是可有所期待的。 

參、研究限制方面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因教學者所在縣市僅一間資優班，只能選擇其他縣市之資優

班學生作為對照組，且因學生人數的限制，僅使用了 16位學生作為實

驗組，有樣本過少的可能性，因此教學效果是否會因縣市、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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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而有所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 

未來研究者可以將同地區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增加研究樣本數量

或運用至普通班的課程中以探討教學上是否仍舊有所成效，也可嘗試運

用於其它教學領域中。 

二、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採用「情緒智能量表青少年版（EQ-i: YV）」（鄭聖敏、王

振德，2009）進行前後測，因國內目前沒有第二份類似的情緒智能測驗

工具可作為前後測差距的比較，因此未來研究者或許可以考慮自編測

驗，發展適用之測驗工具。 

 

三、研究時間方面 

本研究為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共計八週每週兩節的的時間，

為了配合研究刻意於學期初即規畫了每週有兩節課的連續課程，但學校

常有段考或校內活動的影響，而使學生有缺漏課程的可能性，因此建議

未來研究者安排研究規劃時，可以於學期開始前即規畫好研究上課所需

的連續節數，並拉長研究時間，以免因同單元教學所需節數不足中斷課

程或介入時間過短而影響學生學習成效及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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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設計 

領

域 

/科

目 

■特殊需求（□創造力 □領導才能 ■情意發展 □獨立研究 □

專長領域） 

課

程

名

稱 

知己知彼同心協力 課程時間 8週 每週節數 2節 

教

學

者 

陳凌羽 教學對象 四到六年級一般智能資優生 

核

心

素

養 

總

綱

/ 

領

綱 

情-E-A2具備分析壓力的能力，發展管理壓力的策略、面對害

怕與衝突的方法，以強化生命韌性，強化反思及解決

生活問題的能力。 

情-E-B1覺察自己溝通方式，學習合宜的互動溝通技能，培養

同理心，並運用於生活中。 

情-E-C1認識人的多元面貌，覺察社會對資優學生的期許，展

現在生活中助人的善行。 

情-E-C2具備與家人、教師及同儕溝通協調與解決衝突的能

力，參與各類團隊活動中與人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教

學

目

標 

1. 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解 

2. 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管理和表達 

3. 有效的社會互動 

4. 問題的因應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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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表

現 

1a-Ⅲ-3 能調整自己的認知或情緒，

避免因過度敏感而產生猜忌與不安。 

2a-Ⅲ-1 能辨識他人的壓力狀態。 

2b-Ⅲ-2 能自我檢討並改進缺失。  

2b-Ⅲ-3 能接受別人善意的批評。 

2b-Ⅳ-1 能接受自己或團體的挫敗並

省思問題所在。 

2b-Ⅳ-3 能以冷靜積極的態度處理問

題。 

2b-Ⅴ-1 能適當歸納挫敗的原因並提

出解決方法。  

2b-Ⅴ-2 能善用挫敗的經驗轉換為下

次行動的動力。 

3a-Ⅲ-1 能探索表達意見與感受的合

宜方式。 

3a-Ⅲ-2 能認識同理心及其運用於日

常生活的方法。 

3b-Ⅲ-2 能辨識訊息真偽、訊息觀點

與內容適切性。 

3c-Ⅲ-3 能探索如何以創意方式面對

與解決問題。 

4a-Ⅱ-2 能幫助比自己弱小或需要幫

助的人。 

4c-Ⅳ-4 能與同儕良性合作學習以取

代惡性競爭與比較。 

行

為

目

標 

1. 能認清自己的情緒和其影響

力。 

2. 能明瞭自己的長處和限制。 

3. 能處理紛亂的情緒和衝動。 

4. 能保持誠實和完整的價值標

準。 

5. 能為自己的表現負責。 

6. 能樂於接受新觀念、新做法

和新訊息，並對此保持開放

的心胸。 

7. 能努力求改進或達到卓越的

標準。 

8. 能參與團體或組織目標。 

9. 能感受到人的情感和觀點，

並對別人在意的事情主動採

取關心。 

10. 能感受到別人的發展需求並

支持他們的能力。 

11. 能藉由團成員的歧異性來尋

求、再創造新的機會。 

12. 能發揮有效的說服藝術。 

13. 能傳遞清晰、具說服力的訊

息。 

14. 能協商並解決爭議。 

15. 能與他人合作以達成共同的

目標。 

16. 能在追求共同目標上，創造

團體的相乘力量。 

教學

評量 

˙口頭發表：透過教師評量，是否符合該議題之討論原則，來了解是否達 

  到學習目標。 

˙實作表現：透過同儕互評，是否符合該任務之實作目標，來了解實作表現

是否達到預期。 

˙自評：透過口頭自評，分析是否符合該任務之目標，來了解參與的品質。 

行為

目標 
第一單元   金牌特務－「機密代號」 評量方式 

 

5 

11 

16 

 

 

 

 

 

 

【活動一】小隊派遣 

1.教師介紹本次課程的主要任務：分成兩隊伍，由首領指派

目標，小隊員須藉由首領的簡單提示，輪流於有限時間內尋

找目標牌，最先找出所有目標牌之隊伍獲勝。 

2.學生自行分組並推舉擔任首領之順序。 

3.開始遊戲嘗試。 

 

 

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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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目標是什麼 

1.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享擔任首領遇到的問題： 

  (1)有限的字句中，如何透漏更多目標。 

  (2)目標牌的關係該如何進行連結。 

  (3)該如何讓隊員了解你的目標牌間的連結關係。 

2.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享擔任隊員遇到的問題： 

  (1)有限的字句中，如何理解首領所想表達的意思。 

  (2)該如何說服其他隊員進行抉擇。 

  (3)有爭議時該如何進行決策。 

3.出任務大挑戰： 

  (1)小隊多次進行競賽。 

  (2)統計獲勝最多次之隊伍。 

  (3)選擇出每隊的 VIP(即協助隊伍取得最多目標之玩家)。 

【活動三】誰是金牌特務 

1.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享為什麼獲勝隊伍可以取得勝利： 

  (1)請獲勝隊伍分享如何有效且正確的傳遞訊息。 

  (2)請獲勝隊伍分享他們的隊員討論方式是否有方法特別有

幫助。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享為什麼戰敗隊伍會落敗： 

  (1)請落敗對伍分享他們為何會戰敗。 

  (2)請落敗隊伍分享他們落敗的原因是哪裡出了問題。 

  (3)大家共同討論我們可以用哪些方式克服這些問題。 

3. 請 VIP 玩家分享： 

  (1)請 VIP 玩家分享他們是如何從有限資訊中推測出目標。 

  (2)請 VIP 玩家分享他們是如何說服隊員做決策。 

  (3)大家共同討論我們可以從那些方面進步成為下個 VIP。 

4. 教師小結：透過這些方法我們可以更加的瞭解該如何表達

自己的想法，也能更了解他人的想法，更進一步地與他人溝

通，合作達到目標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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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目標 
第二單元   正邪對抗之聖杯的考驗－「阿瓦隆」 評量方式 

 

1 

3 

4 

10 

11 

12 

 

 

 

 

 

 

 

 

 

 

 

 

 

 

 

 

 

 

 

 

【活動一】聖杯的考驗 

1.教師介紹本次課程的主要任務：所有成員會隨機被分配成

正義方或邪惡方，當擔任正義方時要想辦法於五次機會中完

成三次任務，邪惡方則需阻饒任務完成，每次出任務時可以

互相交流，藉此推測每個人的所屬陣營。 

2.學生了解各角色之特殊能力與使用時機。 

3.開始遊戲嘗試。 

【活動二】尋找聖杯 

1.教師帶領大家探討擔任正義陣營所遇到的問題： 

  (1)該如何從別人的表情、動作、說話內容中尋找同是正義

的夥伴。 

  (2)該如何運用隊友的能力協助達成任務。 

  (3)該如何從別人的表情、動作、說話內容中排除邪惡陣營

的對手。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擔任邪惡陣營所遇到的問題： 

  (1)該如何運用情緒、動作、說話內容等方式不被辨認出是

邪惡陣營。 

  (2)該如何運用情緒、動作、說話內容等方式，混入正義陣

營阻止完成任務。 

  (3)該如何透過與隊友的溝通協調在最後的關鍵局選擇出梅

林逆轉勝。 

3.聖杯就在那裏了： 

  (1)學生們進行多次遊戲。 

  (2)每次遊戲後皆進行討論剛剛遊戲中所犯的錯誤。 

  (3)選擇出 VIP(即協助隊伍取得最多勝利之玩家)。 

【活動三】誰是亞瑟王 

1.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為什麼有的人可以有效地隱藏身份： 

  (1)請大家分享該如何有效的隱匿自身陣營。 

  (2)請大家討論如何能不為他人識破的潛入敵方。 

  (3)請大家分享所運用之表情、語言、動作等呈現方式。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享為什麼有的人身份容易被識破： 

  (1)請大家討論如何能從表情、語言、動作等識破敵方。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自評 

 

 

 

 

 

 

 

 

 

 

 

 

 

 

 

 

 

 

 

 

 

 

 

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自評 

 

 



81 
 

  (2)請大家討論該如何在識破敵方時，還要能不讓敵方知道

自己已經被識破了。 

  (3)請大家討論該如何在遊戲中從表情、語言、動作等辨明

自己陣營的隊友。 

3. 請 VIP 玩家分享： 

  (1)請 VIP 玩家分享他們是如何從有限資訊中推測出陣營。 

  (2)請 VIP 玩家分享他們是如何說服同陣營或不同陣營的人

做決策。 

  (3) 大家共同討論我們可以從那些方面進步成為下個 VIP。 

 

4. 教師小結：我們可以從每個人所透露出不同的情緒、動

作、表達等方式，瞭解他們心裡所思所想，也可藉由控制自

己的情緒、動作、表達等方式讓他人誤解或協助我們達成目

標。 

 

 

 

行為

目標 
第三單元   是誰想歪了－「傳情畫意」 評量方式 

 

 

2 

6 

7 

 

【活動一】寫寫畫畫 

1.教師介紹本次課程的主要任務：所有成員會隨機被分配到

一張目標牌，要設法用有限的文字或圖畫，在所有人傳過一

輪後仍舊能正確回答目標。 

2.學生了解遊戲中的限制與細節。 

3.開始遊戲嘗試。 

【活動二】天書與畢卡索 

1.教師帶領大家探討繪畫時所遇到的問題： 

  (1)該如何運用簡單的線條正確表達別人的單字。 

  (2)該如何避免下一個人無法正確辨識自己的圖畫。 

  (3)是否有其他方式能協助他人辨識圖所想表達的涵義。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書寫單字時所遇到的問題： 

  (1) 該如何正確的理解他人的圖畫。 

  (2) 該如何運用單字表達他人的圖畫。 

3.天書還是畢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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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們進行多次遊戲。 

  (2)每次遊戲後皆進行討論剛剛遊戲中讓人難以理解的文字

或圖畫。 

  (3)選擇出 VIP(即取得最多勝利之玩家)。 

【活動三】誰是畢卡索 

1.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繪圖的關鍵： 

  (1)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清楚的畫出想表達的文字。 

  (2)畫圖除了具體外有沒有什麼其它方式如 : 形聲、相近等。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看圖推測寫文字的關鍵： 

  (1)請大家討論如何能簡單的圖形等推測對方的想法。 

3. 請 VIP 玩家分享： 

  (1)請 VIP 玩家分享他們是如何從有限資訊中推測出他人想

法。 

  (2)請 VIP 玩家分享如何在有限資訊中盡量表達自己的想

法。 

  (3) 大家共同討論我們可以從那些方面進步。 

4.與同學討論在有限的條件下溝通所遇到的困難： 

  (1)我們的溝通需要運用到那些方式。 

  (2)如何運用不同的方式協助我們與他人溝通。 

  (3)如果對某些地方缺乏注意時，是否容易對他人想法造成

誤解。 

 

4. 教師小結：我們在與他人溝通時，如果只專注於某些面

向，容易因溝通的不良而造成誤解，若能更全面的去觀察他

人的表情、動作、語言、語調等各個面向，則能更容易的理

解他人的意思，相對的也能以同樣方式表達自身想法，與他

人進行良好的溝通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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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目標 
第四單元   誰知我心－「妙語說書人」 評量方式 

 

9 

12 
【活動一】看圖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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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教師介紹本次課程的主要任務：所有成員會隨機分配到圖

卡，主持人每輪須以一段話、動作、舞蹈等任意方式描述，

讓所有玩家只能有一個人猜到主持人是哪張卡，其他玩家則

需運用自己的圖卡讓其他玩家混淆主持人所指的是自己的圖

卡。 

2.學生了解遊戲規則與表達方式。 

3.開始遊戲嘗試。 

【活動二】天橋下說書的 

1.教師帶領大家探討主持人如何讓人理解自己的牌： 

  (1)該如何隱晦的暗示主持人的牌是哪張，可運用那些情

緒、表情、動作、語言等。 

  (2)該如何只讓一個人猜到主持人的牌，如何隱晦的只讓一

個人能理解。 

  (3)該如何不讓其他玩家猜到主持人的牌。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玩家所遇到的問題： 

  (1)該如何從主持人所表達的情緒、動作、說話內容等方式

辨認出主持人是哪張牌。 

  (2)該如何用自己的牌混淆其他玩家。 

3.說書中的王者： 

  (1)學生們進行多次遊戲。 

  (2)每次遊戲後皆進行討論剛剛遊戲中所犯的錯誤。 

  (3)選擇出 VIP(即協助隊伍取得最多勝利之玩家)。 

【活動三】誰是說書王 

1.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為什麼有的人可以有效地只讓一個人理

解自己的想法： 

  (1)請大家分享該如何隱晦的表達意思。 

  (2)請大家討論如何能只讓一個人理解。 

  (3)請大家分享所運用之表情、語言、動作等呈現方式。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享為什麼有的人能成功的混淆他人： 

  (1)請大家討論如何能從表情、語言、動作等混淆他人。 

  (2)請大家討論該如何在混淆他人時，還要能做出有效的判

斷。 

3. 請 VIP 玩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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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 VIP 玩家分享他們是如何從有限資訊中推測出目標。 

  (2)請 VIP 玩家分享他們是如何成功傳達資訊。 

  (3) 大家共同討論我們可以從那些方面進步成為說書王。 

 

4. 教師小結：我們可以從輕易的將想法傳達給所有人，但藉

由不同的情緒、動作、表達等方式，我們可以將不同的意思

在同一個時間傳達給不同的人，同時也可藉由這些方式瞭解

到人們心裡真正的所思所想，不被表象所輕易迷惑，這些方

式同時可讓我們在與他人互動時更輕易的把握交流的節奏，

得以良好的溝通。 

 

 

 

行為

目標 
第五單元   沉島尋寶－「禁忌之島」 評量方式 

 

 

9 

10 

14 

16 

 

 

 

 

 

 

 

 

 

【活動一】寶藏獵人 

1.教師介紹本次課程的主要任務：所有成員會隨機擔任不同

的尋寶員，目標在島嶼下沉前蒐集到所有寶藏，和所有團員

一起搭上直昇機逃離。 

2.學生了解各角色之特殊能力與使用時機。 

3.開始遊戲嘗試。 

【活動二】海島尋寶 

1.教師帶領大家探討遊戲時所遇到的問題： 

  (1)該如何分配尋找寶藏的任務。 

  (2)該如何運用隊友的能力協助達成任務。 

  (3)該如何協調幫助隊友避免沉沒。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配溝通時所遇到的問題： 

  (1)同伴不願加入協調。 

  (2)溝通過程出現意見分歧。 

  (3)如何達到每個人都滿意之方式。 

3.我們成功了? 

  (1)學生們進行多次遊戲。 

  (2)每次遊戲後皆進行討論剛剛遊戲中的決策是否有效。 

  (3)討論該如何尋求一致以達到解決問題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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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我是冒險家 

1.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為什麼任務失敗或成功的原因： 

  (1)團隊的溝通。 

  (2)任務分配是否照顧到每個成員的想法。 

  (3)每個人能力是否妥善安排。 

2. 教師帶領大家探討分享團隊合作的困難與幫助： 

  (1)請大家討論單人是否能有效完成任務。 

  (2)請大家討論團體合作是否有哪些幫助或阻礙。 

  (3)請大家討論該如何運用這些幫助或克服阻礙。 

3. 教師小結：我們可從合作完成任務的過程中瞭解，每個人

都是重要的，完全在於我們將大家擺在哪個位置上，讓每個

人都能快樂且有效的發揮自己能力，則我們就能快速地達成

目標，創造團體的相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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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學生學習心得 

週

次 

單元

名稱 
學習心得 滿意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請問未來如果有類似的課程，你願意參與的程度是 １ ２ ３ ４ ５ 

請說說看你對這個課程的心得或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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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雲林鎮西國小資優班老師陳凌羽,目前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

殊教育研究所進修,於潘裕豐教授的指導下,正在進行「桌上遊戲融入情

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生情緒智能之成效研究」,目的為透過桌上

遊戲融入課程的教學讓孩子學習對自我與他人情緒的覺察和理解、對自

我與他人情緒的管理和表達、有效的社會互動、問題的因應與解決等目

標,以期了解對孩子情緒智能的影響,並驗證本研究之有效性與可行性,

以做為未來資優教育教學或情緒智能相關研究參考。 

如蒙惠允,您的孩子將會進行兩次情緒智能量表測驗,每次測驗時間

約為 30-40 分鐘,除了測驗時間外,將不影響孩子其餘的資優班課程進

行,學生的測驗結果也僅作為研究用途且匿名呈現,絕不對外公開,請您

放心!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我非常樂意向您說明。在此徵求您的同

意與支持,若您同意本研究的進行請於下方簽名,由衷的感謝您的參與,

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 陳凌羽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 

家長同意書 
我同意我的孩子參加「桌上遊戲融入情意課程教學方案對國小資優

生情緒智能之成效研究」並進行相關之測驗。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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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測驗研究用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