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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了解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之

差異，並探討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之差異，

進一步探討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研究對

象為國小四、五、六年級學生，以「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學生

版」作為施測工具，並針對問卷調查結果，訪談五位經驗豐富的生命

教育志工。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採取質量並重之方法，第一階段以問卷調查進

行統計分析，以了解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

並探討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第二階段則

以半結構式訪談，訪談五位實際在國小帶領彩虹「人與己」課程的志

工，了解其對問卷調查結果的回應，並探討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

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之後將問卷調查及訪談內容之結果加以整理

分析，提出結論如下： 

一、國小學生「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 

我」、「學業/工作自我」、「整體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

差異，唯有分層面上的「社會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有顯著

差異，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低於未參與的學生。 

二、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道德倫理自我」在性別有顯著差異，至於 

    「生理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在性別有顯著差異，參 

    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則無顯著差異。 

三、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家庭自我」在年級有顯著差異，至於「學 

    業/工作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在年級有顯著差異，參 

    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則無顯著差異。 

四、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各面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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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自我」只有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在出生序有顯著差異。 

五、生命教育志工進行彩虹「人與己」課程時的教學方式帶領，對學 

生自我概念具有關鍵的影響。 

    本研究根據上述結果，分別對生命教育教學者、學校及教育行政

單位、家長以及未來研究提出建議以供參考。 

 

關鍵字:生命教育、彩虹「人與己」課程、自我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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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figure out whether taking life education or not 
makes a difference to the self-concept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relation to distinct variables, I would further 
explore how the Rainbow “self and other” curriculum influences the 
self-concept of students. I design my questionnaire in 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 and distribute it to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 
interview five experienced volunteers of life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adopt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The first 
part i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analysis 
helps me both understand different self-concept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take life education or not and explore these differences in 
relation to distinct variables. The second part is m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f five volunteers who lead the Rainbow “self and other” 
curriculum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rough the interview, I’d know their 
responses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Rainbow “self and other” curriculum on students’ 
self-concept.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I 
draw my observations as follows: 
I. Whether taking life education or no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how 

no obvious difference to their “physical self,” “moral-ethical self,” 
“personal self,” “family self,” “school self,” and “self-concept in a 
whole.” The difference lies only in their “social self.” 

II. Life education makes noted difference to sexes regarding the 
“moral-ethical self” of students. As for the “physical self,” students 
who do not take life education differ more on sexes than those who 
take life education. 

III. Life education also makes plain difference to different graders 
concerning the “family self” of students. As for the “school self,” 
students who do not take life education differ more than those who 
take it.  

IV. Taking life education does not make patent difference on students’ 
self-concept regarding their birth order. As for the “self-concept in a 
whole,” only those who take life education show great difference in 
relation to their birth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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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olunteers of life education have crucial influence on students’ 
self-concept if they conduct the Rainbow “self and other” 
curriculum. 

    I hope the results of my research as listed above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life educators, schools,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arents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study. 
 
Keywords: Life Education, Rainbow “Self and Other” Curriculum, 
Self-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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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從研究者個人經驗說起 

    研究者從小就培養喜歡閱讀的習慣，高中毅然決然的從會計科轉到

幼保科，如今回想可能就是因為喜歡閱讀、喜歡故事的心像種子一樣

一直在我心中，終於藉由接觸幼教而逐漸發芽。閱讀經驗中，我最喜

歡的就是繪本，簡單的文字配上可愛的圖，創造出一個個發人深省的

故事，其中我特別喜愛的一本繪本是《我不知道我是誰》，故事內容

描述一隻叫做達利B的動物，牠不知道自己是誰、住在哪、吃什麼食物，

所以牠到處模仿別人的生活方式，而牠一直疑惑的事就是自己為何有

雙大腳丫，直到有天遇到黃鼠狼，才知道自己原來是隻兔子，當黃鼠

狼準備攻擊牠時，牠利用大腳丫躲過黃鼠狼的攻擊，還讓黃鼠狼摔到

樹下，從這時候開始所有的動物都叫牠英雄，在故事的最後，達利B說：

「我以為我只是兔子。」 

    在郭恩惠（2009）的導讀中提到，兔子達利B可能是我們當中的許

多人，特別是許多孩子都像這隻兔子一樣，不知道自己是誰，如果一

個人不知道自己是誰、擁有什麼特質、喜好、應該發揮什麼長處時，

就只能一味模仿別人的行為舉止，包括學習別人學習的技能、模仿別

人的興趣等。透過該繪本的閱讀，研究者認為生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找到自己，而認識自己這件事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倘若能幫助

孩子去看見真實的自己，發現自己的潛能及特質，將會讓他的人生道

路走得更順利，因為，一旦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的目的，

就能幫助自己在人生的道路上開花結果，對於未來將成為教育者的我

而言，我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協助孩子發現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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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現象的反思 

    近幾年，教育當局逐漸正視情意培養的重要性，對生命教育、品格

教育的推動比以前積極，但家長「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心態，台

灣目前仍處於升學主義掛帥的時代，「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這句

廣告詞，是多年前幼教、補教業者給孩子的壓力和家長的誘惑，很多

家長至今仍陷在此迷思中。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系主任蔡明昌指出：「學

校過度重視智育，疏於經營德育、群育和情育，往往製造出有專業知

識的惡魔，或是會讀書卻不會生活的人」（蕭富元，2009）。學校教

育重視認知，忽略情意學習的情形，導致學生在學習及行為適應產生

困擾及挫折，因此衍生諸多社會問題。教育非但沒幫助孩子更健全的

發展，反而讓他們討厭自己。台灣兒福聯盟 2004 年公布一份有關「台

灣心貧兒現象觀察報告」發現，台灣有三成的孩子否定自己的存在價

值（30.6%）、四成六的孩子覺得不快樂（46.2%）、近半數的孩子覺得

生活很無聊（48.4%）、四成三的孩子遇到挫折容易放棄（42.5%）、四

成的孩子覺得自已不受歡迎（40.4%）（台灣兒福聯盟，2004）。 

    在指導教授的引薦下，研究者有機會接觸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

協會，並協助 2009 年 3 月 Reach&Touch 兒童生命教育專刊創刊號的編

寫，其中一個針對全台生命教育調查的報告，調查將近一千八百位國

小中、高年級學生三個問題，分別是：「你快樂嗎?」、「你喜歡自己

嗎?」、「你喜歡上學嗎?」，結果回答「很快樂」、「很喜歡自己」

「很喜歡上學」的學生，百分比從三年級到六年級逐年下降（周育如，

2009）。由此可見「快樂學習」仍只是口號，從數據直接反映出來的

現實不如人意，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劉夢奇指出，經濟學界

對衡量快樂的三種指標有共識，分別是：1.維持較富足的生活；2.建立

有自尊且尊重他人的生活；3.有選擇的自由。其中第二個指標是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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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孩子最為缺乏的（蕭富元，2009）。 

    另外研究者發現生命教育的實施對自我概念的影響，有些結果顯

示生命教育的實施對學童的自我概念有差異，能提升學童自我概念（孫

幸慈、連廷嘉、黃俊傑，1999；張輝道，2002；詹明欽，2003；李麗

珠，2003；陳春美，2004；鄭數華，2004；林玉萍，2005；陳鳳卿，

2007；賴柔君，2008；盧耿良，2009；呂亞琪，2010）。但也有研究

發現生命教育實施與自我概念無關（陳翠珍，2004；邱亮基，2007；

丁秋燕，2007；王淑純，2008）。透過以上結果及專家論點，使研究

者對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產生好奇，此乃本

研究動機一。 

參、目前研究 

    研究者在文獻發現，目前國內有關自我概念的研究為數可觀，但由

於每位研究者對自我概念的定義、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研究對象不

同，使研究結果有不一致或矛盾之處，從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得知，

性別、年級、家庭社經地位是探討自我概念的主要變項（洪若和，

1995）。出生序也是影響人格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項，像是Adler即相當

重視出生序對人格的影響，因為當父母親對孩子的出生序產生不同的

角色期待時，會影響孩子對自己的主觀解釋，而發展出對自己、對他

人不同的態度與行為模式（蔡佳靜，2002）。因此，研究者認為出生

序與自我概念的影響值得探究。 

    心理學家Erikson認為國小階段6~12歲的學齡兒童，須勤奮學習做

人處事的應對技巧，跨越自貶自卑的危機感，到青春期12~18歲時，才

能形成獨立感和自我效能感，有明確的自我認定而非角色的混亂，進

而達到自我統合。郭為藩（1996）認為十歲前後是個體概念形成的高

峰期，健全的自我概念是個體心理健康的必要條件，自我概念發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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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在待人處事上較容易有成功經驗，而透過和外界的互動交流所

得到的回饋，使個體能擁有更多的幸福並提升對自我的看法。透過以

上學者的論點，研究者擬以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之國小中、高年級的學

生為研究對象，探討不同變項（性別、年級、出生序）與自我概念之

間的差異，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肆、透過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得到的感動 

研究者在認識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後，曾參與生命教育志

工的基礎培訓課程，從中看到協會對生命教育所投注的心力。特別是

在國小校園為學童進行生命教育的志工們，更是讓研究者深感佩服。

截至 2009 年初，協會在全台培訓過一萬多名志工，97 年上學期共有

3402 名志工，進入全台約 380 所學校、3572 個班級，每週教導近 12

萬名孩子生命教育。郭恩惠（2008）認為關於生命的種種問題都是從

「自我」出發，從幼兒時期，人有意識關心的對象就是自己，也就是

概念的形成，會先從「我」了解起，先建立「自我概念」才漸漸發展

出和他人、環境中物體存在及運動的概念等，自我概念影響深遠，當

人與自己的關係或自我掌控能力未建立好，會在心理留下負面影響，

心理發展也會停滯在受挫階段，因此解決生命的問題常常得回溯至兒

童時期，甚至是兒童早期，這是生命教育要從兒童開始做起的原因，

也是生命教育從「人與自己」開始，進而在此基礎上建造出積極正面

的「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生命」。 

黃迺毓(2009)曾說：「Life education is not only to teach or coach, but 

also to Reach & Touch.」生命教育不只是教導或訓練，也是一種陪伴，

一同感受，這段話是彩虹 Reach&Touch 兒童生命教育專刊誕生源起，

同時也深深觸動研究者的心。透過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藉著生命榜

樣的學習，碰觸孩子的心靈，使其產生內化於心的感動和省思，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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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在思想與行動上。國小階段的兒童漸漸脫離主觀化時期，在日常

生活中與父母、教師、朋友、同儕的互動中，發展出客觀化的自我影

像，並隨著情緒、智能的發展，自我價值逐漸形成（洪若和，1995）。    

在協助 Reach&Touch 兒童生命教育專刊校園專訪的過程中，研究

者從一些校長口中，發現他們對彩虹愛家和生命教育志工們的感謝，

研究者認為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及生命教育志工對孩子自我概念的影

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配合第二期 Reach&Touch 專刊的發行，研究

者有機會對國小兒童的自我概念做調查，並希望進一步了解志工帶領

彩虹「人與己」課程的教學要領，及其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此乃

本研究動機之三。 

    綜合上述，本研究希望了解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

否之差異，再針對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做

調查，並進一步了解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的對學生在自我概念的

影響，藉由研究結果，提供生命教育教學者、學校及教育行政單位、

家長及未來研究之參考，以期讓兒童的自我概念發展得更健全，進而

在人生的道路上走得更穩健、踏實。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之差異。 

二、探討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 

三、探討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擬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為何？ 

二、參與生命教育課程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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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節主要將本研究所使用之重要名詞分別說明如下： 

壹、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 

    本研究所指的生命教育，是根據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的生命

教育培訓課程，主要由受過培訓的生命教育志工，進入學校以繪本，

配合思考教學、體驗學習、創造性兒童戲劇等多元教學方法，進行生

命教育，該課程教材設計以「人與己」、「人與人」、「人與地」、

「人與天」，其中的「人與己」主要是幫助孩子了解自我價值，進而

發展出自愛與被愛、自我尊重與被尊重的能力，本研究參與生命教育

是指上過彩虹「人與己」課程的國小學生。 

貳、自我概念（self concept） 

    自我概念是指個體在與人或環境互動中，形成對本身的觀點、認

知或評價。本研究的自我概念，是指受試者為測驗出版社2000年，由

林幸台、張小鳳、陳美光所修訂編製的「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

學生版」的得分情形，主要讓受試者了解對自已各方面的認知與解譯，

及認為別人對自已的看法；進而對多向度的自我評估做深度分析，了

解受測者對自我概念的體認是否有落差，態度是否與一般人的想法一

致。得分愈高者表示自我概念愈正向、積極；得分愈低者表示自我概

念愈負向、消極。量表分為(一)生理自我(二)道德倫理自我(三)心理自

我(四)家庭自我(五)社會自我(六)學業/工作自我等多向度描述。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說明生命教育的理論，第二節介紹台灣彩

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人與己」課程，第三節說明自我概念的理論與

相關研究，第四節為生命教育課程與自我概念關係之探討。各節分述

如下： 

第一節 生命教育的理論 

 國內於1997年開始，由前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提出並推動「生命教

育」，近年來，許多和生命教育相關的研究及期刊論文陸續發表，生

命教育涵蓋的範圍甚廣，因著研究對象和課程屬性的不同，對其意義

的陳述和目的也有不一樣的解釋。故本節生命教育的理論，先從生命

教育的緣起與發展做闡述，再說明其定義與內涵。 

壹、生命教育的緣起 

    國外明確使用「生命教育」一詞，始於 1979 年在澳洲雪梨由牧師

T.Noffs 所成立的「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er，LEC），該

中心目前已發展為一國際性組織（Lif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屬於聯

合國「非政府組織」（NGO）的一員，該組織提出「世界上絕對不可能

有第二個你」為口號，成立宗旨在於「藥物濫用、暴力與愛滋病的防

治」（孫效智，2000；蔡培村、武文瑛，2008）。生命教育方案的推動

最早始於幼稚園到八歲兒童，每年提供約一百萬名幼稚園至高等學校

學生有關學校基本藥物教育，及正向預防課程，協助青少年減少非法

藥物的使用和可能造成的傷害（鄭宇家，2008）。 

    美國也有專門推動生命教育的組織，如科羅拉多州的生命教育組

織（Life Education Fund of Colorado）主要透過媒體教材的發展應用，

教導人民有關墮胎等生命議題。佛羅里達州的生命教育組織（Life 

Education of Florida）則致力於發展和宣導有關健康照顧的訓練產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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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例如：愛滋病教育、急救常識、藥物治療資訊、個人照顧與衛

生等。英國中西部也有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er），透過老

師、家長、學生共同努力，協助青少年健康增進與毒品防治教育。加

拿大有「The Student Life Education Company」，主要宣導青少年拒絕酗

酒和有關健康的正確觀念（張淑美，2006b）。 

    至於國內生命教育的緣起，根據徐敏雄（2007）在《台灣生命教

育的發展歷程：Mannheim》一書表示，吳庶深和黃麗花的探討是國內

目前文獻資料中較為完整周全的，許多期刊論文或學位論文的作者，

論及此時，若不是直接將台灣生命教育的緣起引自兩位的成果，所提

出的見解也尚未能超越他們的論點。是故研究者以吳庶深與黃麗花

（2001）對生命教育的緣起，所整理出的四個原因加以描述如下： 

一、對社會亂象的反思：從台灣社會陸續出現的許多脫序、違反倫理 

    的事件，如：1998 年震驚全國的清大研究所學生以王水殺人毀 

    屍之案件，以及層出不窮的暴力、鬥毆、飆車、自殺、吸毒等反 

    社會性行為，還有發生在 1999 年造成國人生命、建設、經濟遭 

    到重創的九二一大地震，讓人們驚愕之餘同時也驚覺到生命的無 

    常，因此激起人們對於探索生命意義與終極目標之渴望。 

二、始於曉明女中的倫理課：透過天主教教會學校曉明女中，在 1963 

年創校之初開設的「生活指導」課程，到 1976 年改為每週一堂的

「倫理課」，該課程主要希望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判斷之能，激發學

生潛能及靈性的提升，讓學生學習感恩、惜福、熱愛且尊重生命，

活出生命的完整。1997 年依前台灣省政府教育廳的委託，成立「生

命教育推廣中心」，負責推廣生命教育活動，並編輯全省國、高中

六年一貫，共計十二單元的生命教育教材、教師手冊，及師資培

訓，曉明女中是推動生命教育的核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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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國、高中為主推動落實：從 1997 年前省教育廳透過成立中央、 

地方與各級學校「生命教育推動組織」，策劃並推動生命教育及 

教材的研發，辦理相關研習，培養學校校長、教師及相關人員推 

展生命教育的知能，八十七學年度，各國中一年級開始實施，高 

中、職則由同年度的第二學期開始推動，八十八學年度全面實施 

「生命教育課程」，2000 年，孫效智、林思伶等學者所發表的「生 

命教育先導計劃」得到教育部的認同，同年八月二日「教育部生 

命教育推動委員會」正式成立，分成「宣傳推廣組」、「師資人力 

組」、「課程教學組」、「研究發展組」，希望將生命教育的理念落實 

並貫徹於學校教育體系中，當時的教育部長曾志朗並宣示 2001 年 

為台灣的「生命教育年」。 

四、納入九年一貫課程：教育部(2001)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 

    行綱要」，明訂生命教育為「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指定單元，學 

    校必須進行相關課程規劃與教學，並編列固定人力、財力、物力， 

    且教學時數不得少於該領域總時數的 10％，從中可看出教育部在 

    校園積極落實生命教育的決心，也確立生命教育在國小、國中教 

    育的地位。 

    綜合以上四個原因，吳庶深和黃麗花（2001）進一步推論台灣生命

教育是因應國內社會和教育環境所需而產生，它是學校和民間團體共同

推展的自發性教改，而非由上而下的制式政策，同時它也在反思台灣社

會亂象和學校的尚智主義教育，並非憑空而降之政策。2004 年九月十八

日，國內第一個和生命教育相關的專業學術性團體「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正式成立，其宗旨為「研究、規劃、促進以及推展生命教育學術理論與

實務工作」（張淑美，2004），該學會之成立是台灣生命教育發展過程中

的里程碑，也開啟生命教育的新紀元（張淑美，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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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命教育的發展 

    徐敏雄（2007）以吳庶深、黃麗花（2001）的緣起為依據，對台

灣生命教育的發展，透過不同時期、不同組織、學術機構所提出的課

程目標和形式內涵，將國內生命教育分為三個時期，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宗教與倫理教育時期（1963-1996 年） 

    從曉明女中開辦的生活指導課到 1997年前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正式

宣示推動生命教育前，此三十三年是台灣生命教育之萌芽期，事實上

有許多早期隨政府從大陸遷台的天主教、基督宗教團體，他們也在正

規教育體制內所創設的教會學校裡開設相關倫理課程，更有許多非營

利組織機構，如：天主教康泰基金會、得勝者教育基金會、佛教蓮花

基金會、中華民國安寧照顧基金會等都積極致力於生命教育的推動，

以上團體的推動和所屬宗教之價值信念相關，宗教氣息特別濃厚。 

二、朝向獨立設科時期（1997-2001） 

    1997 年，「生命教育」一詞，由前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廳長陳英豪正

式提出後，遂開始推動（陳英豪，2000；孫效智，2004；張淑美，2006c）。

課程主軸也鎖定在「倫理教育」和「倫理人」的培育。2000 年，為具

體廣泛的落實生命教育，教育部成立「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當時的

教育部長曾志朗明訂 2001 年為「生命教育年」，並計畫依循孫效智提

出之「建構十二年一貫生命教育課程綱要」推動，但就在此時，國內

和生命教育相關的系所開始成立，與生命教育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及論

述相繼出現，教育行政官員、學者專家、教師和民間團體間，對於教

育部與廳之間的「宗教中立性」、推動方式的「委辦或公開招標」、課

程形式的「融入式或獨立設科」持不同意見，由於政策會影響全國，

各民間團體的意見都應列入考量，因此這幾年，生命教育的推動較為

坎坷。 



  11

三、融合式課程與獨立設科並存時期（2002 年至今） 

    2002 年黃榮村繼曾志朗後接任教育部長，為打破先前生命教育推

動的僵局，改善教育行政界、學術界、民間宗教團體的歧見，他大幅

更換「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的班底，廣泛邀請非天主教民間團體共

同加入委員會，並明確將委員會定位在僅具有「提案權」的位置。他

認為生命教育的課程型態應著重在既有的各類課程教材中，並與日常

生活融合，亦即「融入式課程」，孫效智則希望維持獨立設科，以避免

「生命教育」因學校教師自由裁量，淪為可有可無的邊緣課程。是故

孫效智與其團隊為「高中、職」和「國中、小九年一貫」編撰生命教

育課程，雖歷經許多磨難，導致原先規劃的十二年一貫獨立設科生命

教育課程未能落實，但 2004 年終於正式納入高中選修課程綱要。 

    綜合上述，國內、外的文化與社會背景不同，生命教育緣起與發

展也有出入，國外多由相關組織或團體推動生命教育，官方或正規學

校推動較少，且成立多以「遏止毒品、菸酒、愛滋病、暴力，增進健

康」為宗旨（張淑美，2006b）。國內最初推展則由正式官方單位前台

灣省政府教育廳開始，提倡背景與暴力事件相關，和藥物濫用或愛滋

病則無太大關係，希望幫助輔導學生「認識生命意義、認識自我並珍

惜生命價值、增進人際關係技巧、擁有正確人生觀，並將自我生命在

天、地、人之間建立共融存在之關係」。雖側重不同，不過共同且根本

解決之道多是希望帶給孩子正向積極的生命起點（孫效智，2000）。 

參、生命教育的定義 

     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在教育或哲學史上，有許多相關的課

題，如：生命哲學（life philosophy）、人生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ife）、

生死教育（life-and-death education）等，不過其核心內涵皆為「生命」

（蔡培村、武文瑛，2008）。生命教育的定義沒有對錯，只在適不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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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或是否為社會所接受。定義是否適當端看社會對生命教育有何期

待和願景，以之檢視，社會是否接受，則需要社會整體透過共識過程

去討論（孫效智，2000）。 

    許多學者認為，生命教育從自我肯定與潛能發展出發，探尋生命

的意義，深化價值觀，開展個人生活智慧，注重「人與己、人與人、

人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宇宙（天）」共存共亡的關係（黃

德祥，2000；陳英豪，2000；孫效智，2000；黎建球，2000；葉麗君，

2000；林思伶，2001；吳庶深、黃麗花，2001；張淑美，2006a）。孫

效智（2004）認為：「生命教育是探究生命最核心的議題，更重要的

是引領個體邁向知行合一的教育」。亦即除了培養積極正向的人生觀

外，更重要的就是付諸行動，把自我價值觀實踐出來。詹棟樑（2004）

對生命教育的定義則特別強調自尊（個體對自我價值的判斷）與自我

效能（個體能否達成各項工作目標之自我判斷）兩種特質，彰顯生命

的意義，教導人們確立積極正確的人生觀，讓每個人的生命皆有尊嚴，

愛惜生命、熱愛生命、為生命付出。 

    黃迺毓（2003）在《圖畫書的生命花園》一書提到，綜觀目前生

命教育課程和教材，通常包括道德、品格、倫理、環保教育，但這些

加起來只是一種「拼盤教育」，將教育內容中原有的一些「無法測驗」

或是「知道卻做不到的部份」拼湊，並非等於生命教育。她認為生命

教育之首要，是讓教導者和學習者在互動中體會生命的真意，幫助每

個人探究並認識生命的源頭，從最根本之處得到能源，從內在產生實

踐的信心和力量，談的不該只是品格教育，也不只是肉體生命。生而

為「人」，並非跟動物一樣只為生命的延續，因為人有「愛」，這種

愛跟母貓和小貓截然不同，生命教育應是探討這種愛的源頭，然後以

「這種愛」來愛自己，愛家人、朋友、鄰舍、國家和整個世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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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秀碧（2006）將生命教育的定義，分成廣義與狹義來探討，她

認為廣義的生命教育包含：1.生理與物質：學習獲取生存知能為基本，

最終目標在了解自己生存的意義。2.心理：協助個體發展積極正向的自

我概念和自我認同為核心，進而發展人際關係互動知能，以利其產生

對於自我和他人，有意義有價值的經驗，在自在圓滿的生活中，達成

自我實現。3.靈性：促進個體人生觀的建立和提升，協助個體賦予人與

其他生命，甚至與自然環境關係之意義。三者的恆常運作與交流，促

進生命體的統整。而狹義的生命教育則是：有關死亡教育或涵蓋生死

之議題，旨在對於人類生命與死亡意義之了解，發展個體面對生命與

死亡的適當態度，並學習面對生活中關於生、死情境的因應技巧，進

而探討人類生命與其他生命存在的意義，協助個體發展適切的人生觀。 

    綜合上述學者對生命教育的定義，可以發現生命教育是教育的核

心，圍繞著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本質與開展形式，透過具生命內涵的

課程教學與體驗學習，幫助孩子認識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欣賞生

命、珍惜生命，學習包容並接納尊重他人的生命的教育。 

肆、生命教育的內涵 

    教育部（2003）在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內容設計，將生命教育放在綜

合活動實施，其四大主題軸與生命教育的內涵環環相扣，主要為：1.

促進自我發展：探索自我潛能並發展自我價值，增進自我管理之能與

強化自律負責，尊重自己與他人生命，進而體會生命的價值。2.落實生

活經營：實踐個人生活所需技能並做有效管理，覺察生活中的變化以

創新適應，開發各種資源並探究應用。3.實踐社會參與：善用人際溝通

技巧參與各項團體活動，服務社會並關懷人群，尊重不同族群並積極

參與多元文化。4.保護自我與環境：辨識生活中的危險情境以解決問

題，增進戶外生活技能與大自然合諧共處，保護或改善環境以促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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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永續發展。透過綜合活動之課程目標：生活實踐、體驗意義、個

別發展與學習統整，達成生命教育的目的。 

    除了教育單位的推動外，專家學者對「生命教育」的詮釋也有許

多看法。錢永鎮（1999）認為生命教育內涵的四個基礎概念為：1.自尊

的教育，2.良心的教育，3.意志自由教育，4.人我關係教育。其中自尊

的教育，強調人要有自尊、尊人的觀念，如缺乏此概念，可能會讓自

己成為別人的工具，或把別人當作工具，藉著自尊教育具體教導孩子，

讓其了解人的價值。葉麗君（2000）認為生命教育的目的與內涵在於：

1.尊重生命、正視生命，提升生活內涵與品質，學校教育內涵包括：生

死達觀、人生哲學、情緒輔導。2.激發潛能、適性發展，創造人生的無

限可能，學校教育內涵包括：適性發展、創造思考、多元智慧、終身

學習。3.群己共融、天人合一，維持與自然界的和諧共生，學校教育內

涵包括：生活倫理、兩性平等、公民道德、社會公益、自然環境。    

    孫效智（2000）認為生命教育的內涵在學理上應涵蓋：1.人生與宗

教哲學，2.基本與應用倫理學，3、人格統整與情緒教育三個領域。其

落實則應包含「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知情意行整合」以及

「尊重多元智慧與潛能」的環境，幫助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明白，每個

人獨特的「所是」（to be），遠比外在財富或地位的「所有」（to have）

重要，以下分別敘述其觀點： 

一、深化人生觀：屬人生哲學與宗教教育之領域 

 (一)生命意義、目標與理想的探問。可稱之為終極關懷的課題 

   （ultimate concern）。學校教育透過生命教育的實施，真正落實 

   「德智體群美」，其中的「智」不只是知識技能的「知」，更該 

    是生命智慧的體悟。教育整體目標也不只是幫助孩子將來找到工 

    作，更該教導他們體悟人生的意義、追求人生的理想，勾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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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命的願景。 

  (二)生死教育、死亡教育、安寧照顧與臨終關懷。 

 二、內化價值觀：屬於倫理教育與道德思想教育的範疇 

  (一)培養成熟的道德思維與判斷。 

  (二)融合道德哲學深度的倫理教育，真正說理而不說教，培養孩 

     子慎思明辨的「擇善」能力。 

  (三)多元價值觀的培養，從不同角度理解同一道德課題的能力。 

  (四)熟悉道德思考方法及不同領域道德課題的內涵，例如：生命倫 

理、兩性倫理、職場倫理、家庭與校園倫理以及社會與政治的 

     倫理課題。 

三、整合知情意行：屬發展心理學、人格統整與品德教育等領域 

  (一)幫助學生將內化的價值理念統整於人格內，並在生活中實踐。 

  (二)提昇學生的情緒智商、交談與傾聽能力以及同理心，不僅發展 

個人，也成全和諧的群性。 

 四、發展多元智慧與潛能：屬於適性發展的教育範疇 

  (一)每個人均具備不同的智慧與潛能，多元智慧理論再次為「適性 

     教育」賦予深切的意義，以及尊重學生個別差異。個體的心智 

     由各種強度不同的智慧組成，亦有其認識世界的獨特方式，學 

     校應幫助孩子了解並發展自己的獨特智慧，發揮生命潛能。 

  (二)學校應開展多元學習環境，使每個學生看清自己的機會，並活 

     躍運用其智慧。 

    孫效智（2004）為九年一貫生命教育課程所主編《歌詠生命的旋

律》一書，從哲學角度出發，將生命教育分為三個各自獨立卻環環相

扣、交互的領域：1.終極關懷與實踐：主要為人生意義的探尋和開創、

死亡省思、聖界信仰的宗教教育。2.倫理思考與反省：探索道德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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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各種實踐的倫理意涵，以掌握道德判斷的方法並建構道德原則的

思維途徑，倫理思考就是古人所說的慎思明辨與擇善固執。3.人格統整

與靈性發展：將生命知識內化為生命智慧，使人達到「誠於中，行於

外」的境界。 

    黃德祥（2000）則提出生命教育之內涵應包含下列五項： 

一、人與自己的教育：教導學生認識自我、找出真我，並協助其發 

    展潛能，實現自我。 

二、人與人的教育：教導學生重視人與人間的倫理關係，明白群己關 

    係及公共道德的重要，重視次級文化的存在，進而關懷弱勢族 

    群，以創造人際互動的和諧性。 

三、人與環境的關係：教導學生調和小生命與大生命價值的衝突，建 

    立社區總體營造意識，珍惜生存環境，實踐保護地球守則，以關 

    懷社會、國家和宇宙的生命。 

四、人與自然的教育：教導學生民胞物與的胸懷，尊重生命的多樣性 

    及大自然的節奏與規律性，使人類有機會親近並關懷生命，以維 

    持永續、平衡的自然生態。 

五、人與宇宙的教育：引導學生思考信仰與人生的問題，釐清自我 

    人生方向，訂定自己的終極關懷，以宏觀的視野審視人類存在的 

    意義與價值，認識國家、世界的倫理，關心人類的危機，建立地 

    球村的觀念，活出全方位的生命。以上五種向度的生命教育內涵， 

    是全人教育的培養，也是生活教育的實踐，更是倫理教育的涵濡。 

    黎建球（2000）也認為生命教育的內涵，乃從自己、他人、自然、

天四層面，只有認真學習並發展生命中的不同層面及關係，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才能展現。吳庶深、黃麗花（2001）則進一步對生命教育的

內涵歸納出四向度五取向，四向度包含有：1.人與自己：認識自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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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與尊重自己、發揮潛能。2.人與他人：與人和睦、群體倫理、關懷弱

勢。3.人與環境：建立生命共同體、經營自然和人文環境的永續發展。

4.人與宇宙（天）：靈性超越之途徑、尋得永恆價值、命歸宿等信仰所

提供之答案。五種取向包括：1.宗教教育取向：強調「安身立命」的重

要性，主要探討生命意義、死後歸宿、終極信仰等議題。2.健康教育取

向：強調「健康快樂」的重要性，主要探討生理衛生、心理衛生、生

態保育等議題。3.生涯規劃取向：強調「自我實現」的重要性，主要探

討認識自我、發展潛能等議題。4.倫理教育取向：強調「倫理行為」的

重要性，主要探討思考能力、自由意志、良心與道德的培養等議題。

5.死亡教育取向：強調「生死尊嚴」的重要性，主要探討珍惜人生、超

越悲傷、臨終關懷、安寧照顧等議題。以上五面向和黃德祥（2000）

所提生命教育發展的脈絡相同。 

    綜合上述看法，生命教育的內涵，旨在使人認識自己與他人的生

命，進一步肯定、愛惜且尊重生命，用一顆虔誠、愛護之心與自然共

存，並尋得與天之間的脈絡，增進生活智慧，自我超越，展現生命價

值。孫效智（2000）認為生命教育的內涵不應以一種封閉獨斷的方式

決定，應該透過開放的交流和對話來確定並豐富它的內涵。生命教育

要朝哪一個方向去實施，必須有所取向（詹棟樑，2004）。因此學者

會從倫理學、生死學、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不同取向的切入，來探

討生命教育應有的內涵，使得生命教育的內涵詮釋不一，不過無論哪

種看法，都形成一個共識，就是同意生命教育的內涵涵蓋：人與自己、

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四個面向（林思伶，2001）。本研究

的彩虹生命教育也是透過此四面向進行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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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人與己」課程 

本節旨在說明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人與己」課程，以下所敘

述之資料均為該協會提供，研究者將針對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的緣

起做闡述，接著介紹彩虹「人與己」課程。 

壹、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的緣起 

「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以服務兒童與家庭為目標，配合各

地國小、家庭、社區，每年定期開辦生命教育志工培訓課程，以多元

化的方式，諸如：故事繪本思考教學、體驗學習、創造性兒童戲劇等

教學方法，培訓志工。協會前身為「彩虹兒童教育中心」（Rainbow 

Kids），」成立於 1999 年七月，由於當時正興起兒童學美語的熱潮，

所以彩虹將品格教育與價值觀的建立，融入繪本、美語的學習。 

 2000 年，協會發現透過說故事，能更直接的和孩子互動，於是發

展出「彩虹媽媽說故事」的工作，在各地分享「改變文化、建造更優

質的生命信念」，彩虹媽媽遂開始進入國小和孩子交流。2001 年，當時

的教育部長曾志朗不遺餘力的推動生命教育，這也使得彩虹所堅持的

信念得到認同，於是 2002 年為了配合國小生命教育的需要，開始研發

生命教育教材，並在同年九月開始籌辦國小生命教育課程，以「人與

己」、「人與人」、「人與地」、「人與天」四向度教材，各有初、中、高

階共十二本，希望幫助孩子了解自我價值。 

 2004 年改名為「台灣彩虹兒童生命教育協會」，為配合進入校園，

將「志工手冊」改為「生命教育教材」。2006 年由於協會希望社會大眾

能關注每個家庭的價值，讓孩子在家庭中健康發展，因此將「彩虹」

與「愛家基金會」聯盟，正式更名為「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協會進入國小推動生命教育，主因是他們認為每個人都應正視並

瞭解生命教育，兒童時期更是進行生命教育的最佳時機，受過培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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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進入願意且歡迎志工加入的國小校園，幫助孩子認識生命的意

義。故彩虹生命教育的理念及願景，是希望幫助兒童建立優質生命信

念，進入豐盛生命的人生，認識生命意義與價值，使兒童有能力作對

的選擇（郭恩惠，2008）。也就是以基礎的愛為核心，透過生命教育建

造優質生命信念，教養兒童走當行之路。 

貳、彩虹「人與己」課程 

    彩虹生命教育課程內涵，以基督信仰為根基，人本教育為綱，道

德教育為要，生活及情緒教育為輔，帶出孩子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並加

以討論，幫助其深入反省，體驗課程主題的學習（郭恩惠，2005）。 

一、課程規劃 

（一）「彩虹生命教育教材」每學期一冊，分「人與己」、「人與人」、 

     「人與地」、「人與天」，依初階（一、二年級）、進階（三、四 

      年級）、高階（五、六年級）三階段，共需十二個學期上完。 

（二）由於學校通常只開放固定的一個年級給「志工團」，因此較難 

向上或向下延伸，為顧及課程的系統性和完整性，需依照下原

則進行課程的規劃。 

  原則 1.所有課程都從「人與己」開始，按照學生年級採用合適內容。 

  原則 2.依照同一班級上課時程的長短，（一學期、一年兩學期、兩 

          年）來規劃課程，依四個單元做完整的課程循環。 

二、教學方法 

（一）圖畫書的應用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為國小學生所設計之生命教育教材，主要

以基督信仰的真理和價值觀整合而成，課程內容是藉由圖畫書帶出各

種討論及延伸活動，選用圖畫書的原因有以下四點： 

1、圖畫書是學齡兒童最容易感到有興趣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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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畫書的題材多為學齡兒童的共通經驗。 

3、圖畫書的語言是學生可以暸解的語言。 

4、圖畫書以畫面呈現抽象的概念感受，可以喚起學生的思想與情感。  

（二）思考教學 

    以思考為基礎，在圖畫書的應用之後，教材提供問題供師生們討

論，採開放式、對話式問答，營造以思考為主的學習情境，提升思考

層次，透過提問，鼓勵學生進行思考和討論分享，促進師生間的交流

互動，在問題討論過程中，不僅了解學生理解程度，也可發現他們內

在問題，幫助學生從思考中學習課程內容，培養並激發其認真思考、

提問、自主學習的能力，依據想法產生自我判斷。 

（三）體驗學習 

    課程會設計故事延伸活動或相關體驗，透過遊戲和活動，讓學生

在體驗過程中學習感受、發現，從互動、反思、回應中，進而領悟學

習內容，將概念變成行為，自主呈現並將學習成果加以內化到自己的

生活經驗，成為真實並具有個人意義的原則，並應用於未來的生活與

學習，而教師藉由觀察學生活動中之行為反應，進一步了解學生需要。 

（四）運用創意為原則，因時制宜的靈活調整教案 

    運用故事、戲劇、美術、音樂、舞蹈、遊戲等多元藝術，帶領兒

童進行活動，除了能活躍課堂氣氛，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能激發其

想像力，開發創造潛能，進而發現學生的內心世界。 

（五）教師自我思考與體驗 

    教材提供給教師自我思考的機會，當自身體會後再去面對學生，

才能依實際狀況與學生互動，滿足不同的需要及回應。是故每一個課

程開始，都會先點出該主題的「教學重點」及與教學主題相關的聖經

「金句」，並針對主題請教師們「想一想」，藉著金句及想一想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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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主題的信念，接著在進入主題內容時，教師由備課過程親自體

驗課程所希望帶出的反思，才能在課堂上與學生共同體驗這些信念。 

（六）教師角色的定位 

    在生命教育課程中，教師並非傳授學生各式知識的角色，而是和

孩子一起思考生命的問題，給予其積極正確的價值觀，分享面對生命

問題時自己真實的經驗，幫助學生體驗並習得正確信念所帶出的感受

與行為，讓學生在討論與分享活動中，從教師的身教體驗愛與尊重，

在愛與肯定中造就不一樣的生命。教師以新的眼光看待孩子，透過有

效溝通，幫助孩子探索問題解決之道取代「說教」或「代勞」，用積極

正向、多鼓勵的態度，培養孩子面對、解決問題及思考能力。 

三、彩虹生命教育以「人與己」為課程起源之因 

 （一）從心理發展觀點 

    個體從出生開始，會發現自己與其他事、物是分開的，自己是有

生命、會思考的人，可以獨自行動。在認識生命的本質時，也從自我

探索開始，直至追溯到生命的本源。個體藉由與他人的互動，透過觀

察和比較發展出對自我的認識，知道自己的特質及能力，也從和他人

的相處中，發現到自己與他人之不同，所以在互動過程中學習與他人

協調、及一些不會造成衝突的規則，個體的關注對象從自己變成他人，

再從他人移轉至事物上，心理發展觀點發現，每個人都是從對自己的

認識開始，接著再建立對人、事、物及環境的認知。 

（二）從基督信仰觀點 

    讓孩子知道神在創造每一個人時，都有祂的目的及計畫（凡神所

造的物都是好的）。當孩子了解，神賦予每個生命價值及意義，他就能

以相同的眼光看待其他造物，包括他人及世界，當他在面對他人及環

境時，就能以合宜的方式搭建人際關係，並學習管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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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彩虹「人與己」課程設計理念 

    彩虹「人與己」課程，從初階、進階、高階都有四個單元主題，

分別是「認識自己」、「欣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高階在

此單元名為信心與希望）。此課程設計理念及其所包含之單元設計都有

其層次，所謂層次意指第一單元是第二單元的基礎，例如要先認識自

己才能欣賞並接納自己。 

    由於神創造每一個人皆為獨一無二的個體，讓每個人都有其獨一

無二的價值，因此「人與己」課程的單元一「認識自己」，就是希望學

生認識神賦予每個個體獨特的特點及特質，在這當中屬於好的特點，

如果能被我們欣賞並加以發揮就會成為優點，所以在認識自己之後接

著介紹單元二「欣賞自己」。至於缺點要如何面對，我們可以將人的缺

點分為兩部分，其一可能是因著人本身的不完全，而不能改變的部份，

其二則是因為環境所造成的軟弱，是可以改變的部份。 

    關於不能改變的缺陷，需幫助學生學習接納，或許我們不喜歡這

些缺陷，但是卻可以用不一樣的角度看待這些缺點，幫助學生學習接

納，也就是單元三「愛自己」，讓個體以積極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有限

與不足。關於可以改變的缺點，則需要幫助學生知道可以改進的方法，

讓他們給予自己正確的期待與機會，透過單元四「勇敢與信心/信心與

希望」，幫助學生透過知識或問題解決能力的學習，以了解有些事並不

需要感到害怕或無助，當他能學習面對及解決問題的認知及正確態

度，就能讓自己變得勇敢且增加信心，面對許多對於未知的擔心害怕。 

五、彩虹「人與己」課程單元主題規劃 

    針對彩虹「人與己」課程所設計的四個單元主題「認識自己」、「欣

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原則上每一單元主題

分別有三節課，每節課有既定流程，共有十二節課。不過可以視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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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的教學進度及學期時程有所增加，表2-2-1是「人與己」高階課程，

對各單元主題所整理之教學重點及使用圖書。 

表2-2-1「人與己」高階課程各單元主題教學重點及使用圖書 

類別 單元主題 教學重點 使用圖書 

人 

與 

己 

 

 

 

 

 

 

 

 

認識自己 

 

 

 

 

每個生命都是在辛苦的等待與滿

心的期待下生產的；更是在造物主

美好的旨意及計劃下誕生的。因此

每個人都應該重視自己的價值 

 

 

 

 

初:《毛毛蟲變蝴蝶》 

進:《我不知道我是誰》 

高:《公園裡的雕像》 

參考圖書 《三個我去旅行》 

《森林大熊》 

《阿倫王子歷險記》

《大象艾瑪》 

《小貓玫瑰》 

《自己的顏色》 

欣賞自己 

 

 

幫助學生在發現自己的特點後，能

欣賞自己與眾不同之處，了解這些

不同都有造物主的祝福在其中。 

初:《鹽巴和砂糖》 

進:《兩株番茄》 

高:《但願我是蝴蝶》 

參考圖書 《星月》 

《威廉的洋娃娃》 

《愛花的牛》 

愛自己 

 

 

幫助學生能接納自己的缺點，珍惜

自己，在各樣的生活中喜樂，並能

愛惜生命。 

 

 

初:《神奇變身水》 

進:《你很特別》 

高:影片「用腳飛翔的女孩：蓮

娜瑪莉亞寫真」 

參考圖書 《愛你本來的樣子》

《你是我的孩子》 

信心與希望 幫助學生找到心中害怕、擔心或恐

懼的因素，為他們建立有信心的自

我與有希望的生活。 

初：《膽小阿迪和毛毯賊》 

進:《怪叔叔》 

高:《叔公的理髮店》 

參考圖書 《我還有一隻腳》 

《小嘴巴大耳朵》 

《胡蘿蔔種子》 

《一、二、三－飛吧》

資料來源：出自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編著。生命教育基礎培訓學員講義(2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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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主題的每節課，其課程有既定流程，包含破冰活動、主題活

動、圖畫書欣賞、延伸體驗活動、問題討論、結語與金句時間，表2-2-2

是「人與己」高階課程，對各單元主題所整理之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 

表2-2-2「人與己」高階課程各單元主題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 

單元主題 教學目標 課程內容 
認 
識 
自 
己 

認知：幫助學生知道每個生命都有獨

特性 
情意：使學生願意珍惜自己的不同。

行為：使學生能發展自己的獨特性。

第一節 我是誰？ 
1.開場白：問候與建立班級常規 
2.破冰活動：我是誰？ 
3.主題活動1：什麼是「特質」？ 
4.延伸活動1：名人傳記閱讀 
第二節 每個生命都獨特 
1.延伸活動2：名人傳記心得分享 
2.主題活動2：找特點遊戲 
3.主題活動3：我的自傳 
第三節 我的現在與未來 
1.圖畫書欣賞： 
《三棵樹的傳說》、《公園裡的雕像》

2.體驗活動：老師見證分享 
3.金句時間：我的肺腑是神所造，我在

母腹中，祂已覆庇我。 
欣 
賞 
自 
己 

認知：幫助學生認識自己的優點 
情意：幫助學生有發揮特點的動機

行為：幫助學生展現自己的優點 

第一節 假如我是… 
1.破冰活動：假如我是… 
2.圖畫書欣賞：《但願我是蝴蝶》 
3.延伸討論及學生心得分享 
第二節 真心的欣賞 
1.圖畫書延伸活動：教育劇場 
2.體驗活動1：讚美卡 
3.體驗活動2：接受讚美 

第三節 我欣賞我自己 

1.主題活動1：星光大道 

2.金句時間：我受造何等奇妙可畏；我

的生命是一個偉大而其妙的計畫，等

待實現。 

愛 
自 
己 

認知：幫助學生瞭解沒有人是完美

的，但是不完美不代表沒有價值。

情意：幫助學生願意愛惜自己，看自

己為寶貴。 
行為：幫助學生學習接納自己的缺

點。 

第一節 不一定是缺點 
1.破冰活動：拼圖遊戲 
2.圖畫書欣賞：《你很特別》 
3.延伸討論及學生心得分享 
4.主題活動1：一定是缺點嗎？ 
影片欣賞：「一路上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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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人與己」高階課程各單元主題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續) 

單元主題 教學目標 課程內容 
愛 
自 
己 

認知：幫助學生瞭解沒有人是完美

的，但是不完美不代表沒有價值。

情意：幫助學生願意愛惜自己，看自

己為寶貴。 
行為：幫助學生學習接納自己的缺

點。 

第二節 真心的欣賞 
1.主題活動2：發亮的生命或「一路上

有你」 
影片心得分享 
2.延伸活動：我的自畫像 
3.金句時間：態度決定一個人的高度

第三節 感恩的心 
1.體驗活動：練習說謝謝 
2.主題活動1、2 心得討論與分享 
3.老師見證分享 
4.金句複習 

信 
心 
與 
希 
望 

認知：幫助學生成長需要更多的毅力

與堅持。 
情意：幫助學生對未來有信心。 
行為：幫助學生對未來做好準備 

第一節 我的未來？ 
1.破冰活動：藝術欣賞「吶喊」 
2.延伸討論及學生心得分享 
3.主題活動1：關於未來？！ 
4.體驗活動1：偉人傳記閱讀 
第二節 夢想的未來 
1.體驗活動1：偉人傳記閱讀心得分享

與報告 
2.圖畫書欣賞：《叔公的理髮店》 
《叔公的理髮店》 
 3.延伸討論及學生心得分享 
第三節 我的未來值得期許 
1.體驗活動2：職業人才觀摩 
2.主題活動2：畫（話）出未來或我的

自傳 
3.金句時間：時代考驗青年，青年創造

時代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郭恩惠（2005）。彩虹生命教育人與己高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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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我概念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自我概念是人格結構的重要核心，西元前四、五世紀時，蘇格拉

底等西方著名哲人，就開始對「自我」產生探討，自我概念是個人對

自我的想法。自我概念積極與否，對個體人格發展及待人接物等處事

之道將有深遠影響，由於自我概念對於人類來說有其重要性，故本節

的自我概念理論，先從自我概念的定義及內涵做闡述，再說明其形成

發展，最後探討影響自我概念發展的因素及相關研究。 

壹、自我概念的定義 

    二十世紀以來，學者在分析有關自我概念時，大多從探討「自我」

開始（郭為藩，1996）。不同角度解讀，「自我」也會有不同的說法，

歷年來有關自我概念的意義論點，國內外學者有許多闡述，分述如下。 

美國心理學之父William James，在1890年的《心理學原理》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一書，提出自我與自我覺察（consciousness 

of self）的概念，他是近代研究「自我心理學」的先驅，他認為自我包

括「被認知的客體」（self as known）與「認知的主體」（self as knower）

兩部分。「被認知的客體」涵蓋所有一切可為個體擁有的全部東西，

是經驗與意識的客體，又可稱為「經驗的自我」（empirical self）。而

「認知的主體」則是個體所能經驗、知覺、想像、選擇、記憶及計畫

的主體，也就是個人經過認知、思考、感受的主體，是決定個人行動

與適應外界環境的心理歷程，又可稱為「純粹的自我」（pure ego） 。   

William James的觀點，將自我概念定義為自我的客體，對自己所

知覺的影像，包括自我評價過程，進而感受到自尊或自我接納。不同

於William James較偏重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忽略個體與社會和人際間

的互動可能對自我造成的影響，心理社會發展論（The theory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的建立者Erikson，認為自我是個體出生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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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互動所形成，由於自我成長的需求，希望從環境中得到滿足，

但又受限於社會規範，因此在社會適應上容易產生心理困難，也就是

發展危機（張春興，1996）。 

精神分析學派創始人Freud，認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

超我（superego）」所組成。自我是個體在出生後經由學習而獲得，其

出現主要來自於個體必需去面對及處理外在現實世界與本我之間所存

在的衝突，它是有意識且理智的，雖然如此，仍無法脫離本我而獨自

存在，自我的主要功能為符合現實環境調節本我之原始需要，及抑制

不能為超我所接受之衝動，遵循「現實原則」，所講求的是效果而不

管經驗是否真實存在。Freud的自我與William James的「認知的主體」

意義相近。當一個人的自我能順利且平衡的作出決定，並能達到本我

與超我的要求時，便能順利通過危機，但若自我協調不佳，就會使個

體產生焦慮，如同Erikson所提之發展危機，因此為免除焦慮，個體會

透過自我防衛機轉，使自我免於痛苦。人本心理學家Rogers在1961年曾

利用現象學的觀點來說明自我概念，他認為自我概念是指主體我（I）

與客體我（Me）特質的知覺，加上主體我和客體我對於和外界關係的

知覺，及這些知覺的所賦予的附加價值，共同形成有組織、具協調性

的概念（洪若和，1995）。Rogers強調影響、塑造個體的經驗世界，會

影響個體的形成，研究者認為此觀念類似於William James所說的「被

認知的客體」。Rogers的定義在心理學上，是一般公認對於自我概念最

完整的詮釋（引自張春興，1996，p. 400- 401）。 

自我觀念或自我建構，可視為個人對自己多方面綜合的看法。在此看法

中，既包括個人對自己能力、性格以及與人、與事、與物之關係等諸多

方面；也包括個人從目標與理想的追求中所獲成敗經驗，以及對自己所

做的正負評價。（Rogers, 1951,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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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自我概念提出四個基本主張，分別有：1.是個體與環境互動的

結果，2.可合併別人的價值觀，3.具有穩定性，4.是成熟和學習的結果。

從Rogers這段話可知，自我概念是由許多彼此相關聯的成分組成，包含

個體對自己心理特徵、身體特徵（美醜強弱）及行為表現（自覺及與

他人相比較之下的優劣）的積極或消極評價（張春興，1996）。 

社會心理學家Cooley在 1902年提出「鏡中自我」（ looking 

glass-self），他認為個體對自我的看法，透過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為依據，

亦即自我概念是個體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想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

象，同時也想像他人對該形象的看法，個體依據他人的回應反觀自己

行為，形成對自我的看法與評價，所產生諸如：自卑、驕傲、羞愧等

情緒（洪若和，1995；鄭冠仁，2008）。 

透過此觀點可知，個體的自我概念並非自發性的形成，而是被動

性的產生，容易受到他人影響而有所改變。Mead在1934年提出「概括

他人」（generalized other）觀點，將自我視為客體，研究者發現Mead

和Cooley都將自我概念的焦點放在外在環境決定，不過Mead更進一步

區分不同環境，可能使個體自我概念有所不同。他認為自我概念是來

自個體以他人對自己的反應而形成，不同的社會環境，個體分屬不同

的社群，扮演的角色不同，他人對自己的反應態度也不同，故形成不

同的自我概念，諸如：家庭自我、社會自我等。簡單來說，他認為自

我是個體在不同環境下透過與他人互動，去發現他人對自己的反應態

度而有所覺知，進而產生自我概念（趙曉美，2001）。 

     國內學者對於自我概念的定義和國外學者一樣說法各異，楊國樞

（1974）將自我概念定義為個人心中對自己的印象，它包括個體對自

身存在的覺知，以及對個人身體、能力、性格、態度、思想等方面的

評價。該定義以個體對自己的看法詮釋，是自發性也是一種對自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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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評估。黃德祥（1994）也認為自我概念係指個人對自己的理念、

情感與態度之總和，亦即個人試圖解釋自己以建立基模，以便組織自

己的印象、情感、態度，簡單來說就是個人對自己的整體看法。        

    不同於楊國樞、黃德祥對自我概念只著眼於個體的覺知定義，盧

欽銘（1979）增加了與外界關係的互動，認為自我概念是個人本身，

及對本身與外界關係之看法或印象。陳李綢（1983）更進一步將自我

概念視為個體與社會交互作用形成的結果，包括對自我態度、意見和

價值判斷，將影響其行為方式。洪若和（1995）將自我概念定義為一

種概念性的心理結構，是指個人對自身及環境的主觀想法與態度，且

主要受到過去經驗與重要他人之影響，形成人格的核心概念，彰顯個

體的獨特性。郭為藩（1996）也認為自我概念是指一個人對其自我的

形象，以及有關人格特質所持有的整合性知覺與態度，其形成與發展

是人際關係長期交互影響後的結果。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自我概念的定義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一、自我概念是個體在和周遭的環境互動下所產生，也就是個體常會 

 透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或評價形成對自我的看法。 

二、自我概念是個體對自身及環境主觀的看法與態度，也就是對自己

各種層面的整體綜合看法，可能包含：身體、能力、動機、行為、

慾望、家庭、學校、社會價值等各種角度看自己所形成之態度。 

三、自我概念是以內在表徵方式加以系統組織的自我基模，當個體在 

顯示出對自我與外在事物的態度後，將此態度以基模的方式組

織，形成對自我的認定，之後再隨著與外在環境的互動調整。 

是以本研究對自我概念的定義是指個體在與所有周遭環境的人、

事、物交互作用後，所形成對自我的觀點、認知與整體評價，它會隨

著個體不斷成長發展以及所接觸環境的不同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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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概念的內涵 

    探討自我概念的內涵包含許多層面，國內、外學者分析角度不同，

對自我概念的內涵也各有不同探討，以下將重要的理論加以說明。 

    William James認為自我概念包括三個構成要素（翁淑容，2006；

鄭冠仁，2008）。分別有1.物質我（material me）：指個體在追求慾望

滿足時，對自己身體、衣著、家庭、財物等有形外在事物的自豪或自

卑心理。2.社會我（social me）：指個體在社會團體中所扮演各種角色

的綜合知覺與認定，或親戚、同儕友伴的認可與尊重讚美等，屬於與

他人人際互動而來。3.精神我（spiritual me）：指個體內在思想與感受

等主觀認知，屬於心理性的自我，包括心理傾向、思想、感受和行動

的意識。Symonds（1951）認為自我概念包含四部份：1.知覺的自我：

對自己生物性和生理方面的意識。2.概念的自我：對自己善惡的想法，

屬於對自我的價值判斷。3.價值與興趣的自我：由對自我善與惡的判別

而產生看重或厭惡自己的情感。4.活動系統的自我：根據對自我價值判

斷而產生之吹噓自我或辯護的行為。因此他認為自我概念是個體經驗

中最為真實的，且個體依據知覺、想像而評斷其世界結構，並有所作

為（引自賈馥茗，1999，p180）。 

    賈馥茗（1999）認為在Symonds之後討論自我概念的學者很多，但

其內涵總括，主要有三部份：1.生理的：軀體（身高、體重，及兩者的

比例和軀幹與四肢的比例）和外表（面貌）為主，可依外在工具得知。

2.心理的：以能力（含有智力也就是聰明程度及各項才能）和個性（性

格與愛好）為主。3.社會的：來自外在環境，在社會中建立，透過為公

眾所認可的模式，個體用來參照自己。除此之外，還有社會活動能力，

也就是和他人交往共處中，能把握情境，應用「以己度人」之方式了

解別人，與人適當相處，有時可能須放棄一部份自我的堅持和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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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適應。此生理、心理、社會三者間有不可分割之關聯性。 

    郭為藩（1996）分別從自我組成分析及動態、性質、形式的角度

來探討自我概念的結構，其透過自我組成分析發現自我包含的三個部

分和William James相似，包括：1.軀體我（corpora1 self）：係指個體

對自己軀體及基本生理需要的認定。2.社會我（social self）：係指對個

體在家庭、社區、學校等社會團體中所扮演各種角色的綜合知覺看法。

3.心理我（psychological self）：係指個體對某些信念、意願及價值體

系之認定，其想法、情感、理想會用來決定其所採取之行為模式，具

有價值批判之特性。研究者發現William James和郭為藩兩位學者均認

為自我概念內涵係由三個層面所組成，且都具有階層性，從最底層到

最高層分別為物質（軀體）自我、社會自我、精神（心理）自我。 

   若透過郭為藩（1996）從動態的、性質的、形式的角度來分析自我，

則可分為：1.投射我（projective self）：係指個體投射於他人的自我概

念，是個體想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投射於他人的角度來反觀自己，

亦即Cooley「鏡中自我」。2.現象我（phenomenal self）：又稱主觀我。

係指個體對自我本身的看法及態度，個體會從自我角度來解釋一切現

象，所以現象我有時會與外在真實情境有些差距，而差距之大小會決

定個體的適應情形。3.理想我（ideal self）：指個體期望達成的圓滿形

象，亦即期待自己將來變成怎樣的人。 

Fitts將自我概念分為內在架構及外在架構（引自洪若和，1995），

內在架構分三個面向，分別是1.自我認同（self identy）：個人所認識

的自我現況。2.自我滿意或接納（self satification or self acceptance）：

個人對自己現況的滿意或接納程度。3.自我行動（self behavior）：個

人對接納或拒絕自己後實際所採取的應對行動或行為。外在架構則分

為五個面向，分別是1.生理自我（physical self）：對自己身體、健康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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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身體外貌、技能與性方面的看法。2.道德倫理（moral-ethical self）：

對自己道德、舉止和意志的看法。3.心理自我（personal self）：對自己

的價值評價及情緒與人格的看法。4.家庭自我（family self）：對自己

作為家庭中一份子的價值感及勝任感。5.社會自我 （social self）：個

人與他人交往中的價值感及勝任感。 

    綜合上述可知，自我概念的內涵層面很廣且多樣化，國內外學者

多從不同角度分析組成自我概念的因素，每個層面雖然各自有不同的

內涵，但彼此之間是緊密連結且協調合作，形成個體對自我的概念。

郭為藩（1996）認為要將自我概念分成幾個層面來探討比較適當，需

要依研究目的來決定，且要考量受試者發展階段，本研究所採用的「中

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是利用Fitts對自我概念的六個內

涵：生理自我概念、道德倫理自我概念、心理自我概念、家庭自我概

念、社會自我概念、學業工作自我概念，希望對國小學生的自我概念

做了解。 

參、自我概念的發展 

    自我概念是讓個體瞭解並認識自己，促使個體有所行動之重要原

因，在成長過程中，個體是如何認識並認同自己，以及了解自我概念

的發展是人生發展任務的重要課題之一（邱霓敏，2001）。 

    美國心理學家 William James 在 1890 年認為個體在嬰兒階段不具

有「自我覺察」（self awareness）能力，該階段的嬰兒意識是混亂且模

糊的，當個體能將自我從外在環境分離出來，能辨別他人與自己的不

同時，自我概念才開始發展。此後的自我概念隨著身心發展而逐漸擴

大其範圍。亦即個體自我概念始於自我與非我的對比，同時隨著環境

與時間的變化更趨於成熟與穩定（邱霓敏，2001）。新心理分析學派

學者 Erikson，以年齡為劃分，提出發展任務論（Development Task），

其中國小階段 6-12 歲兒童是第四階段，該階段的發展任務及可能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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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理社會危機，主要為勤勉進取與自卑自貶（ Industry vs. 

Inferiority），也就是能努力上進，知道如何表現自己獲得自重感，這

就是「勤奮」的意涵（郭為藩，1996）。自我概念的建立是兒童的重

要發展任務，其健全與否也對人格影響深遠。 

社會學派的學者 Cooley 以「鏡中自我」概念，認為個體對於自身

的價值會根據重要他人的想法和行為加以內化，而形成其對自我的概

念。Mead（1934）強調社會互動的重要，認為自我是從社會生活出現，

透過「概括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s） 說明自我概念，他以兒童

角色扮演能力之演進，將自我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準備階段：兒童

開始會模仿他人行為，特別是模仿其重要他人父母的時期。2.遊戲階

段：兒童透過具創造力的社會角色來從事扮演遊戲或活動，他們將自

己扮成父親、母親、教師等角色。 3.自我發展階段：兒童能夠在社會

情境中扮演角色，能真正瞭解自己對團體以及團體對他們的重要性。

透過 Cooley 和 Mead 對自我概念的形成與發展發現，重要他人特別是

父母，對孩子來說就像一面鏡子，個體的行為會隨之反應，並透過語

言、感受加以模仿、內化而成。他們的理論，都受第一位指出自我為

社會互動發展而成的學者 Baldwin 的影響，Rogers 在 1959 年更直接認

為他人的評價對自我概念形成有極大的影響，和 Mead 相同的是他也認

為重要他人特別是父母一個理想化的我在引領個體往前邁進，自我概

念經常在修正，以便經驗能與自我形象符合，並經由長期的互動，逐

漸將外在的自我價值與標準內化成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並以這

套價值體系來對外界環境的變化或刺激作出合適的反應促使個體能達

到自我實現（邱霓敏，2001）。 

郭為藩（1996）進一步認為，自我概念發展除了受到與重要他人

之互動的影響，更配合個體生、心理發展形成不同的發展階段，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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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不間斷的過程，可分為「自我中心期」、「客觀化期」與「主觀化

期」三階段，是研究者認為目前國內最具代表性的，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第一階段：自我中心期－身體我的萌芽 

    此時是生物我、身體我顯現的時期，個體從出生後第八個月至三

歲，開始發展身體我，對自己的身體有支配感、佔有感與愛護感，知

道自己的存在寄託在軀體上，該觀念是透過經驗學習所獲得，並非與

生俱來，個體透過感覺動作發現自我身體的形象，也會善用「我」字

表達自我需求。由於該時期個體自我概念是以軀體為基礎所建立的生

物我，所以最重要的任務是使個體能適應外在環境，滿足基本需要，

並擁有安全感，自我概念才能良好發展。 

二、第二階段：客觀化期－社會我的發展 

    從三歲到青春期，個體受社會文化影響，開始發展團體意識，此

階段是個體社會化最重要的階段，個體開始走出家庭，接觸許多人、

事、物並運用語言進行社會互動，認識各種社會角色，透過角色的學

習與認同，同時經由許多遊戲活動，學會遵守社會規範，自我心理變

得較為客觀化，開始能跳脫自我中心，投身別人的處境衡量自己，社

會我因而產生。遊戲與學校生活是影響該階段自我概念發展的重要因

素，個體會有較強烈的歸屬感需求，期望自己能被不同的團體接納，

例如：家庭、學校同儕等，小學階段的兒童情緒較為穩定，智能發展

也很迅速，概念的形成在十歲左右達高峰，特別是自我概念和道德觀

念的發展變得相當密切，兒童逐漸掌握到善與惡的抽象概念，十歲左

右的孩子突然變得懂事。該時期的道德判斷如同Kohlberg的三層次六階

段所言：十歲以前的兒童對道德的判斷是根據外在權威，而十歲以後

則以能夠得到成人讚賞的行為或合乎大多數人期望的作法為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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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階段：主觀化期－人格我的發展 

    此時期從青春期開始到身心發展成熟約有十年，是個體發展、整

合自我概念，發展心理我的主要階段，個體在此時的自我概念趨於成

熟，開始有反省的意識，自我概念逐漸主觀化，追求自我認同，並透

過學習來了解社會文化，並內化成自己的價值觀。當身體我、社會我、

人格我三位一體互相融合，才能使個體的自我概念達到統整。 

 陳皎眉（2004）指出自我概念的發展，主要透過下列三種管道：

1.自我評估：即個體對自己的印象，部份來自自己所見，有時則透過觀

察自己的情緒反應和外顯行為，屬於比較主觀的推論。2.他人的反應：

從別人對自己的反應，學習到自己的特質或能力。通常只有「重要他

人」的看法，才會對個人的自我概念產生重大影響。3.社會比較：即個

體跟他人進行比較來修正其自我概念，和他人的反應一樣較為客觀。

個體對自我主觀的評估，輔以客觀他人的反應以及社會比較，三種管

道反覆組合影響，個體的自我概念得以正確形塑。 

    綜合上述可知，自我概念的發展是個體依據生、心理發展，並透

過與他人回饋、環境薰陶等各種關係之人際互動，不斷從這些社會性

互動累積經驗，形成對自己多樣化的認知能力及價值觀，它是一種學

習的過程，會隨著個體年齡增長逐漸穩定成長。而幫助個體自我概念

的發展有二種途徑，分別是「以自己為鏡」以及「以他人為鏡」，藉

由這兩面鏡子，個體知覺自己的形象，建立對自我的概念，其中以他

人為鏡最關鍵的就是重要他人的評價，諸如父母、教師等。 

肆、影響自我概念的因素與相關研究 

    自我概念是個體在與所有周遭環境的人、事、物交互作用後，所

形成對自我的觀點、認知與整體評價，它會隨著個體不斷成長發展以

及所接觸環境的不同而有所改變。自我概念有穩定也有變化成分，它

並非生而具有，而是個體經由與外在環境中人、事、物交互影響和後



  36

天成長發展而成，進而形成個人獨特的自我概念，對於正在成長的兒

童來說，受到個體、家庭、學校之影響更是深遠（郭怡汎，2004）。

影響自我概念的因素眾多，相關的研究也不少，其中有關性別、年級、

出生序、生命教育課程是本研究所考量的變項，從一些實徵研究發現

他們對自我概念的影響，各學者的研究結果不盡相同，茲依據性別、

年級、出生序等影響自我概念的個人因素與相關研究分述如下，同時

也說明家庭及學校因素的影響。 

一、性別 

    研究者蒐集目前國內有關性別與自我概念關係的實證性研究，發

現性別對於自我概念的關係並無明確定論，認為性別和自我概念有關

的研究，大部份研究結果顯示女生的自我概念優於男生（賴自強，

1997；邱霓敏，2001；陳雅雯，2003），少數結果顯示男生優於女生

（楊國樞，1974；谷宗芸，2007）。 

    在自我概念不同的層面比較之下，男女的表現不一致（洪若和，

1995；黃淑玲，1995；陳美芬，1996；侯雅齡；1998；白博仁，1999；

姜韻梅，2003；郭怡汎，2004；鍾仁惠，2005；陳玉玟，2006；邱禮

仁，2006；賴美雪，2007；吳晃彰，2008）。 

洪若和（1995）發現女生除了心理自我外，其餘各量表都高於男

生。賴自強（1997）發現女生在生理自我、倫理自我、家庭自我、自

我認定、自我滿意及自我行動上均明顯高於男生。 

研究者發現不同的量表所測得的自我概念結果也各有差異。以郭

為藩所編之「兒童自我態度問卷」為研究工具，施測國小兒童的自我

概念，發現女生的社會自我和價值自我顯著高於男生（黃淑玲，1995；

陳美芬，1996）。其餘則發現女生的社會自我、價值自我和能力自我

都顯著高於男生（白博仁，1999；邱霓敏，2001；邱禮仁，2006）。

而黃淑玲（1995）、邱霓敏（2001）和邱禮仁（2006）發現，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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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自我顯著優於女生，白博仁（1999）則發現男生的生理自我和心

理自我皆高於女生。 

    侯雅齡（1998）發現女生的學校自我高於男生，男生的外貌自我、

身體自我、情緒自我高於女生，此結果和吳晃彰（2008）以桃園縣國

小五、六年級679位學生所施測的研究結果一致。在吳裕益、侯雅齡

（2000）所編製之「國小兒童自我概念量表」出版後，陸續有許多研

究也利用此量表調查國小學生的自我概念，結果發現女生的學校自我

皆高於男生（姜韻梅，2003；郭怡汎，2004；陳玉玟，2006；賴美雪，

2007）。鍾仁惠（2005）的研究則發現女生的學校自我和家庭自我皆

高於男生。國小男生則是身體自我的表現高於女生（姜韻梅，2003；

郭怡汎，2004；鍾仁慧，2005；陳玉玟，2006；賴美雪，2007）。 

    林珮瀅(2008)則認為性別對個體自我概念沒有差異。另外也有研究

發現自我概念只有某幾個層面男、女生有所差異，但是對整體自我沒

有影響（伍至亮，2001；胡舜安，2003；許明遠，2004；吳秀玉，2005；

林君徽，2006；洪秀梅，2007）。伍至亮（2001）發現男生的生理自

我高於女生，整體自我則無顯著差異。胡舜安（2003）發現女生的學

校自我顯著高於男生，男生的身體自我則顯著高於女生，男、女生的

整體自我無顯著差異。許明遠（2004）也發現女生的學校自我高於男

生，男、女生的整體自我無顯著差異，不過男生的「外貌自我」、「身

體自我」、「情緒自我」則優於女生。 

二、年級 

    研究者蒐集國內有關年級與自我概念有關的實證性研究，發現年

級對於自我概念的關係也無一致的定論，認為年級和自我概念有差異

的研究，其結果大多顯示年級越低，自我概念越高（楊國樞，1974；

侯雅齡，1998；邱霓敏，2001；胡舜安，2003；陳雅雯，2003；郭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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汎，2004；許明遠，2004；林君徽，2006；谷宗芸，2007；賴美雪，

2007）。只有少數結果顯示年級越高自我概念隨之增加（楊國樞，1974；

何英奇，1986；洪若和，1995）。 

    洪若和（1995）發現不同年級之國小學生，自我概念隨年級的增

加而遞增，包括「自我總分」、「生理自我」、「家庭自我」、「自

我行動」，「倫理自我」則隨年級增加而遞減。 

    雖然目前國內有很多研究認為年級和自我概念有差異，但也有研

究認為年級對個體的自我概念沒有差異（吳竺穎，1997；白博仁，

1999）。有些研究則發現只有某幾個層面的自我概念，對不同年級達

到差異，但是對整體自我概念沒有影響（黃淑玲，1995；陳美芬，1996；

周佑玲，2002；吳秀玉，2005；邱禮仁，2006；吳晃彰，2008）。 

    邱禮仁（2006）發現，不同年級自我概念總分無明顯差異，只有

「價值自我」隨著年級增長而有越發消極的趨勢。吳晃彰（2008）發

現除了學校自我概念外，在各層面與整體自我概念上，以五年級的平

均值較高，但不同年級在各層面與整體自我概念上未達顯著差異。 

三、出生序 

    研究者蒐集國內有關出生序與自我概念有關的實證性研究發現，

顯示出生序對自我概念有所差異的結果較少（鍾仁惠，2005；谷宗芸，

2007）。 

    鍾仁惠（2005）發現老大和老么在學校自我概念上高於獨生子女。 

谷宗芸（2007）發現排行老大者的整體自我概念優於老么和排行中間

的弟妹。 

    有四篇研究發現，出生序的不同對自我概念沒有顯著差異，不過

這其中有三篇研究表示，出生序對學童的自我概念，雖然未能全面性

的在整體自我概念及其他各分層面有顯著差異，但是在自我概念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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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面上，因著出生序不同，會有所差異（賴自強，1997；蔡佳靜，

2002；吳晃彰，2008）。僅有一篇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整體自我及其

他自我面向，都並未因出生序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洪秀梅，2007）。 

    賴自強（1997）發現出生序的不同對整體自我概念和其他面向沒

有顯著差異，只有兒童的社會自我，以家中排行獨子者優於排行為中

間者。蔡佳靜（2002）發現只有學業自我有顯著差異，以獨生子女優

於老大、中間、老么，而老二雖然高於老大、中間、老么，但未達顯

著。吳晃彰（2008）發現不同出生序學生之整體與各層面自我概念均

未達顯著差異。不過若以平均值來看，幼子在家庭自我、學校自我與

整體自我概念平均值最高，老大則是在外貌與情緒自我概念上平均值

最高，而身體自我概念則是中間子女平均值最高，而獨子在各層面的

自我概念都較其他排行者偏低。 

     除了性別、年級、出生序是影響自我概念的個人因素外，影響自

我概念的還有家庭、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結構、父母社經地

位、父母管教態度。家庭是個體出生最早接觸的環境，父母更是影響

自我概念的重要他人。曾端真(2001)認為，個體透過與父母的互動開始

其動作技能、語言、認知、情緒、社交等方面之發展，從中展現這些

能力並透過父母的回饋建立自我概念及自我價值觀。 

    健全的家庭結構對於自我概念有正向的影響。伍至亮(2001)研究發

現雙親家庭學生的自我概念顯著高於單親家庭、隔代教養、依親家庭

學生。胡舜安(2003)發現雙親家庭兒童的自我概念顯著高於單親家庭兒

童，其中家庭自我概念雙親家庭顯著高於單親家庭。不過陳春美(2004)

發現國小高年級學生，只有「能力自我」分層面達到顯著差異，其餘

層面並無差異。而認為父母社經地位會影響自我概念的研究多發現，

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比低社經家庭的學生自我概念來得高(洪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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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伍至亮，2001；邱霓敏，2001；許明遠，2004；李美慧；2004)。

高社經地位的父母，經濟來源充足，因此能提供良好的教育環境，使

子女能發揮所長獲得成就，以形成良好的自我概念，而低社經地位的

父母，經濟來源匱乏，無法滿足子女需求，容易使自我概念低落。但

也有研究認為父母社經地位的不同對自我概念沒有影響(周佑玲，

2002；潘進財，2004；顏綵思、魏麗敏，2005)。至於父母管教態度，

研究者發現國內研究皆顯示父母管教態度對自我概念有所影響。簡宏

光(1998)將父母管教態度分為父母反應和父母要求，結果發現兒童生活

在感受到父母管教態度愈佳，也就是兒童在家庭中感受到父母的要

求，與父母對兒童的反應越高，兒童的自我概念愈好。其他研究也認

為當父、母親採取「開明權威」時，學生的自我概念越高(許憶真，2003；

鍾仁惠，2005；顏綵思、魏麗敏，2005；洪秀梅，2007)。 

    最後在學校因素則包括學業成就、同儕關係、師生關係、課程介

入，其中在課程介入的部份，又以生命教育課程最能引發學生進行自

省，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形成與發展有正向提升（孫幸慈、連廷嘉、黃

俊傑，1999；張輝道，2002；詹明欽，2003；李麗珠，2003；陳春美，

2004；鄭數華，2004；林玉萍，2005；陳鳳卿，2007；賴柔君，2008；

盧耿良，2009；呂亞琪，2010）。 

    綜合上述，研究者發現，影響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個人因素在性

別、年級的差異結果目前並沒有明確的定論，可能因不同地區、不同

對象、不同研究工具之差異所致，縱然有些研究使用相同的研究工具，

也可能產生不同的研究結果。洪若和（1995）提到自我概念與年級的

關係，尚須考慮性別的因素。由於男、女生在生理構造及心理表現本

來就有許多不同，發展速率也有差異，受到外在環境影響的程度不同，

個體所產生的角色期待也有不同，因此會對自我有不同的看法（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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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2007）。隨著孩子年齡增加，自我概念也會有所變化，大部份在

年級和自我概念發現有差異的研究都顯示，自我概念隨著年級越高越

顯低落，年級越低自我概念反而較佳。至於出生序與自我概念的研究

目前較少，有鑑於出生序對人格發展的重要性，研究者認為值得再進

一步探討。至於和學校因素相關的課程介入，本研究以生命教育課程

為探討範圍，有關生命教育與自我概念之研究留待第四節深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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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命教育課程與自我概念關係之探討 

本節生命教育課程與自我概念關係之探討，先從生命教育看自我

概念，接著介紹生命教育課程的實施方式與教學策略，之後再針對生

命教育課程與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做描述。 

壹、從生命教育看自我概念 

     生命教育是自我認識及自尊的教育，它促使學生了解自己的性

格、優缺點，以及對於自我的概念。同時理解人所具有的主體性與自

由性，體會生命的可貴，因而在自我的層次中，能對週遭的各種生命

現象抱持尊重的態度與人道的關懷（鄧運林，2001；何福田，2001）。

曾志朗（2009）表示「生命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教導個體如何認識

自己、別人和自然，尤其當社會變遷、價值系統崩潰的時候更顯重要，

尋找自我生命的意義，是生命教育最重要的核心，只要體認生命，你

就會改變」。葉麗君（2000）則指出生命教育是以「人」為核心，只

有從「自我探索」的歷程中才能充分的「自我了解」，達到真正的「自

我悅納」、「自我開創」，擁有「自我實現」後的成就感，進而建立

自我意識、自尊與自信，提昇自我概念。 

    「生命教育」一詞1997年推展之初，當時的台灣省政府教育廳

（1998）頒訂的生命教育實施計畫，將教育目標訂為：1.輔導學生認識

生命的意義，進而尊重生命、熱愛生命，豐富生命的內涵。2.輔導學生

認識自我，建立自我信念，而發展潛能，實現自我。3.增進人際關係技

巧，提升對人的關懷。4.協助學生建立正確的人生觀，陶冶健全的人格。

教育部在2003年對於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內容設計，提出的四大主題

軸：1.促進自我發展，2.落實生活經營，3.實踐社會參與，4.保護自我

與環境也與生命教育的內涵環環相扣。前者所提出之第二點與第四

點，以及後者所提出的第一點我們可以發現，生命教育的目標包含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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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生對自我的瞭解，並建立學童正向的自我概念。 

    黃德祥（2000）提出生命教育的五項內涵：人與自己、人與人、 

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宇宙，又或者吳庶深、黃麗花（2001）對

生命教育的內涵歸納出的四向度：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 

人與宇宙（天）。研究者發現，認識自己、欣賞與尊重自己、發揮潛

能並實現自我，也就是人與自己，是最基礎的內涵，同時也是其他向

度的根本。生命教育的核心主軸在自我發展的人格教育，各階段有不

同的發展任務，而兒童期的發展任務主要在於自我概念的建構，協助

兒童形成正向的自我概念是該階段生命教育的目標（吳秀碧，2006）。 

    由生命教育的意義、目標及內涵及階段發展任務可以看出，生命

教育是讓學生從認識自己開始，探索自我與外界，並透過與外界的互

動培養關懷與疼惜生命的能力，建立正確的人生價值觀與生命意義，

至終能促進自我發展，肯定自我價值。自我概念是個人人格特質的一

部份，也是個體對自我的認識，包括認識自己的生理狀態、心理特徵、

人格特質、自己與他人的人際互動關係、價值系統的知覺等，個人在

成長的各階段，透過與環境中人、事、物的互動不斷形成對自己的理

念、情感與態度，從多方面的知覺改變中，逐漸形成有組織且協調一

致的概念性完形。 

    綜合上述，研究者發現生命教育與自我概念具有一定程度的共通

性，透過生命教育能促進個體人格的正常並幫助自我概念的發展。故

研究者藉由彩虹「人與己」課程為媒介，利用「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

量表－兒童版」，希望了解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在自我概念的

差異。 



  44

貳、生命教育課程的實施方式 

    陳芳玲（1998）認為生命教育課程的特色，可從性質、過程、目

標、內容、結果做分析，就性質而言：生命教育是一種實驗取向課程，

訓練學生從課程活動中加深舊經驗或創造新經驗，進而能統整生活哲

學並擴張生命視野。它不同於一般知識或技能學科，在已被設計完整

的教學內容中學習，而是以學生的主體經驗為主。就過程而言：生命

教育是藉由團體動力，提供「社會情境」，使學生從互動中體驗生活，

獲得啟示，以建立適當的觀念，發展自己的特質與潛能。就目標而言：

基本目標以培養學生愛護自己與尊重他人生命的態度，提升學生面對

挫折的容忍力，以減少適應不良的行為。終極目標則在協助學生從課

程活動，體驗生命意義，並建構自我生命的內涵，以達充分發展。就

內容而言：強調以「活生生的人」為中心，其實施除了依據課程目標

外，更重視學生身、心、靈三方面的發展、澄清與照護。就結果而言：

協助教師從學生參與活動時所表現出來的行為及思想，了解並發現特

殊學生，進而施以適切的輔導。 

    黃德祥（2000）利用陳芳玲（1998）的生命教育特色為依據，將

生命教育實施分別從行政、課程設計、教學作整理，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行政方面 

    透過相關法令，成立負責機構或研究單位，編列預算推展鼓勵研

究、編輯教師及學生生命教育手冊，培訓相關師資，並定期邀集專家

學者辦理學術研討會，發行生命教育專刊，使生命教育推展成為永續

發展的教育目標。 

二、課程設計方面 

    生命教育是隨機、科技整合的，並非屬固定的學科或課程，課程

設計上，應重視各學科的統整和生活事件的相關性。活動主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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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單一主題深入教學，或多個主題普遍化的方式設計，配合學生身心

發展、日常生活事件以及生命教育課程目標三者互相連結。 

三、教學方面 

  1.教師應有正確觀念：生命教育教學的成效在於教師本身的信念， 

   教師應在認知、情意、技能面多充實自己。 

  2.教學內容要豐富：配合不同年級，選擇學生所熟悉的生活經驗 

    做課程內容，掌握「隨機教學」契機，生命教育並非一固定學科， 

    應融入各科內容及實際生活中。 

  3.教學方法應生動活潑：依學生和學習內容性質的不同，藉由遊戲、 

    體驗、多媒體欣賞（如：電視、電腦、影片、剪報、幻燈片）、 

    角色扮演、參觀等多元方式進行教學。 

  4.可邀請家長或校外人士協助：生命教育並非只侷限於校園內，學 

    生學習的大環境是在整個社會環境中，因此，除了學校教師外， 

    家長、校外人士等也必須有正確的生命教育觀念。 

    黃義良（2000）對生命教育的實施方式和黃德祥所述差異不大，

他將教育當局和學校成員的職責界定，並釐清教育本質方向，整合行

政力量以建立家長與社區的共識，統整生命教育理念，以利生命課程

的準備與進行，強調把握「隨機教育」的機會。他鼓勵教師自行編製

適合該年級學生的教材活動，並落實行動研究精神，以建立教師之間

的生命教學支援系統，開發本土化教材是刻不容緩的趨勢。 

    孫效智（2000）指出生命教育的實施，不論無形潛在課程或隨機

教學都很重要，應該全方位且以永續的方式進行，而實施方式與完整

的正式課程是相輔相成且不互相衝突，應包含體驗活動、正規理論課

程以及融入式教學等，從家庭、社區到校園也應提供學生一種尊重生

命的環境。其具體提出的實施方式，前三項是生命教育的潛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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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curriculum），後三項則是有形課程。包括：1.以生命智慧的

培養及生命自覺的啟發為目標的校園文化與制度設計。2.尊重與啟發多

元智慧的教學環境與方式。3.以全體老師生命修養作潛移默化的身教。

4.分享理念而非灌輸知識的生命教育理論課程。5.動之以情的體驗活

動。6.在行動中學習的實踐教學。 

    吳庶深、黃麗花（2001）認為生命教育的實施，須靠人、事、物

多方面的配合與努力，可從以下六個方面著手： 

一、行政要有計畫：從學校本位管理立場，依學校教育目標、特色、 

    可用資源，設計出適合該校的生命教育推動方式。 

二、激發教師對生命教育的使命：激起教師在教學中的人文、情緒素 

    養、樂於分享生命並追求理想，生命教育才有傳遞給孩子的機會。 

三、學習環境要開放：學校的硬體、校規制度，到單一班級學習氣氛， 

    都營造出尊重、關懷、且人性化的學習環境。 

四、統整具體可行的課程：潛在的生命教育課程，可透過學校環境、 

    教師身教、體驗活動等傳達，但有系統且正式的內涵應透過具體 

    課程，讓教師們共同合作，從不同科目或領域將生命教育傳遞給 

    學生，因此擬定有系統的生命教育課程，再融入各科，將有助學 

    生體驗完整的生命教育。 

五、使用多元教學方式：發人省思的影片、問題討論、生命經驗分享、 

    角色扮演、參訪、書面作業等方式，學生更易吸收。 

六、從學生經驗出發：好的生命教育，須從學生經驗或困難切入，讓 

    他們感到與自己生命有關，運用團體動力分享學習成效，透過腦 

    力激盪，啟發其對生命議題的思考，才能使其實際應用於生活中。 

    吳秀碧（2006）認為成功的校園生命教育實施，必要條件為：1.

形成課程，系統化：有系統的規劃適合受教者的實施內容與範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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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目標的達成。2.融入各科，普及化：融入各科教學最能符合整體性

與全面學習之原則。3.團隊教學，參與化：團隊教學是由一組學有專長

的老師，按其專長，分別將一套有系統有組織的課程，就課程中的教

材分派各施所長，當各科教師都有機會參與生命教育的教學工作，才

能喚起教師對於生命教育的認識與重視，進而對孩子產生影響。4.教師

態度，典範化：教師本身對生命的信念與態度，以及個人對生命與人

生的價值觀很重要，在老師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進而使學生產生對待

生命與人生適切的態度。5.訓導工作，人文化：生命教育的方法首重經

驗學習，學校教育環境的改造，首重生活教育的改造，訓育工作需重

視人文精神的融入。6.分齡實施，長期化：生命教育需長期化的實施，

並配合不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黃文三（2009）從正向心理學角度看生命教育實施，並提出方向： 

一、各階段的生命教育，應以知識的導引為主軸：生命教育以追求美 

    好、幸福的生活為目的，樂觀進取、正向情緒、正向意義及內在 

    動機的生活，有賴知識的引導與思維，使人得以以智慧消解語言 

    和文化屏障，作為成長動力，以成就生命意義和價值。 

二、課程應強調各級學校的銜接與整合：生命教育重視人之生存、 

生計、生活與生命彼此的關連。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等 

層級，循序漸進的學習，讓學生以真實問題進行思考，並透過問 

    題解決歷程體驗與感受，從中自我建構、自我引導、合作學習、 

    脈絡性學習，藉由體會省思個人行為，以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重 

    新詮釋。 

三、生命教育議題宜多元化，以收相互啟發整合之效：議題多元化， 

    並強調彼此的關聯與應用，使學生習得統整性知能，與生活經驗 

    做適當連結，引發學生關懷與認識生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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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教育的實施，應著眼於培養挫折容忍力：不論個體處於哪一 

    階段，都可能遭遇困境，因此需要培養學生具備應付挫折或處理 

    負向情緒之能力，透過正向思維，了解生命事實，知道自我、他 

    人、社會及大自然的根源，進而珍愛自己、尊重他人及熱愛自然。 

五、生命教育應開展個人智慧，營造校園的生命環境：所有的教育活 

    動皆是生命教育，以專業的知能與氛圍，提升學習者的智慧，營 

    造有生命力的校園環境。 

    綜合上述，生命教育的實施需以學校為中心，透過學校推廣相關

課程，將各類的人力、物力等資源加以凝聚結合，強化推動的力量，

進而將生命教育逐步擴展至家庭、社區、企業等社會環境中，喚起社

會對生命教育的重視，使其能更具全面及整體性的永續經營，成為人

們所關注的社會文化運動。 

參、生命教育課程的教學策略 

    陳芳玲（1998）認為生命教育課程的實施技術有以下十點： 

一、活動主題的安排與掌握：根據課程目標，結合學生身、心發展及 

    實際生活三者間的連結，主題的設計透過單一主題深入化或多樣 

    主題普遍化的方式設計。 

二、活動過程的設計：以活動取向為主，促進體驗，經由覺察、表達、 

    轉化以達統整。 

三、訂定團體規約技術：在接納、溫暖且開放的氣氛中進行活動。 

四、引導討論的技術：例如腦力激盪、辯論、兩難困境討論、角色扮 

    演、閱讀、採訪報導等。 

五、引導分享的技術：探問（六W）、接納、同理、反映及澄清。 

六、加深自我覺察的技術：藉由填寫自我檢核表、自我測驗與分析、 

    投射測驗（句子完成、繪死亡或生命圖、兩難困境故事編造，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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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生命詩篇）以及彼此回饋活動（如優點轟炸）實施生命教育。 

七、綜合歸納的技術：活動結束前三至五分鐘，摘述活動過程與成員 

    分享心得，並歸納內容及活動。 

八、學習評量的技術：邀請成員以口頭發表或檢核表檢核參與心得、 

    感想及滿意度。教師亦可自行設計問卷來考評實施成效，唯須注 

    意應以質性評量或形成式評量為主，勿以分數或等級來評量。 

九、教學自我評鑑的技術：教師自評可以問卷調查來考評教學成效， 

    也可利用教學錄影、錄音改進教學。 

十、累積學生資料的技術：每次活動結束後，將活動過程摘要重點記 

    錄，教導學生以系統的方式整理各項自評資料，並給予回饋。 

    除了可加深學生對自我成長與改變過程之覺察外，亦可作為輔導 

    學生的參考資料，甚至提供給家長增進其對孩子的了解。  

    黃德祥（1998）認為在實務上要注重：1.教材與教法宜生動、活潑，

2.注重生活體驗由做中學，3.營造溫馨、有人性的教育環境，4.重視師

生全體參與、分享與體驗。 

    劉瑞瓊（1999）認為生命教育教學需掌握以下十二個要點： 

1.以感動學生為根本：教師要具有真誠的情感，以使學生感受並回應。

2.注重啟發學生生命力：教師要有使命感並信任自己，尊重學生、發掘

孩子的特質並適時讚美。3.清楚說明倫理知識：使學生提升倫理認知，

內化成情感、意志，形成倫理行為和習慣。4.內容安排多元化：可分課

程、活動、體驗等動靜態交相配合。5.教學前的備課要周全：包括教案

編寫、教具準備、教材熟練、活動過程的接續等，都要有全盤規劃。

6.教學方式活潑、生動、多樣化。 7.用生活週遭事例隨機教學，引發

學生認識生活環境並真誠關懷。8.體驗活動可依學校規模做不同安排：

可分年級或全校性進行，也可以按節令作安排。 9.課程活動後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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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討論、分享、檢討或評量以達課程完整性。10.教師須掌握教學情

境，讓學生喜歡課程。11.教師應資源分享。12.定期召開教學研究會，

解決教學困難，提升教學效果。 

    教育部（2003）對生命教育的實施教學要領提出以下四點： 

一、實踐體驗所知：引領學生透過活動實踐，獲得直接經驗與即時回 

    饋，並應用所知，增進自我的了解悅納，及經營生活與實踐之能。 

二、省思個人意義：提供學生機會及充足的時間，鼓勵其以多元方式，   

    表達自我體驗與省思，建構個人意義。 

三、擴展學習經驗：激勵學生以多種感官體驗世界，提供開放多樣的 

    學習環境，擴大訊息選擇的範圍、來源與方式，強化關懷自我、 

    他人、自然環境之態度，並促進個體適性發展及環境的永續發展。 

四、鼓勵多元與尊重：學生藉由多元活動方式的參與，發掘、開展並 

    分享屬於個人的意義，尊重他人的體驗，並鼓勵其參與社會，負 

    擔自我責任，以促進個性與群性的調和發展。 

    吳秀碧（2006）認為生命教育是有系統、有組織的課程，有系統

是指在教育目標、學習內涵、學習方法、教學主題的選擇，應掌握不

同發展年齡階段需求、教學重點，各年齡間應互相銜接。有組織是指

教材間的結構關係，隨性的教學將無法預期成效。由於學生每個人所

具備的條件不同，即使處在相同情境，感受和詮釋也各異，教師需尊

重學生個人獨特的經驗與情感，才能使學生真實體驗自己，並產生自

我意義感，培養學生尊重多元價值觀的思考、選擇與決定。啟發重於

灌輸，使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在兒童階段使用最廣的是故事法，由於

兒童的表達與成人不同，加上受到語言和內省能力的限制，所以故事

法最能協助兒童自由表達自己，藉以討論自我情感情緒經驗。 

    目前政府單位在生命教育教材尚未有統一之版本，但坊間出版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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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和生命教育教材相關的書刊，國內生命教育教材的研發最早出現在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由劉麗美等人在1998年所編製的《高雄市國民小

學生死教育手冊》，而除了郭恩惠(2005)為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所編製的生命教育初階、進階、高階教材學生本及教師手冊外，還有

許多生命教育相關團體也投入其中，例如由慈濟證嚴法師所創立的「慈

濟功德會」旗下的慈濟教師聯誼會(2002)所編著的《生命的美學一、二

輯》，是慈濟生命教育推展的「靜思語教學」輔助教材，內有許多陶

冶心志、適合教育的篇章，每個故事單元會編製學習單，且在故事之

後都有引導思考的問題及相關的靜思語。另外福智文教基金會為落實

國小一至六年級德育教學推廣計畫所編製的德育教學教材教法，共分

四種德育課程，包含讀經、倫理道德、善行實踐、德育作文，幫助教

師進行德育課程時之教學指引。由於本研究欲從「人與己」的層面探

討國小學生生命教育與自我概念的關係，加上曾參與彩虹的生命教育

基礎培訓，並協助Reach&Touch兒童生命教育專刊校園專訪，故以國小

學生是否參與彩虹「人與己」課程做為生命教育的依據。 

    綜合上述，學者們大多認為生命教育的教學策略，並無固定的模

式，生命教育的教學可運用主題課程教學法、體驗教學法、融入式教

學法、反省教學法、啟發教學法、實踐教學法、思考教學法、參與教

學法等，重要的是在使用時應考量學生身心發展，同時配合教學內容

性質、善用校內可運用的教學資源，採彈性、多元、活潑、生動，甚

至從校園走入社區進行參訪等方式進行，擴展其學習經驗。不論是融

入現行各學科中教學或是另行設計課程，最重要的是教師要透過身

教，影響並感動學生，所謂：「用生命影響生命」，才能促使學生能

真正的去思考生命的課題，了解生命的意義，從中獲得並建構正確的

自我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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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命教育課程與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 

    自從「生命教育」一詞，在1997年正式提出後，國內開始推動生

命教育。陸續有許多和生命教育相關的研究出現，研究對象的年齡涵

蓋幼兒到大學階段的學生，研究主題範圍也非常廣泛，近年來國內亦

有多篇生命教育與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研究者依據本研究目的，整

理出和國小學生生命教育課程與自我概念相關的研究，從1999年至

2010年共計十七篇，簡述如下： 

    研究者在蒐集有關生命教育課程與自我概念有關的實證性研究，

發現共有十一篇的結果顯示，生命教育的實施對學童的自我概念有所

差異，能提升學童自我概念（孫幸慈、連廷嘉、黃俊傑，1999；張輝

道，2002；詹明欽，2003；李麗珠，2003；陳春美，2004；鄭數華，

2004；林玉萍，2005；陳鳳卿，2007；賴柔君，2008；盧耿良，2009；

呂亞琪，2010）。 

    孫幸慈、連廷嘉、黃俊傑（1999）研究顯示生命教育課程對國小

學童「家庭」、「學校」、「外貌」、「情緒」等方面的自我概念及

「整體自我」均具有顯著的提昇效果。張輝道（2002）結果顯示，生

命教育體驗活動能有效減低學童的攻擊行為，並能有效提升學童的自

我概念，且經由質性資料分析，顯示生命教育體驗活動能激發學童對

生命意義的探索，並引導學童追求生命的核心價值及目標。 

    詹明欽（2003）則以不同取向生命教育對自我概念做研究，結果

發現：倫理取向生命教育對學童的「對自己身體的態度」形成顯著的

延宕性改變。生死取向生命教育對兒童「整體的自我概念」、「對自

己身體的態度」、「自己人格特質的態度」、「自我價值和信念」具

有顯著的延宕性改變。此結果顯示，透過生命教育課程有助於提升學

童的自我概念。李麗珠（2003）發現生命教育課程有助於國小高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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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念的提升。實驗組經過生命教育課後，與對照組比較，其家庭

自我、學校自我分量表及總量表得分均有顯著正向差異，不過該研究

使用的生命教育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兒童外貌自我、身體自我與情緒自

我則沒有提昇。 

    陳春美（2004）將生命教育課程融入社會學習領域教學，發現能

增進學童自我概念的發展及帶動學童學習知覺表現的正向循環。鄭數

華（2004）發現「自我認識」生命教育課程對國小六年級學童的自我

概念具有正向的影響效果。實驗組學生的整體自我概念顯著高於控制

組學生，而具有顯著性者為身體特質、能力成就、人格特質，外界接

納和價值信念則無。林玉屏（2005）認為生命教育課程有助國小學生

自我概念的增進，實驗組學生在家庭、學校、外貌、身體、情緒及整

體自我皆高於控制組學生。 

    陳鳳卿（2007）發現實施彩虹生命教育課程，對三年級學童之自

我概念有正向提升，除「學業能力自我」外，整體自我及其他面向的

表現皆顯著優於未實施前的表現。賴柔君（2008）發現其所編之涵蓋

自我概念、生命價值觀、生活適應等三面向之生命教育影片教學課程，

深受國小高年級學童喜愛且能帶來正面影響，具可行性。且生命教育

影片教學課程有助於自我概念中「家庭我」的立即提昇。盧耿良（2009）

發現生命教育繪本教學對增進國小學童自我概念，除了「家庭自我」

這個向度未提升外，其他向度及自我概念整體皆有明顯效果。呂亞琪

(2010)發現生命教育課程對四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有顯著影響。 

    另外，有兩篇研究發現，生命教育對學童的自我概念，雖然未能

在整體自我概念及其他各分層面有顯著效果，但是在自我概念的各分

層面上，都有顯著的提升（曾淑玉，2005；邱亮基，2007）。曾淑玉

（2005）發現國小學生的情緒自我獲得明顯的提升。邱亮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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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現「電影式生命教育課程」教學對心理我、社會我、自我認同三

個層面有明顯效果。但是也有四篇研究指出生命教育的實施對國小學

生自我概念沒有顯著影響（陳翠珍，2004；翁淑容，2000；丁秋燕，

2007；王淑純，2008）。 

    陳翠珍（2004）以不同教學模式研究國小四年級學生自我概念，

發現，角色扮演教學和直接教導教學對四年級學生「自我概念」立即

性影響無顯著差異。翁淑容（2006）將生命教育融入英語繪本教學，

結果顯示「自我概念」與「生命價值觀」沒有立即影響與追蹤影響，

不同性別、家庭結構、家長社經地位、家庭信仰、學習興趣與仿效對

象等變項，對國小高年級學童的「自我概念」與「生命價值觀」與「生

活態度」均無顯著差異，母親的教養態度對「自我概念」與「生活態

度」則達顯著。 

    丁秋燕（2007）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各向度及整體自我皆未達

顯著差異，不過將實驗組的個案量表結果與質性資料對照分析後，則

發現有幾位學生在「自我滿意」提升很多，其次是「社會自我」和「自

我能力」，「自我意象」、「家庭自我」的差異則較不顯著。王淑純

（2008）發現生命教育課程對實驗組學生在「兒童自我態度問卷」前

後測得分無差異，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前後測得分也無差異，不過經由

質性分析，顯示生命教育課程對學生自我概念能有效提升。 

    綜上所述，生命教育的實施對自我概念是否有一定程度的影響仍

值得探討，各研究因著生命教育課程設計的方向、教學方法的掌握、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所使用之量表工具等不同，研究結果也各

異。雖然有些研究發現問卷施測後的結果顯示生命教育對自我概念的

影響並無差異，但是當輔以質性資料，都能看到生命教育對個體人格

的改變（翁淑容，2006；邱亮基，2007；丁秋燕，2007；王淑純，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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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研究者認為，生命教育對自我概念的引導與提升應是值得肯定的。 

    由於本研究以參與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其自我概念

作探討，故針對陳鳳卿（2007）、丁秋燕（2007）、王淑純（2008）

實施彩虹兒童生命教育課程的相關研究來探討自我概念有無差異。 

    從研究對象來看，陳以國小三年級，丁以五年級，王則以四年級

學生為受試者。從研究設計來看，陳使用單組前後測設計，而丁、王

二人皆使用實驗組和對照組前後測設計。 

    除研究對象和研究設計不同外，三個研究使用的測量工具也各自

不同，陳使用的是自編量表，而丁是用許憶真所編的「兒童自我概念

量表」，王則是用郭為藩的「兒童自我態度問卷」，因此可以發現，

儘管使用的都是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課程，但是不同的研究對象、

研究設計、研究工具，使得結果也各有不同。從研究結果來看，陳鳳

卿（2007）發現實施彩虹生命教育課程，對學童之自我概念有正向提

升，而丁秋燕（2007）和王淑純（2008）則發現實施彩虹生命教育課

程，對國小學生的自我概念沒有影響，不過當丁、王兩人進一步蒐集

質性資料之後，結果都顯示生命教育對學生自我概念有正向影響。因

此研究者認為彩虹生命教育課程應有助學生自我概念的提升。 

    根據上述，研究者為有別於以往針對參與彩虹生命教育的國小學

生自我概念影響之研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國小四、五、六年級學

生為主，針對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在自我概念的差異，以及參與生命教

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利用「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

表－兒童版」進行調查，並與帶班經驗豐富的生命教育志工，進行半

結構式訪談，希望透過其帶領彩虹「人與己」課程時的教學要領，進

一步發現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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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量並重之方法，第一階段以問卷調查，了解國小學生

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並探討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

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以SPSS12.0進行統計分析，第二階段以半

結構訪談，訪談五位實際在國小帶領彩虹「人與己」課程的生命教育

志工，探討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並將訪

談內容整理分析。為達研究目的，本章將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第二節為研究對象與樣本的選取，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的介紹，第四節

說明研究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料處理與分析，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提出本研究在量化部份，問卷

調查之架構圖及質化部份的半結構式訪談，以下說明之。 

壹、量化研究 

    本量化研究架構包含兩部份：第一部分探討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第二部份探討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

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如圖3-1-1所示: 

 

 

 

 

 

 

 

 

 

                     圖3-1-1 研究架構圖 

自我概念 

1.生理自我 

2.道德倫理自我 

3.心理自我 

4.家庭自我 

5.社會自我 

6.學業自我 

7.整體自我 

國小學生 

1.參與生命教育 

2.未參與生命教育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 

1.性別 

2.年級 

3.出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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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質化研究 

    本研究於量化調查後，採用質性研究，利用半結構式訪談，針對

問卷結果訪談五位生命教育志工，除了探詢生命教育志工對問卷調查

結果之看法與回應，並了解志工在帶領彩虹「人與己」課程時的教學

要領及學生自我概念的改變，進一步發現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

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樣本  

    本節主要在說明研究對象的選取以及樣本的基本資料，第一階段

針對國小學生的自我概念問卷調查進行量化研究，第二階段則利用質

性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對五位彩虹志工進行訪問，以下說明之： 

壹、量化研究 

一、研究對象 

    在量化研究的部份，所選取之研究對象為國小兒童乃是台灣地區

就讀公、私立國小四、五、六年級在學男、女學生，其生理年齡約在

十~十二歲之間，在發展心理學人類發展階段，屬於學齡兒童期的中、

後期。本研究主要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採問卷調查方式，對象為台

灣地區國小四、五、六年級學生，總計發出960份問卷，在剔除填答資

料不完全的無效問卷後，得到802份有效樣本，符合本研究所需之研究

對象，有效問卷回收率為83.5％。 

二、樣本基本資料分析 

    為達到受試者抽樣代表性，故將台灣劃分為六個區域，分別是北

區、桃竹苗區、中區、南區、高屏區以及宜花東區進行取樣，抽樣時

先以學校為單位，每區抽取兩校，再以班級為單位每校抽取兩班，並

將各班參與生命教育課程的有、無做分類。本研究樣本基本資料變項

包括性別、年級、出生序等三項，依參與生命教育與未參與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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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類，將實際分布情形說明如下：本研究的樣本分配如表3-2-1、

3-2-2。3-2-1為參與生命教育樣本的基本資料統計表，3-2-2為未參與生

命教育樣本的基本資料統計表。 

一、參與生命教育 

(一)性別 

    性別有效樣本480位，分布為：男生較多，共計252位，占52.5％；

女生228位，占47.5％。 

(二)年級 

  年級有效樣本480位，分布為：六年級最多，共計163位，占34.0％；

五年級最少，共計155位，占32.3％；四年級，共計162位，占33.8％。 

(三)出生序 

    出生序有效樣本477位，分布為：老大最多，共計179位，占37.3

％；獨生子女最少，共計49位，占10.2％；老么，共計175位，占36.5

％，中間子女，共計74位，占15.4％。 

表3-2-1 參與生命教育樣本的基本資料統計表         N=480 

類別 組別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252 52.5 
 女 228 47.5 
年級 四年級 162 33.8 
 五年級 155 32.3 

 六年級 163 34.0 

出生序 老大 179 37.3 

 中間 74 15.4 

 老么 175 36.5 
 獨生子女 49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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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參與生命教育 

(一)性別 

    性別有效樣本320位，分布為：男生較多，共計177位，占55.0％；

女生143位，占44.4％。 

(二)年級 

  年級有效樣本322位，分布為：六年級最多，共計121位，占37.6％；

五年級最少，共計84位，占26.1％；四年級，共計117位，占36.3％。 

(三)出生序 

    出生序有效樣本318位，分布為：老么最多，共計128位，占39.8

％；中間子女最少，共計37位，占11.5％；老大，共計108位，占33.5

％，中間子女，共計37位，占11.5％。 

表3-2-2 未參與生命教育樣本的基本資料統計表         N=322 

類別 組別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177 55.0 
 女 143 44.4 
年級 四年級 117 36.3 
 五年級 84 26.1 

 六年級 121 37.6 

出生序 老大 108 33.5 

 中間 37 11.5 

 老么 128 39.8 
 獨生子女 45 14.0 

貳、質化研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立意抽樣作為研究對象選取的策略，先連繫彩虹北區辦

公室，請其幫忙找尋適合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之後研究者又在受訪團

長的熱心聯繫下，以滾雪球方式找尋另一位受訪者，最後以五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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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過彩虹「人與己」課程的生命教育志工為訪談對象，以半結構式

訪談，針對問卷結果訪談五位生命教育志工，除了探詢生命教育志工

對問卷調查結果之看法與回應，並了解志工在帶領彩虹「人與己」課

程時的教學要領及學生自我概念的改變，進一步發現彩虹「人與己」

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 

二、樣本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的五位受訪者，都是配合意願高且帶班經驗都在兩年以上

的彩虹志工，其中有兩位是團長，女性、男性各一，另外三位是彩虹

媽媽，表3-2-3為訪談對象的基本資料。 
表3-2-3 訪談對象一覽表 

編號 性別 訪談日期 年資 職稱 「人與己」進班經驗 

T01 女 99.11.05 7 團長 初階、進階、高階 

T02 女 99.11.11 6 彩虹媽媽 初階、進階、高階 

T03 女 99.11.08 3 彩虹媽媽 初階、進階 

T04 男 99.11.10 2 團長 初階、進階 

T05 女 99.11.10 2 彩虹媽媽 初階、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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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在量化的部份包括：「個人基本資料

調查表」以及測驗出版社2000年出版，由林幸台、張小鳳、陳美光所

修訂編製的「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質性的部份則是

半結構式訪談，以「彩虹志工的訪談大綱」為主要工具，以下分別敘

述之。 

壹、量化研究 

一、個人基本資料調查表 

    在受試者個人基本資料的調查方面，研究者主要著重的範圍，在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及個人背景變項的性別、年級、出生序。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以是否上過彩虹「人與己」課程的四個主題：

「認識自己」、「欣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

共十二個小單元，十八節課。個人背景變項的性別：分為男生、女生。

年級：分為四、五、六年級。出生序：指學童在家庭子女中的出生次

序，分為老大、中間子女、老么以及獨生子（女）四類。其中老大是

指在兄弟姊妹中排行第一者，不包括獨生子（女）；中間子女是指上

有兄姐，下有弟妹者；老么是指兄弟姊妹中排行最小者，不包括獨生

子（女）；獨生子（女）則指無兄弟姊妹者，是家庭中唯一的小孩。 

二、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TSCS：2） 

    自我概念的測驗方式，目前較為人普遍所使用之主要方法為自陳

法，也稱為評定量表，特別是對於大樣本的研究，透過此方法，能讓

研究者迅速得到關於個體有意義的自我特質，本研究由於樣本數多，

故使用自陳法為測量受試者自我概念的主要測驗方式。而測量自我概

念的工具多以自我概念的多向度觀點為主，在參考各種常用的自我概

念量表，並考量各量表的施測對象、編製年代、各問卷的分量表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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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層面是否符合本土化內涵後，研究者決定選用1999年由測驗出版社

與美國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簽約正式授權，由林幸台、張小

鳳、陳美光在2000年所編訂的「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

（TSCS：2），經過翻譯、全省測試、信效度研究、建立本土常模等

相關工作，修訂編製，直到2000年年底，逐一將此量表及執行所用的

電腦計分、指導手冊完成，是一份專業的自我概念評量工具。 

（一）量表編製 

    國內最早由李安德教授將之翻譯為中文並作為諮商之用，1977年

之後，開始有許多人修訂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為中文版，包括王振德、

吳金香、陳英豪、盧欽銘、林邦傑等，其中以林邦傑所修訂被採用為

研究工具的次數最多，該版本適用於國中（12歲以上）學生。田納西

量表受到國、內外之重視歷經數次修訂，不過有鑒於國內所用版本老

舊且不符合現行法規，故透過美國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同意授

權，修訂過程以量表的原始架構與題目為主，其中若有因文化因素而

可能產生誤解之題目，在翻譯過程中商請中英文均具有相當造詣的人

士校正力求精準，並透過預試以使題目更具適用性（林幸台、張小鳳、

陳美光，2004）。本研究以此量表作為測量國小學童自我概念的研究

工具，是因為此量表在國內建立適當之常模，且此量表的兒童版係近

年審定完成，是故研究者相信該量表具有其適用性。 

（二）量表內容 

    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TSCS：2）題數共有76題，

台灣地區適用於國小四年級至高中（職）三年級學生，其題目為自我

描述句，受試者以五種反應類別：「完全不符合」、「大部份不符合」、

「部份符合」、「大部份符合」、「完全符合」來描繪個人的自我圖

像，一般人多能在10至20分鐘內完成施測。本量表採用電腦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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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出量尺原始分數後，轉入合宜常模，即可得到對照的T 分數。輸

入方式需針對各題題號直接輸入受試者的答案，若有漏答或重複填答

者，則輸入替代值，若需輸入的替代值超過8題，則該份測驗不予計分；

若單一量尺中有兩題以上需輸入替代值，則該量尺不予計分。以下分

別描述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TSCS:2）之自我概念量尺

內容。 

1.自我概念量尺：此量尺共有六個向度，以下分別描述之。 

(1)生理自我概念（PHY）：代表受試者對自己身體、健康狀況、外 

貌、技能和性方面的看法，共有12題。當生理自我得分高於60T， 

顯示對自己的外貌和健康狀況抱持正向的看法，這樣的人較藉由與 

外貌或健康狀況的訊息來增強對自我的正向看法。若生理自我得分 

高於70T，代表受試面對潛在破壞性的生理改變或嚴重的健康威脅 

時，可能以防衛性的方式反應。若生理自我得分低於40T，則代表 

受是對自己的身體感到不滿意，可能是實際身體狀況不佳、對自我 

身體形象有所扭曲、或對身體外貌和功能有不切實際的期望所造 

成。若生理自我得分低於30T，顯示為憂鬱症、飲食疾病和相似症 

狀的高危險群。那些有臨床「內化症狀」（如情緒疾病或身體化疾 

患等），除心理自我與社會自我分數低以外，生理自我得分也可能 

偏低。 

(2)道德倫理自我概念（MOR）：此分數是從道德－倫理的觀點來描 

述自己，檢查道德觀，覺得自己是一個「好人」或「壞人」，共有 

10題。當道德倫理自我得分高於60T，通常對其行為感到滿意，個 

人理想的道德觀和實際道德行為間並未經驗任何嚴重的衝突；雖然 

內化的道德價值觀相當一致，對自己和他人都相當具有彈性，且能 

原諒別人，在特殊場合中也稍能變通。若道德倫理自我得分高於 



  64

70T，可能具有相當防衛心，不知變通且無法確實觀察自己的行為， 

也無法從中學習。若道德倫理自我得分低於40T或低於30T，代表 

察覺自己的行為過於衝動，常無法符合對自己的道德期望，可能在 

衝動控制上有實際的困難，或者反映出對自己或重要他人所抱持的 

道德標準過高。 

(3)心理自我概念（PER）：此分數反映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個人的勝  

  任感、及對自己性格或與他人之關係所進行的自我評估，共有11 

題。若心理自我得分高於60T，而在另一自我概念量尺得分卻不高 

時，顯示低分的自我概念領域可能對受試來說較不重要。若心理自 

我得分低於40T，可能是受試自我概念不穩定所導致，在自我定義 

和自我評估時，特別容易受當時所處的環境、他人的意見和行為所 

影響。若心理自我得分低於30T，顯示對自我產生厭惡感，有自我 

毀滅行為的傾向，對兒童來說，校內所實施改善自我概念的相關輔 

導工作。效果最常顯現在此量尺的得分上。 

(4)家庭自我概念（FAM）：此分數反映個體對身為家庭中的一份子， 

  所感受到的勝任感及價值感，代表受試者目前對自己和周遭家人間 

  關係的看法，共有11題。當家庭自我得分高於60T 時，表示受試對 

  家庭成員間的關係感到滿意，覺得在家中得到支持和照顧。若家庭 

  自我得分高於70T時，可能代表對家庭衝突和遭遇的失落感到害怕， 

  因此表現出防衛性。若家庭自我得分低於40T，則顯示在家庭中感 

到疏離感或失望。 

(5)社會自我概念（SOC）：評量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間的關係，反映 

  一般情形下自己與他人互動中自我的勝任感與價值感，對兒童而 

  言，社會自我概念特別指與學校或鄰居同儕間的關係，而不是指與 

  家人和老師間的關係，共有14題。若社會自我得分高於60T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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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自己和別人都認為此人友善、容易相處，而且活潑外向。若社會 

自我得分高於70T，代表對自我的觀點過度膨脹或誇大，與他人的 

交往可能有許多較為表面的人際接觸，主要目的是為了滿足當時的 

需要或慾望。若社會自我得分低於40T，代表受試自認缺乏社交技 

巧，人際關係可能較差，也許在實際社交行為表現笨拙，或對社會 

互動抱有不切實際或過高的期望，覺得被孤立，但是對於參與社交 

活動改善困境，又常猶豫不決。若社會自我得分低於30T，表現出 

疏離、孤立或社會逃避，可能會嚴重影響日常生活作息與人際關係 

的維持。 

(6)學業/工作自我概念（ACA）：評量受試者對自己在學校和工作場 

  合的表現抱持何種看法，及認為在這些場合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 

  的表現，共有10題。若學業/工作自我得分高於60T，通常對學習或 

  工作情況有自信，認為自己勝任愉快，在開始從事新的課業或工作 

  時感到自在，不因初期失敗覺得困擾。若學業/工作自我得分高於 

70T時，代表過度投入工作或學業表現，而將這些場合所遭遇到的 

失敗視為嚴重威脅。在這些受試身上，早期的失敗經驗可能導致放 

棄或破壞手邊工作，在不熟悉或早期曾失敗的領域中，很難發展出 

自己的方向；也可能過度誇耀自己的成就，貶低其他人在工作或學 

校環境中的成就。若學業/工作自我得分低於40T時，認為在工作或 

學校中的表現不佳，可能是實際表現水準較差，或對自己表現設定 

過高的期望；這些人對於接受新工作或責任會顯得特別謹慎，而將 

初期的失敗解釋為自己無法勝任，不能完成這項工作。若學業/工 

作自我得分低於30T時，可能認知能力嚴重不足，妨礙了學校和工 

作場合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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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量表信、效度 

1.信度方面 

(1)內部一致性：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之內部一致性係數 

  自.72至.90（中數.77），與美國版的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相近，此結 

  果可推知各分數之題目內部頗為一致。 

(2)重測信度：中文版重測信度以國小、國中各36位學生考驗之，兩次 

  施測間隔二至三週，得分之相關係數最低為.45（不一致反應），最 

 高為.88（自我總分），中數為.78，變動指數自- . 22（不一致反應） 

 至+.28（故意表現好），中數為+.16，與美國版相近。 

(3)測量標準誤：測量標準誤主要可用以說明個人真實分數落於某一 

分數範圍之機率，對於測驗的解釋很重要，中文版學生部份的標準 

誤差依重測信度計算。 

2.效度方面 

(1)內容效度：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的內容代表性以兩方面資料進行考 

  驗，題目取自大批患者及常人所做的自我描述，發展出自我概念兩 

  個向度，再由七名心理臨床學家判斷各題之歸屬。新的學業/工作自 

  我分量表由四名心理學家評判。專家判斷均同意各題所屬之分量表。 

(2)建構效度：許多研究以因素分析法探討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的建構 

  多支持量表多向度的構念，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TSCS：2）亦採 

  用主成份因素分析法進行效度分析，除自我批評的8題外，其餘均納 

  入考驗，其結果與1988年林邦傑修訂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之驗證式 

  因素分析的結果相近。而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以郭為藩（1987） 

  所編之自我態度量表為效標，探討二者之間的相關，亦發現有意義 

  的關係存在，二者的自我總分除了四個效度分數與家庭自我外，其 

  餘皆具有顯著中上程度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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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TSCS:2）的標準化 

    常模分數是遵循心理計量標準建立標準化的T分數常模。T分數是

經過轉換的分數，各個量尺的T分數平均值為50、標準差為10。當T分

數經過標準化後，各個量尺的分數接近常態分配，15%的受試所得到的

分數＜40T，有50%受試的分數＜50T，而有84%的受試分數＜60T。表

3-3-1是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TSCS:2）標準化樣本中具代表

性次樣本及其他人的平均T分數；表3-3-2是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

（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男性和女性平均t分數，表3-3-3是田納

西自我概念量表（TSCS:2）標準化樣本中9-11歲及12歲年齡群平均T分

數。 

 
表3-3-1  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具代表性次樣本平均T分數 

分量表 平均值 標準差 

生理自我 50.0 10.2 
道德倫理自我 50.9 10.1 
心理自我 50.0 10.0 
家庭自我 50.2 10.2 
社會自我 50.0 10.3 
學業/工作自我 50.1 10.2 
整體自我 50.3 10.3 

資料來源：出自林幸台、張小鳳、陳美光(2000，36）。 



  68

表3-3-2  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男性和女性平均T分數 

分量表 性別 平均值 標準差 

生理自我 男 
女 

50.9 
49.2 

10.1 
9.7 

道德倫理自我 男 
女 

48.8 
51.2 

10.0 
9.8 

心理自我 男 
女 

49.7 
50.3 

9.8 
10.0 

家庭自我 男 
女 

49.6 
50.5 

9.8 
10.1 

社會自我 男 
女 

49.5 
50.6 

10.0 
10.0 

學業/工作自我 男 
女 

50.3 
49.7 

10.0 
10.0 

整體自我 男 
女 

49.7 
50.5 

10.1 
9.9 

資料來源：出自林幸台、張小鳳、陳美光(2000，38）。 

 
表3-3-3  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9-11歲及12歲年齡群平均T分數 

分量表 年齡 平均值 標準差 

生理自我 9-11歲 
12歲 

50.8 
50.6 

10.0 
10.3 

道德倫理自我 9-11歲 
12歲 

50.2 
49.8 

10.2 
10.0 

心理自我 9-11歲 
12 歲 

50.7 
49.5 

10.0 
9.7 

家庭自我 9-11歲 
12歲 

51.1 
49.6 

9.6 
10.4 

社會自我 9-11歲 
12 歲 

50.6 
51.0 

10.0 
9.2 

學業/工作自我 9-11歲 
12歲 

50.7 
48.4 

10.0 
9.6 

整體自我 9-11歲 
12歲 

50.9 
50.4 

10.1 
10.0 

資料來源：出自林幸台、張小鳳、陳美光(2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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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質性研究 

一、訪談大綱 

    量化資料的優點在於可以方便、快速的搜集到資料，不過它也有

不少研究限制，其中最大的限制在於無法深入了解研究內容，本研究

依據研究目的，除了探詢生命教育志工對問卷調查結果之看法與回

應，並了解志工在帶領彩虹「人與己」課程時的教學要領及學生自我

概念的改變，以進一步發現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

的影響。故以量化資料為主，兼採半結構式訪談，蒐集彩虹「人與己」

課程與國小學生自我概念之間的研究資料，希望在輕鬆無拘束的情境

下，運用晤談方法，蒐集相關資訊，彌補問卷調查所遺漏與不足之處，

將文字資料整理後，進一步了解研究問題，以增加研究的正確性。 

（一）編製過程 

    透過文獻探討及資料的搜集，並根據量化結果，針對研究目的及

研究問題，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綱要，從不同受訪者身上獲取相同資

訊，受訪者依其經驗作答，訪談綱要擬好後，先請教指導教授與研究

者的2名同儕，分別就問題的適切性，題意表達的完整性與明確性，給

予回饋及建議，並在確定訪談對象後，徵詢2位彩虹媽媽，將題意模糊

或語意不清之處加以修正調整後，遂形成正式的訪談大綱（見附錄

一），作為正式訪談之依據。 

（二）訪談綱要 

    主要希望透過彩虹媽媽的教學經驗，對學生自我概念做進一步了

解，此大綱共分三部份:（一）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的運作；（二）

彩虹「人與己」課程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三）彩虹「人與己」

課程的國小學生自我概念調查結果差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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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研究實施程序，主要可分成擬定研究主題、蒐集相關文

獻資料、編製選用研究工具、選取研究對象、實施問卷調查、問卷資

料處理與分析、實施訪談、訪談資料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等八階段，

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擬定研究主題 

    配合研究者的興趣與能力，並衡量研究的時間、人力，在研究可

進行之情形下，擬定研究主題。 

二、蒐集相關文獻資料 

    研究者選定研究主題後，便開始蒐集有關國小學生自我概念，以

及生命教育實施與自我概念的相關資料，包括期刊、論文、學報、雜

誌等書籍，以獲得本研究主要之基本概念及理論基礎。 

三、編製選用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可分成兩部份，第一部份是自編的「個

人基本資料調查表」，以及高信、效度由林幸台、張小鳳、陳美光，

在2000年所修編之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學生版。第二部分訪談

大綱，則是針對研究問題設計適當訪談題目。 

四、選取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的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就讀公、私立國小四、五、六

年級在學男、女學生，其生理年齡約在十~十二歲之間。為達到受試者

抽樣代表性，故將台灣劃分為六個區域，分別是北區、桃竹苗區、中

區、南區、高屏區以及宜花東區進行取樣，抽樣時先以學校為單位，

每區抽取兩校，再以班級為單位每校抽取兩班，並對所抽中的所有班

級學生進行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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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問卷調查 

    在實施問卷調查之前，透過博士班學姐的幫忙先與樣本學校之彩

虹媽媽連絡，安排調查時間，彩虹媽媽再和班級老師聯繫，研究者盡

可能前往說明及調查。若不克前往，亦先告訴協助調查的彩虹媽媽和

教師明確的指導語，及所需填答的時間。 

六、問卷資料處理與分析 

    總計發出960份問卷，在剔除填答資料不完全的無效問卷後，得到

802份有效樣本，以SPSS12.0統計軟體分析問卷資料。 

七、實施訪談 

    進行訪談前，先以電話聯繫受訪對象，詢問方便的訪談時間，並

事先將訪談大綱提供給受訪者，以確認其了解訪談內容。根據訪談大

綱，由研究者提出問題，在輕鬆、無拘束的情境下進行訪談，以蒐集

更詳細的資料。訪談時務必徵求受訪者的同意後方可錄音，依訪談內

容摘要，整理後再與受訪者確認內容之正確性。 

八、訪談資料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 

   將訪談所得資料，於訪談後整理成逐字稿加以分類、整理，並予以

分析，在進行訪談資料分析時需注意以下幾點：（一）所出現的人名

均以假名代替。（二）資料的運用皆須經過受訪者的同意。（三）所

蒐集到的一切資料絕不可外流。（四）在論文撰寫時，僅對事件進行

中時描述與分析，不做批評。之後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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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壹、量化研究 

    研究者將受試者所填寫之「個人基本資料調查表」及「田納西自我

概念量表」回收之後，先行評閱將無效問卷刪除後，開始登錄原始分

數，之後再依據研究目的將問卷加以整理輸入至電腦，利用社會科學

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12.0進行統計分析。茲將本研究中所採

用的統計方法說明如下： 

一、利用T考驗，分析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 

以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為自變項，自我概念之六個層面「生理自

我」、「道德倫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

會自我」、「學業/工作自我」以及「整體自我」為依變項，比較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之國小學童，在自我概念的差異。本研究以p值

來表示，若p＜.05表示兩團體的平均數有顯著差異。 

二、利用T考驗，分析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性別的差異，以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性別為自變項，自我概念之六個層面「生理 

    自我」、「道德倫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 

    會自我」、「學業/工作自我」以及「整體自我」為依變項，比較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之國小學童自我概念，在性別的差異。本研究 

    以p值來表示，若p＜.05表示兩團體的平均數有顯著差異。 

三、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國小學生自我概念 

在不同變項的差異；以不同年級（四年級、五年級、六年級）為

自變項，自我概念之六個層面「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

「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學業/工作自我」

以及「整體自我」為依變項。如果差異達統計上.05 之顯著水準時，

則以Scheffé 法進行事後比較，以考驗各組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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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國小學生自我概念 

    在不同變項之差異；以不同出生序（老大、中間、老么、獨生子 

    女）為自變項，自我概念之六個層面「生理自我」、「道德倫理 

    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學業/ 

    工作自我」以及「整體自我」為依變項。如果差異達統計上.05 之 

    顯著水準時，則以Scheffé 法進行事後比較，以考驗各組間的差異。 

貳、質性研究 

    依據問卷所得結果，徵詢指導教授意見，針對研究目的，擬定訪

談大綱，進行一對一訪談，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對象為五位

經驗豐富的彩虹媽媽及團長，徵得每位受訪者錄音、紀錄之同意，除

了請他們針對參與生命教育學生自我概念的調查結果提出回應之外，

更希望透過他們在彩虹「人與己」的教學經驗中，與國小學生之互動，

更深入了解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的帶領，對國小學生在自我概念

之影響。        

    研究者針對訪談大綱提問，建立對話方向，提出概略性的問題，

並根據受訪者的回應，調整各題目間的順序，或由受訪者的回答中，

基於研究目的之需，延伸更深入之問題，如欲對問題更深入了解時，

採取開放向語句，如:「可以說得再詳細些嗎?」、「除此之外還有什麼

發現?」，當受訪者偏離主題時，研究者會依據之前的談話脈絡，適時

將話題引到研究主題，以符合研究所需。訪談結束後，反覆聆聽訪談

錄音，並進行逐字稿建檔作為訪談記錄，在閱讀記錄後，藉由仔細檢

驗為現象歸類，以內容分析方式將資料編碼，編碼完成後予以分析比

對，以有意義的命名為歸類基礎，並將無法歸類的資料，在保留受 

訪者原意下加以命名，以便日後資料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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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在了解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

與否的差異；第二節在探討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

的差異；第三節在探討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

響。 

第一節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 

壹、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結果 

    為了解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差異，研究者以T

考驗分析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田納西自我概念量

表的差異，表4-1-1是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田納

西自我概念量表」上的人數、平均數、標準差、ｔ值。其結果說明如

下： 

(一)生理自我方面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生理自我，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

45.53，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46.40，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

的ｔ值為-1.573，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生理自我在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差異。 

(二)道德倫理方面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道德倫理自我，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

是36.17，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36.74，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

驗的ｔ值為-1.266，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道德倫理

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差異。 

(三)心理自我方面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心理自我，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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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42.43，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

的ｔ值為-1.579，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心理自我在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差異。 

(四)家庭自我方面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家庭自我，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

44.65，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45.14，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

的ｔ值為-.903，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家庭自我在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差異。 

(五)社會自我方面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社會自我，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

51.87，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53.48，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

的ｔ值為-2.579，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社會自我在參

與生命教育與否有顯著差異，其中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社會自我顯著

低於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 

(六)學業/工作自我方面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學業/工作自我，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

是34.53，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34.87，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

驗的ｔ值為-.628，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學業/工作

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差異。 

(七)整體自我方面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整體自我，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

254.36，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平均數是259.06，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

驗的ｔ值為-1.824，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整體自我

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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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 T 考驗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參與生命教育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生理自我 有 480 45.53 7.93 -1.573 
無 322 46.40 7.32 

道德倫理自我 有 480 36.17 6.38 -1.266 
無 322 36.74 6.06 

心理自我 有 480 41.61 7.30 -1.579 
無 322 42.43 7.09 

家庭自我 有 480 44.65 7.65 -.903 
無 322 45.14 7.39 

社會自我 有 480 51.87 8.66 -2.579* 
無 322 53.48 8.59 

學業/工作自我 有 480 34.53 7.55 -.628 

無 322 34.87 7.71 
整體自我 有 480 254.36 36.44 -.1824 

無 322 259.06 34.81 

N=802  *p＜.05  

根據量化調查結果發現，國小學生自我概念的「生理自我」、「道

德倫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學業/工作自我」、

「整體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差異，只有「社會自我」是

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顯著低於未參與的學生。 

貳、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訪談結果 

對於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其自我概念各面向並未高於未參與

生命教育的學生，甚至「社會自我」顯著低於未參與的學生之結果，

研究者訪談五位經驗豐富的彩虹生命教育志工，希望了解其看法與回

應。多數志工對量化結果皆表示不解及訝異，因為在他們對孩子進行

「人與己」課程的教學經驗中，是確實從過程中看到孩子在自我概念

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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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結果會這樣其實我沒辦法解釋，也覺得蠻奇怪的，…那我只能

說這個班，有上生命教育和沒上真的會有差別。」（T01） 

 

「我真的在過程中看到他們的改變，所以這結果對我來講我有點訝異…

你把問題丟出去，看看到底這個生命教育的繪本，你教的學生和沒教的

學生，他們丟出來的問題和反應是什麼?就可以看出來。」（T03） 

 

「我在教學現場是確實看到彩虹人與己課程，對他們的自我概念是有改

變的。」（T04） 

    有彩虹志工更進一步表示，參與過生命教育「人與己」的孩子其

自我概念並不是未高於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孩子，而是孩子因為上過這

個課程，所以更能真誠的面對自我，不企圖掩蓋或誇大，而會呈現此

結果的原因，有可能是一種社會的假象，包括孩子在回答這些問題時，

是否真的坦承自我，或者是捏造包裝，以營造自己的自我形象。 

 

「我覺得要看孩子在回答這問卷時他怎麼去看待這個東西，…社會也有

很多的假象阿，我跟你講我很 OK 很好，但是我沒上過生命教育課！我

每個都很好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生命教育有的已進入幼稚園開始教，因

為我們希望這棵樹長得正、長得好，起點是好的…，我真的很希望生命

教育他能從幼稚園開始，列入正式課程。」（T03） 

 
「應該不是他未高於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孩子，而是因為他上過了，他會

比較開始去學習忠於自我，去看重自己生命特質…他比較會去真誠的思

考，自己到底有什麼或沒什麼，…，我們碰過那種沒上過生命教育，可

是那孩子是被訓練自信心是很強的，很多說謊說他是在愛的環境長大或

是有極端的說法，你不斷的在那個貧窮當中，於是你不斷去營造自己一

個成功的概念，你就會覺得自己自信那個部份，…那其實可能上過的他

真的會坦承，不會誇大、掩蓋。他很實際，可能他起步或是他這種社會

的競爭力是弱的，可是他會穩，…我認為，這結果可能是一個假象，你

去走弱勢家庭的孩子，你會看得出弱勢的孩子，真正的問題在哪裡，他

的自我意識，如果你真的沒有走生命教育的話，會更低落。」（T05）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一開始各個班級學生的基礎不同導致的差

異，有彩虹志工則進一步的表示，原生家庭是孩子自我概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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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命教育志工對於這塊是不太能夠去碰觸或涉入的，除非班級老

師願意協助了解，不然彩虹志工依然只是輔佐的角色，而志工本身帶

領學生進行生命教育的態度也是影響結果差異的原因。 
 

「有可能那個基礎不同導致那個比較就不一樣了…」（T01） 

 

「…原生家庭焠鍊出每個人的個性，…也許是原生家庭的觸點，我們不

能太涉入家庭這一塊，這不在我們的工作中被允許，你那個觸點不到，

只可以是輔佐，…我們只是透過老師告訴我們說哪些學生怎麼樣，但是

沒有辦法去根除，…真的是要跟老師有那個契合度，老師願意跟你分

享，…生命教育老師的態度，你怎麼去帶這些學生…」（T03） 

 

    至於「社會自我」顯著低於未參與生命教育「人與己」課程的學生，

彩虹志工認為可能的原因是，「人與己」課程在「認識自己」、「欣

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的單元主題裡，

談的比較多的內容，跟此自我概念量表有關的面向是「生理自我」、

「心理自我」、「道德自我」，至於「家庭自我」、「社會自我」則

比較多涵蓋在「人與人」課程。 
 

「家庭和社會自我比較沒有特別在單元講到，他們是比較放在人與人課

程，但生理、道德、心理大概人與己課程都有掌握。」（T01） 

 

「人與己在學業、家庭、社會區塊，著重點沒那麼深，我們著重的是小

朋友他的心理、道德、生理，至於家庭跟社會在人與人比較會談到。」（T03） 

 

「社會家庭這些，真的是我們比較沒辦法看到的。人與己在這部分沒那

麼深入，不是說不探討。」（T04） 

    有志工認為，「社會自我」跟班級的風氣也有關，接觸的班級班風

不同，感覺也有所異，而原生家庭的背景所帶出來的觀念，以及孩子

在面對問題本身的著重點，也會影響結果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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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跟班上的班風蠻有關係，像我曾經帶過某個三年級，剛進去

上課的時候，他們在後面是會打架的，一言不和就會打…就是說我們自

己接觸的班級，可能班風不同的時候，那個感覺真的就不一樣。」（T01） 

 

「可能有一個經驗引導他，例如他曾經跟同學有相處不愉快的情況，他

就覺得那個就不好，…我覺得原生家庭的背景，所帶出來的生命教育跟

生活的觀念影響也很重要，…，你說他社會自我不高，可是我覺得，你

對自己很誠實，因為確實我們人不是一開始就很OK很厲害，可是我們常

會看那個困難點上面，一張白紙只看那個黑點，同學每個都可以跟我很

好，可是有一個不跟我好，那我就很著重那個。」（T05） 

參、綜合討論 

    本研究透過量化結果發現，國小學生在「生理自我」、「道德倫

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學業/工作自我」、「整

體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並無顯著差異，唯有分層面上的「社會

自我」發現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顯著低於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該

分項達.05 顯著水準。研究者將此結果進一步與訪談志工所蒐集到的質

性資料比對發現，造成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差異的

可能的原因為以下四點： 

(一)各班基礎點不同 

    研究者在蒐集量化資料時，並未將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國小學生

先進行前測，有可能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班級在基礎點上不一致，加

上每個班級的風氣不同，導致結果的差異。 

(二)學生的作答態度 

    學生在進行問卷填答時，所抱持的態度會影響結果的差異，由於

彩虹在「人與己」課程主要是「認識自己」、「欣賞自己」、「愛自

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藉由對自身優點的認識與欣賞，

缺點的面對及接納，學生知道缺點可以分為兩部分，包含可以改變的

缺點(因為環境造成的軟弱)、不能改進的缺陷(人本身的不完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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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幫助學生知道改進的方法，讓他們給予自己正確的期待和機會，因

此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在面對問卷上的問題時，態度可能較未參與的

學生來得真誠，他們勇於坦承自我，不企圖以假象掩蓋、誇大自我形

象。 

(三)生命教育僅以量化評量呈現較不客觀 

    黎建球(2000)提到生命教育不是從量去觀察成果，而需透過質的觀

察、評估、學習及努力。瞭解學生自我概念不應只以量表資料統計結

果作為研究結論的參考依據，須輔以相關質性資料的蒐集與分析結

果，才能對學生在自我概念上的改變及成果有較周延客觀的了解。 

(四)量化評量工具和彩虹「人與己」課程目標無法完全配合 

    本研究測驗自我概念的評量工具為「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

兒童版」，其內容涵蓋「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心理自

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學業/工作自我」、「整體自

我」，而彩虹在「人與己」課程的內容設計，主要重點在「認識自己」、

「欣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其內容和

此量表較為相符的面向是「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心理

自我」，其他面向如:「家庭自我」、「社會自我」比較涵蓋在彩虹「人

與人」的課程內容「建立關係」、「尊重他人個別差異」、「接納及

愛別人」、「在事情的對錯上以愛明辨是非」，是以田納西量表所測

的自我概念，並不全然是彩虹「人與己」課程的內容，所以研究者認

為若要以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學生版測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

教育的學生最好以參與過彩虹「人與己」、「人與人」課程的學生為

主，較能涵蓋此量表所測內容，也才能真正測得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

其自我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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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 

壹、 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性別的差異 

    為了解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性別上的差異，

研究者以T考驗分析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田納西自我概念量

表得分在性別上的差異，表4-2-1和表4-2-2分別呈現學生參與生命教

育，以及未參與生命教育的「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在性別的人數、

平均數、標準差、ｔ值以及常模T分數，其結果說明如下： 

一、生理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45.98，女生的平

均數是45.03，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1.330，未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47.14，女生的平均

數是45.52，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1.978，達顯著水準。此結

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未

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在性別上有顯著差異，其中後者之性別差異

為男生高於女生。 

二、道德倫理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道德倫理自我，男生的平均數35.23，女生的

平均數是37.21，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3.439，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道德倫理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36.05，女生的平

均數是37.49，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2.183，達顯著水準。此結

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道德倫理自我在性別上有顯著差

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道德倫理自我在性別上有顯著差異，其中女生

皆顯著高於男生。 

三、心理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心理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42.07，女生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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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數是41.10，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1.468，未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心理自我，男生的平均數42.70，女生的平均數

是42.11，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736，未達顯著水準。此結

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心理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未

參與生命教育的心理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四、家庭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家庭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 44.41，女生的平

均數是 44.92，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720，未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家庭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 44.86，女生的平均

數是 45.52，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783，未達顯著水準。此

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家庭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家庭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五、社會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社會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 51.89，女生的平

均數是 51.85，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048，未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社會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 53.79，女生的平均

數是 53.11，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701，未達顯著水準。此

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社會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未參與生命教育的社會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六、學業/工作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35.15，女生

的平均數是33.84，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1.903，未達顯著水

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35.31，女

生的平均數是34.29，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1.164，未達顯著

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學業/工作自我在性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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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業/工作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七、整體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整體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 254.73，女生的

平均數是 253.94，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239，未達顯著水

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整體自我，男生的平均數是 259.85，女生

的平均數是 258.04，二者的平均數差異考驗的ｔ值為.459，未達顯著水

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整體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

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整體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將以上六個自我概念量尺和整體自我的常模 T 分數參照表

3-3-2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男性和女性平均 T 分數可以發現，

本研究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性別上的差異，

「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

會自我」與「學業/工作自我」等六個分量表以及「整體自我」之常模

T 分數明顯高於 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男性和女性的平均 T 分

數。 

    本研究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道德倫理自我」在性別上

有顯著差異，參與的女生是 52T 高於男生的 49T，未參與的女生是 52T

高於男生的 50T，至於「生理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在性別

上有顯著差異，男生是 53T 高於 52T，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則無顯著

差異。研究者將此結果進一步與訪談志工所蒐集到的質性資料比對發

現，造成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道德倫理自我」都是女生高

於男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兩點： 

1.男女天性的不同 

    女生基於母愛天性，較有憐憫或同理的感受，男生比較不會，甚

至可能因為重義氣，而導致判斷不夠行為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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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比較重義氣吧！就是我覺得你是夠可以跟我交朋友的，我就挺

你，…女生大概可以從母愛的情結或天性，善良心、憐憫心會出來」（T03） 

2.女生較不受電玩遊戲刺激 

    男生比女生喜歡玩電玩，受到大部分電玩遊戲的內容有許多暴力

殺戮的畫面，導致其言行舉止受到影響。 

 
「這部分我就比較有感覺，特別是道德倫理自我，在班上，通常比較會

亂講話的大部分是男生，他們會講一些就是比較離譜的話，我不曉得是

不是因為他們玩電玩的關係！他們出口就是被殺被打啦！」（T01） 

 

表 4-2-1 參與生命教育的自我概念在性別的 T 考驗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常模 T 分數 

生理自我 男 252 45.98 8.32 1.330 52 
女 228 45.03 7.47 51 

道德倫理自我 男 252 35.23 6.49 -3.439* 49 
女 228 37.21 6.11 52 

心理自我 男 252 42.07 7.03 1.468 52 
女 228 41.10 7.58 51 

家庭自我 男 252 44.41 8.00 -.720 51 
女 228 44.92 7.26 52 

社會自我 男 252 51.89 8.33 .048 52 

女 228 51.85 9.04 52 

學業/工作自我 男 252 35.15 7.12 1.903 52 
女 228 33.84 7.95 50 

整體自我 男 252 254.73 36.75 .239 52 
女 228 253.94 36.18 52 

 N=48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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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未參與生命教育的自我概念在性別的 T 考驗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常模 T 分數 

生理自我 男 177 47.14 7.78 1.978* 53 
女 143 45.52 6.66 52 

道德倫理自我 男 177 36.05 6.53 -2.183* 50 
女 143 37.49 5.30 52 

心理自我 男 177 42.70 7.24 .736 53 
女 143 42.11 6.95 52 

家庭自我 男 177 44.86 7.64 -.783 52 
女 143 45.52 7.13 53 

社會自我 男 177 53.79 8.76 .701 54 

女 143 53.11 8.43 53 

學業/工作自我 男 177 35.31 7.82 1.164 52 
女 143 34.29 7.61 50 

整體自我 男 177 259.85 36.09 .459 53 
女 143 258.04 33.49 53 

 N=320  *p＜.05   

貳、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年級的差異 

    為了解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年級上的差異，

研究者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田納西

自我概念量表得分在年級上的差異，表4-2-3和表4-2-4分別呈現學生參

與生命教育，以及未參與生命教育的「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在年級

上的人數、平均數、標準差、F值、常模T分數以及事後比較，其結果

說明如下： 

一、生理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46.06；五年級

是45.39；六年級是45.13，以四年級的生理自我最高，六年級的生理自

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595，未達顯著水準。未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四年級平均數是47.57；五年級是

45.99；六年級是45.55，以四年級的生理自我最高，六年級的生理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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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值為2.467，未達顯著水準。此結

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未

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 

二、道德倫理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道德倫理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36.38；五

年級是36.47；六年級是35.67，以五年級的道德倫理自我最高，六年級

的道德倫理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746，未達

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道德倫理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

36.83；五年級是36.89；六年級是36.55，以五年級的道德倫理自我最高，

六年級的道德倫理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值為.101，

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道德倫理自我

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道德倫理自我在年級上無顯

著差異。 

三、心理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心理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42.22；五年級

是41.68；六年級是40.94，以四年級的心理自我最高，六年級的心理自

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1.255，未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心理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43.58；五年級是

41.87；六年級是41.71，以四年級的心理自我最高，六年級的心理自我

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2.451，未達顯著水準。此

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心理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

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心理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 

四、家庭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家庭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45.16；五年級是

45.40；六年級是43.44，以五年級的家庭自我最高，六年級的家庭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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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3.189，達顯著水準，但經

由Scheffé法進行事後比較發現，並未出現成對組的平均數差異值達到

顯著。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家庭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46.37；五

年級是45.07；六年級是44.01，以四年級的家庭自我最高，六年級的家

庭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3.072，達顯著水準，

經由Scheffé法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四年級顯著優於六年級。此結果顯

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家庭自我在年級上有顯著差異，未參與

生命教育的家庭自我在年級上有顯著差異，其中後者的年級差異是四

年級高於六年級。 

五、社會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社會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51.01；五年級

是52.67；六年級是51.97，以五年級的社會自我最高，四年級的社會自

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1.481，未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社會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53.73；五年級是

53.21；六年級是53.41，以四年級的社會自我最高，五年級的社會自我

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091，未達顯著水準。此結

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社會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未

參與生命教育的社會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 

六、學業/工作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35.27；五

年級是34.07；六年級是34.22，以四年級的學業/工作自我最高，五年級

的學業/工作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1.193，未

達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

是36.37；五年級是35.27；六年級是33.14，以四年級的學業/工作自我

最高，六年級的學業工作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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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5.519，達顯著水準，經由Scheffé法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四年級顯著

優於六年級。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學業/工作自我在

年級上無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業/工作自我在年級上有顯著

差異，其中後者之年級差異為四年級優於六年級。 

七、整體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整體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256.09；五年級

是255.69；六年級是251.37，以四年級的整體自我最高，六年級的整體

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834，未達顯著水準。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整體自我，四年級的平均數是264.44；五年級是

258.31；六年級是254.37，以四年級的整體自我最高，六年級的整體自

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2.541，未達顯著水準。

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整體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

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整體自我在年級上無顯著差異。 

    由於表3-3-3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9-11歲和12歲的平均T

分數主要將9-11歲放在一起，也就是三至五年級學生的平均T分數是一

樣的，是以研究者為方便和該表對照，故只以四年級和六年級兩個年

級間加以分析。研究者發現，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只有「家庭

自我」在年級達顯著差異，由於不是兩者都能以事後比較發現差異，

故研究者從平均數來看發現，參與生命教育國小學生的「家庭自我」

平均數，五年級是45.4高於四年級的45.16和六年級的43.44，以五年級

最高，六年級最低，常模T分數五年級是52T高於六年級49T。未參與生

命教育國小學生的「家庭自我」平均數，四年級是46.37高於五年級的

45.07和六年級的44.01，以四年級最高，六年級最低，常模T分數四年

級是54T高於六年級51T。對於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家庭自

我」在年級間的差異，研究者發現，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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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級最低。有志工認為，我國文化一些價值觀的扭曲，隨著孩子年

級的增加，父母會開始將一些自己未盡之夢強加於孩子身上，讓孩子

受到壓力，使得自我概念受到影響。 

 
「長大了，會去想他要圓父母的夢，尤其對自己的界線不清楚的時候，

會以為自己應該要去圓父母的夢才是孝順他，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是，中

國人本身那個文化扭曲的問題，這不是很健康的想法，因為孩子是個個

體，他不應該是去圓父母的夢，而是應該活出他自己的色彩…那我是覺

得說，這個是因為高年級，開始要承受這些壓力。」（T02） 

 

    透過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家庭自我」量化結果在不同

年級的呈現，研究者發現兩者不同的是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家

庭自我」是五年級最高，未參與的則是四年級最高。而國小學生參與

生命教育與否的「社會自我」在年級間雖無顯著差異，可是國小學生

參與生命教育的「社會自我」同樣也是五年級最高，未參與的則是四

年級最高。研究者發現雖然彩虹志工認為「家庭自我」、「社會自我」

的強調主要在彩虹「人與人」課程，「人與己」課程涵蓋層面不大，

但其實彩虹「人與己」課程在年級上是有影響的，相較於未參與生命

教育課程國小學生的「家庭自我」、「社會自我」都是四年級最高，

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家庭自我」，反而是五年級高於四年級和

六年級，「社會自我」則是五年級高於六年級和四年級。 

    至於「學業/工作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年級上

有顯著差異，四年級是 53T 高於六年級 49T，和表 3-3-3TSCS:2－兒童

版標準化樣本中 9-11 歲和 12 歲的平均 T 分數結果一致，參與生命教

育的國小學生在年級上則無顯著差異。研究者將「學業/工作自我」的

平均數進一步比較發現，參與生命教育國小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

四年級是 35.27 高於六年級的 34.22 和五年級的 34.07，未參與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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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工作自我」四年級是 36.37 高於五年級 35.27 和六年級的 33.14，研

究者整理訪談志工所蒐集到的質性資料，志工們認為四年級在「學業

自我」高於六、五年級的可能原因是： 

1.隨年級升高，課業由易變難 

    四年級的課業比五、六年級簡單，學生不太感受到課業的壓力，

而年級越高課業越發困難，五年級是一個很大的轉折，特別是數學變

得比以前難，教材的困難度越來越往下壓縮。 

 
「我才四年級，還要跳過五、六年級，國中一年級，距離還有兩個階段，

他可以不用想那麼多…五六年級不是啦！他跳來就是青少年。」（T03） 

 

「課業的輕重，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二年級升三年級，四年級升五

年級，過程是一個關卡，如果基礎不好，越升一年級就卡在那裡」（T04） 

 
「五年級和四年級在課業的部份，尤其是數學，它很多是需要語文能力

夠強，去理解題目後才有辦法去解題，所以如果他語文能力不夠強，對

孩子來說可能是一個困難。尤其孩子可能之前一、二、三、四年級數學

都還不錯，五年級成績開始低落，可能讓他對自己有些失望吧！」（T01） 

 

「五、六年級他們所學的東西，現在已經從國中東西往下壓，所以他們

學的是已經是國中的基礎。」（T05） 

2.背負家長的期待 

    課業壓力變重，而孩子背負著父母的期待，隨著孩子年級越高，

父母對課業的要求越多，父母認為要在課業上表現優秀，對於未來升

學才有幫助，當孩子無力負荷時，遂變成一種壓力，影響其自我概念。 

 
「功課壓力，很多的觀念裏，父母還是把孩子往補習班送，還是想盡辦

法，要去擠明星學校，如果是變成戶籍制的，就想辦法擠進那個戶籍，

所以有些孩子他們會覺得學業上不是那麼有成就感，或是覺得自己不是

像父母所期待的…」（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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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也面對未來的恐懼，升上國中家裡也在盯…家長對孩子的成

績的能力分配…就會開始看重學業，將來上國中成績因為能力分班，成

績會影響到將來高中分發的學校、排名等。」（T05） 

 
「五、六年級的小朋友是比較容易分心，對他們的課業，他們已經開始

有自己的夢想、自己的憧憬，但是有時候會心有餘而力不足，會覺得說

我很想用功、很想努力、很想把自己表現好，可是，因為你著立點不對，

你會容易分心…」（T03） 

3.分班制度的實施，以及老師對學業抱持的態度 

   就分班制度而言，五年級是剛分班，而四、六年級則是分班的第二

年，另外就是老師的行為和其所表現之態度，對孩子學業自我是重要

的關鍵，如能正確的引導，耐心關懷、多加鼓勵，不以成績的好壞評

斷孩子，才能對孩子產生好的影響。 

 
「可能跟那時候剛分班有關，分班的第二年，老師和孩子之間默契也比

較夠，那四年級，跟六年級是分班的第二年，會不會跟這個有關?…我覺

得在孩子生命當中，比較重要是一個對他有影響力，懂得去欣賞他、鼓

勵他，把他引到正道的老師。」（T02） 

 

「孩子學得好不好，老師佔很大的問題，因為孩子們不願意學習，我覺

得是老師自己教的問題，孩子的意願、孩子對學習的活力跟熱忱，是因

著老師的關係，影響到孩子，…他在教孩子的過程裏面，我們覺得，不

尊重孩子、否定孩子，這否定甚至是對著全班一起否定這個孩子…」（T04） 

 

「如果老師不是很了解小朋友狀況，他們會出現就是，成績好是成績好，

不好就是不好，除非說今天一個老師的鼓勵點加給你…，我覺得那個鼓

勵很重要，五、六年級，真的老師一定要有耐心，而且那個耐心一定要

觀察入微，那個鼓勵要很適當的切入…老師真的是很大的影響。」（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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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參與生命教育的自我概念在年級的單因子變異數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年級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常模 T 分數 事後比較

生理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62 
155 
163 

46.06
45.39
45.13

8.49 
7.84 
7.44 

.595 52 
51 
51 

 

道德倫理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62 
155 
163 

36.38
36.47
35.67

6.91 
6.11 
6.10 

.746 50 
50 
50 

 

心理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62 
155 
163 

42.22
41.68
40.94

7.82 
6.75 
7.27 

1.255 52 
52 
51 

 

家庭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62 
155 
163 

45.16
45.40
43.44

8.18 
7.24 
7.37 

3.189* 52 
52 
49 

 

社會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62 
155 
163 

51.01
52.67
51.97

9.25 
8.29 
8.38 

1.481 51 
53 
52 

 

學業/工作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62 
155 
163 

35.27
34.07
34.22

7.36 
7.95 
7.33 

1.193 52 
50 
50 

 

整體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62 
155 
163 

256.09
255.69
251.37

39.64
35.39
34.07

.834 52 
52 
51 

 

N=48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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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未參與生命教育的自我概念在年級的單因子變異數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年級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常模 T 分數 事後比較

生理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17 
84 
121 

47.57
45.99
45.55

8.01 
7.73 
7.30 

2.467 54 
52 
52 

 

道德倫理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17 
84 
121 

36.83
36.89
36.55

6.64 
6.01 
6.09 

.101 52 
52 
51 

 

心理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17 
84 
121 

43.58
41.87
41.71

7.62 
6.90 
7.03 

2.451 55 
52 
52 

 

家庭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17 
84 
121 

46.37
45.07
44.01

7.92 
7.07 
7.44 

3.072* 54 
52 
51 

四年級＞

六年級 

社會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17 
84 
121 

53.73
53.21
53.41

9.12 
8.58 
8.29 

.091 54 
53 
53 

 

學業/工作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17 
84 
121 

36.37
35.27
33.14

7.69 
7.82 
7.24 

5.519* 53 
52 
49 

四年級＞

六年級 

整體自我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117 
84 
121 

264.44
258.31
254.37

38.55
35.38
33.17

2.541 55 
53 
52 

 

N=322  *p＜.05 

參、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出生序的差異 

    為了解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出生序的差異，

研究者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田納西

自我概念量表得分在出生序的差異，表 4-2-5 和表 4-2-6 分別呈現國小

學生參與生命教育，以及未參與生命教育的「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

在出生序上的人數、平均數、標準差、F 值、常模 T 分數以及事後比

較，其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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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理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46.28；中間子女

是44.05；老么是45.31；獨生子女是45.61，以老大的生理自我最高，中

間子女的生理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1.450，

未達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

46.02；中間子女是46.16；老么是46.38；獨生子女是47.42，以獨生子

女的生理自我最高，老大的生理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

後，F值為.398，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

的生理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在出生

序上無顯著差異。 

二、道德倫理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道德倫理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36.78；中間

子女是35.24；老么是35.78；獨生子女是36.80，以獨生子女的道德倫理

自我最高，中間子女的道德倫理自我最低，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F 

值為1.463，未達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道德倫理自我，老

大的平均數是36.48；中間子女是37.05；老么是36.52；獨生子女是

37.53，以獨生子女的道德倫理自我最高，老大的道德倫理自我最低，

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值為.402，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

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道德倫理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未參與

生命教育的道德倫理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 

三、心理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心理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42.58；中間子女

是40.05；老么是41.24；獨生子女是41.82，以老大的心理自我最高，中

間子女的心理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2.361，

未達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心理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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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3；中間子女是42.27；老么是42.27；獨生子女是43.98，以獨生子

女的心理自我最高，老大的心理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

後，F 值為.859，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

的心理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心理自我在出生

序無顯著差異。 

四、家庭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家庭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 45.43；中間子女

是 44.16；老么是 44.03；獨生子女是 44.96，以老大的家庭自我最高，

老么的家庭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 1.137，未

達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家庭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

44.56；中間子女是 43.89；老么是 45.68；獨生子女是 45.64，以老么的

家庭自我最高，中間子女的家庭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

後，F 值為.857，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

的家庭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家庭自我在出生

序無顯著差異。 

五、社會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社會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 53.18；中間子女

是 50.58；老么是 51.02；獨生子女是 51.98，以老大的社會自我最高，

中間子女的社會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 2.511，

未達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社會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

53.93；中間子女是 52.14；老么是 53.02；獨生子女是 54.93，以獨生子

女的社會自我最高，中間子女的社會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之後，F 值為.950，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與生命

教育的社會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社會自我在

出生序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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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學業/工作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 35.28；中間

子女 33.05；老么是 34.11；獨生子女是 35.29，以獨生子女的學業/工作

自我最高，中間子女的學業/工作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

F 值為 1.892，未達顯著水準。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

老大的平均數是 35.08；中間子女 34.62；老么是 34.57；獨生子女是

35.53，以獨生子女的學業/工作自我最高，老么的學業/工作自我最低，

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F 值為.215，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

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的學業/工作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未參與

生命教育的學業/工作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 

七、整體自我方面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整體自我，老大的平均數是259.54；中間子女

247.15；老么是251.50；獨生子女是256.45，老大的整體自我最高，中

間子女的整體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2.63，達

顯著水準，不過經由Scheffé法進行事後比較發現，並未出現成對組的

平均數差異值達到顯著。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整體自我，老大的平

均數是258.10；中間子女256.14；老么是258.45；獨生子女是265.04，

獨生子女的整體自我最高，中間子女的整體自我最低，經過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之後，F 值為2.63，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生參

與生命教育的整體自我在出生序有顯著差異，未參與生命教育的整體

自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 

    研究者發現，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出生序無

顯著差異，至於「整體自我」只有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出生序

有顯著差異，但是以 Scheffé 法進行事後比較無法發現差異，故研究者

從平均數來看發現，參與生命教育國小學生的「整體自我」平均數，



  97

老大是 259.54 高於獨生子女的 256.45 和老么的 251.5 以及中間子女的

247.15，以老大最高，中間子女最低。 

    研究者整理訪談志工所蒐集到的質性資料，志工們認為老大在「整

體自我」高於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的可能原因是： 

1.家長對孩子的教養態度 

（1）備受期待的老大 

    老大是家庭中的第一個孩子，也通常是在期待下誕生在這個世

界，因此家長對老大的教養會較為關注，使其自我概念會比其他出生

序的孩子來得好。 

 
「老大一定是被父母寄予最高的期望，所以他可能享受的資源是不錯

的，後面的孩子，照我們父母的角度來講，因為已經有老大的一個模式，

所以可能後面的孩子就會照那個模式，不會再像照顧老大時那麼戰戰兢

兢的去照顧他…當我們自己在長進的時候，其實後面的孩子應該是用更

正確的方式去帶他。」（T01） 

 

「老大通常是比較在期待的狀況生出來，因為第一個孩子，現在很多人

晚婚，然後覺得第一個孩子…，很多隻手去抱那位小孩、看顧他。」（T02） 

（2）得天獨厚的獨生子女 

    獨生子女是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家長會將所有心力和資源投注在

這孩子身上，自我概念也很不錯，比老么和中間子女好。 

 
「獨生子女他們的資源什麼其實都很夠…」（T01） 

（3）備受保護的老么 

   老么是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備受家長保護，相對的其自主性、解決

問題能力、人際互動比老大、獨生子女來得弱。 
 

「父母你怎麼去拿捏這兩個孩子的教導，…老么是比較受保護，那他很

多的思想是他不用去動腦筋想，什麼東西都會有人幫他安排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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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說他的自主性沒有這麼強，很多事情沒辦法自己處理…。如果家庭

有這樣想法的話，相對的在生理和心理方面，會衍伸很多不一樣的想法，

大的會覺得說我有那個要獨當一面的感覺，因為我就是老大，那老么會

想天塌下來還有你一個擋，所以他變成很多東西他不願意去學習…，他

面臨問題的解決能力就會很差，相對的他跟人之間的關係，還有他心理

的層面，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會有偏差。」（T03） 

（4）易受忽略的中間子女 

    中間子女是家庭中排行居於老大和老么中間者，因此比較容易受

家長忽略，自我概念是最為低落的一群。 
 

「中間的那個孩子真的有時候是會被忽略，因為那個老大是會被寄予厚

望！老么一定是最可愛，那中間的孩子他可能比較沒被父母注意，如果

他又比較不去抗爭，我們會認為他是沉默的一群，那我們通常認為不講

話的孩子是最乖的，所以你反而不會去意識到這個不講話的孩子他需要

什麼，你反而會忽略他。」（T01） 

 
「…老二就會比較被忽略掉…如果又有老么，老么又一直纏著媽媽，比

較會撒嬌的話，老二有些時候就會被忽略掉。」（T02） 

 

「中間子女被忽略，…老大因為是第一個孩子，所以得天獨厚。」（T05） 

 

    家長對不同出生序的孩子所抱持的教養態度，對其看待自我的狀

況也會產生差異，因此有彩虹志工進一步表示，生命教育的推動，除

了希望對孩子產生影響之外，也希望帶進家庭裡，給家長們在教養觀

念上的調整，多元的看待孩子的可能性及其特質。 
 

「生命教育不是光光影響到孩子，我們也希望這個孩子帶回去的時候，是讓

家長他們也知道要用一個不同的眼光去看孩子，每個孩子都不一樣，如果我

們還是照以前我們自己受的那個管教或教養方式，我們就會覺得只有一種方

式是對的，那這樣對有的孩子來說是不公平。」（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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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參與生命教育的自我概念在出生序的單因子變異數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出生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生理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79
74 
175
49 

46.28
44.05
45.31
45.61

7.88 
7.10 
8.17 
8.14 

1.450  

道德倫理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79
74 
175
49 

36.78
35.24
35.78
36.80

6.34 
7.12 
6.24 
5.28 

1.463  

心理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79
74 
175
49 

42.58
40.05
41.24
41.82

7.04 
6.96 
7.20 
8.52 

2.361  

家庭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79
74 
175
49 

45.43
44.16
44.03
44.96

7.45 
7.81 
7.38 
8.79 

1.137  
 
 

社會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79
74 
175
49 

53.18
50.58
51.02
51.98

8.93 
8.16 
8.35 
9.12 

2.511  

學業/工作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79
74 
175
49 

35.28
33.05
34.11
35.29

7.77 
6.23 
7.59 
7.97 

1.892  

整體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79
74 
175
49 

259.54
247.15
251.50
256.45

36.10 
34.53 
35.73 
39.59 

2.633*  

N=47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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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未參與生命教育的自我概念在出生序的單因子變異數摘要表 

分量表名稱 出生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生理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08
37 
128
45 

46.02
46.16
46.38
47.42

7.74 
7.26 
7.44 
6.17 

.398  

道德倫理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08
37 
128
45 

36.48
37.05
36.52
37.53

6.37 
6.65 
5.91 
5.52 

.402  

心理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08
37 
128
45 

42.03
42.27
42.27
43.98

7.94 
7.87 
6.38 
6.08 

.859  

 

家庭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08
37 
128
45 

44.56
43.89
45.68
45.64

8.26 
8.55 
6.43 
6.88 

.857  
 
 

社會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08
37 
128
45 

53.93
52.14
53.02
54.93

8.36 
9.11 
8.90 
7.69 

.950  

學業/工作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08
37 
128
45 

35.08
34.62
34.57
35.53

7.68 
9.03 
7.29 
7.83 

.215  

整體自我 老大 
中間子女 
老么 
獨生子女 

108
37 
128
45 

258.10
256.14
258.45
265.04

36.96 
37.73 
33.29 
31.46 

.569  

N=318  *p＜.05  

肆、綜合討論 

    綜合以上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

異比較分析，以下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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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方面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心理自我」、「家庭

自我」、「社會自我」、「學業/工作自我」、「整體自我」在性別上

無顯著差異，只有「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有顯著差異，「生

理自我」是男生高於女生，「道德倫理自我」是女生高於男生。參與

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

我」、「學業/工作自我」、「整體自我」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只有

「道德倫理自我」有顯著差異，是女生高於男生。從量化資料顯示，

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只有「道德倫理自我」在性別上有顯著

差異，至於「生理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性別上有

顯著差異，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則無顯著差異。 

    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只有某幾個層面在性別有所差異，但

是對「整體自我」沒有影響，此結果與何英奇(1986)、伍至亮（2001）、

周佑玲(2002)、胡舜安（2003）、許明遠（2004）、吳秀玉（2005）、

林君徽（2006）、洪秀梅（2007）、林珮瀅(2008)相符。其中女生的「道

德倫理自我」顯著優於男生，此結果和TSCS表1-2TSCS:2－兒童版標

準化樣本中男性和女性平均T分數女生優於男生的結果一致。與賴自強

（1997）、顏綵思、魏麗敏（2005）等人的研究結果也相同。 

   而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在性別上的差異，是男生優

於女生的結果，和TSCS表1-2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男性和女

性平均T分數男生優於女生的結果一致。和一些研究（黃淑玲，1995；

侯雅齡，1998；白博仁，1999；邱霓敏，2001；伍至亮，2001；胡舜

安，2003；姜韻梅，2003；許明遠，2004；郭怡汎，2004；楊惠婷，

2004；鍾仁惠，2005；顏綵思、魏麗敏，2005；陳玉玟，2006；邱禮

仁，2006；林君徽，2006；谷宗芸，2007；賴美雪，2007；吳晃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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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結果相同。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生理自我」在性別雖然未達

顯著差異，不過從平均數來看也是男生高於女生。這可能與一般人認

為男生在體能或個性上偏好運動的看法相符，也有可能是因為男女生

理結構上的差異，使得女生比男生提前進入青春期，面對身體的變化

使得身心失衡，特別是在坊間或者媒體廣告的渲染，多強調女性要瘦、

要化妝才美麗的觀念，造成女生對「生理自我」的要求比男生高，於

是對「生理自我」評價就會比較低落。 

二、年級方面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未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道德

倫理自我」、「心理自我」、「社會自我」、「整體自我」在年級上

無顯著差異，只有「家庭自我」、「學業/工作自我」有顯著差異，是

四年級高於六年級。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

「心理自我」、「社會自我」、「學業/工作自我」、「整體自我」在

年級上無顯著差異，只有「家庭自我」有顯著差異，但透過 Scheffé 法

事後比較無從得知其在年級間的差異。從量化資料顯示，國小學生參

與生命教育與否，只有「家庭自我」在年級上有顯著差異，兩者從平

均數來看會發現，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家庭自我」是四年級高於五年

級和六年級，參與的則是五年級高於四年級和六年級，至於「學業/工

作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年級上有顯著差異，參與

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則無顯著差異。 

    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只有某幾個層面在年級有所差異，但

是對「整體自我」沒有影響，與黃淑玲（1995）、陳美芬（1996）、

周佑玲（2002）、吳秀玉（2005）、邱禮仁（2006）、吳晃彰（2008）

的研究結果相符。其中未參與的「家庭自我」從平均數來看，與表 3-3-3

（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 9-11 歲及 12 歲年齡群平均 t 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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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歲學生優於 12 歲學生的結果一致，與侯雅齡（1998）發現四年級

顯著優於五、六年級，郭怡汎（2004）四年級顯著優於六年級的結果

相同。參與的「家庭自我」平均數，是五年級優於四年級和六年級，

則與表 3-3-3 結果不一致。不過研究者發現不論參與或未參與學生的

「家庭自我」都是五年級優於六年級，此結果和胡舜安（2003）、陳

雅雯（2003）、許明遠（2004）、林君徽（2006）、賴美雪（2007）

的發現相同。 

    本研究使用之「中文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兒童版」其中「家庭

自我」分數主要反映對身為家中一份子，所感受到的勝任感及價值感，

代表受試者對自己與周遭家人關係的看法。對兒童而言，學生與老師

間關係的看法受到「家庭自我」的影響極大，同時也和個體如何看待

自己行為、學業能力及表現相關（林幸台、張小鳳、陳美光，2004）。 

   至於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在年級上的差異是四

年級優於六年級的結果，和表 3-3-3TSCS:2－兒童版標準化樣本中 9-11

歲及 12 歲年齡群平均 t 分數 9-11 歲學生優於 12 歲學生的結果一致。

和楊惠婷（2004）的結果發現四年級的「學業/工作自我」顯著優於六

年級相同。雖然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學業/工作自我」在年級未達顯

著差異，不過從平均數來看，也是四年級優於六年級。另外研究者進

一步發現，雖然參與和未參與學生的平均數都是四年級最高，不過不

同的是在五、六年級的部份發現，未參與的「學業/工作自我」是五年

級高於六年級，有參與生命教育的則是六年級高於五年級。 

三、出生序方面 

    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未參與生命教育的自我概念各面向在出生

序上皆無顯著差異。參與生命教育的「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

「心理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學業/工作自我」在

年級上無顯著差異，只有「整體自我」有顯著差異，但透過 Scheff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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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比較無從得知其在出生序間的差異。從量化資料顯示，國小學生

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各面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至於「整

體自我」只有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出生序有顯著差異，從平均

數來看會發現，老大高於獨生子女、老么和中間子女，參與生命教育

的國小學生則無顯著差異。 

    未參與學生在自我概念各面向及「整體自我」在出生序皆未達顯

著差異，此結果和賴自強(1997)、蔡佳靜(2002)、洪秀梅(2007)、吳晃

彰(2008)相符。而參與學生的「整體自我」在出生序有顯著差異，以

Scheffé 法事後比較雖無從得知其在出生序間的差異，不過從平均數來

看是老大優於獨生子女、老么和中間子女，此結果和谷宗芸(2007)的研

究發現老大優於老么和中間子女相符合。 

    以上有關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

異比較，研究者歸納摘要如表 4-2-7、表 4-2-8。表 4-2-7 為參與生命教

育學生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比較，表 4-2-8 為未參與生命教育

學生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比較。 

表 4-2-7 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比較 

分量表  性別 年級 出生序 

生理自我 男>女 四>五>六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道德倫理自我 男<女* 五>四>六 獨生子女>老大>老么>中間子女 
心理自我 男>女 四>五>六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家庭自我 男<女 五>四>六* 老大>獨生子女>中間子女>老么 

社會自我 男>女 五>六>四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學業/工作自我 男>女 四>六>五 獨生子女>老大>老么>中間子女 

整體自我 男>女 四>五>六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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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未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比較 

分量表  性別 年級 出生序 

生理自我 男>女* 四>五>六 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老大 
道德倫理自我 男<女* 五>四>六 獨生子女>中間子女>老么>老大 
心理自我 男>女 四>五>六 獨生子女>中間子女=老么>老大 

家庭自我 男<女 四>五>六* 老么>獨生子女>老大>中間子女 

社會自我 男>女 五>六>四 獨生子女>老大>老么>中間子女 
學業/工作自我 男>女 四>五>六* 獨生子女>老大>中間子女>老么 

整體自我 男>女 四>五>六 獨生子女>老么>老大>中間子女 

*p＜.05 

第三節 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 

壹、生命教育志工帶領彩虹「人與己」課程的教學要領 

    彩虹「人與己」課程的設計理念和課程單元主題規劃，以「認識

自己」、「欣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四個主題

為主，都經過一定的概念設計，以符合教學理念，適應學生需要，但

是課程是死的，人是活的，能讓這些理念確實傳達的推手，研究者認

為在教學現場的生命教育志工，其教學要領是影響課程實施成效最重

要的關鍵，於是透過與五位彩虹志工的訪談，並配合彩虹生命教育課

程上的設計與應用，將志工們在進行課程時的教學方式，分別以（一）

圖畫書的運用；（二）思考教學；（三）體驗學習；（四）運用創意為原

則，因時制宜的靈活調整教案；（五）教師自我思考與體驗；（六）教

師角色的定位；（七）其他，進一步分析歸納並整理相關要領如下。 

(一)圖畫書的運用 

1.熟記故事內容，掌握故事重點 

 
「進階用的一個故事<我不知道我是誰>…，我們會導向就是說，其實他

身上有很多特點只是他不知道那些特點是很有用的，那孩子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會有一些特點，但是你也不知道那個就是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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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就是激發他們從達利 B 這隻兔子的特點進而回到自身，看看自己身

上有什麼特點…」(T01) 

 

「…那些繪本太長你要怎麼去講我覺得那需要技巧，我通常講繪本我是

用跳脫的，我的習慣是先把繪本看過一次，讓它記在我的腦袋瓜裡面，

我吸收它，那我都會鼓勵其他彩媽們試著把繪本融入腦海中，講的時候

會比較順暢…你今天講的東西要跟繪本有契合點。…，然後那個繪本要

融入那個主題，不要說沒有帶到。我們都會有提問…，我希望孩子從我

這裡學到的不單單是一本繪本、一首歌曲，我希望他們去學習的是知道

為什麼要這樣並且拿出態度、行動。」(T03)」 

2.繪本故事盡量不重複，若真的重複時，要相信自己，並依個人特質、 

  故事內容，以不同方式呈現故事，盡量將兒童帶入情境中，當學生 

  反應不佳，也應從自身作檢討改進。 

 
「我們現在上過的每一個課的繪本，我有提出來，你們一定要記住，不

要重複，當然這也很難啦，因為他們學校不是只有我們的生命教育老師，

那你的繪本一定會重複…但我們都會統籌…那我就有跟他們講說，如果

今天同學給你一個問題說，老師這個繪本我們看過了，我都知道裡面裡

面什麼…可是我不放棄，我就覺得說我對我自己很自信，我就說好沒關

係，我就先不看繪本，我就問那這個繪本講什麼?但是講忘記的人很多，…

講繪本的時候，老師的反應要很快，就是你可以先問，你不要看繪本阿，

你就把問題丟出去給小朋友嘛!」(T03) 

 
「我們會找相關的繪本，有些孩子可能會覺得說，我在低年級就聽過這

個故事了，不過沒關係，因為鵝媽媽有鵝媽媽講故事的方式，周杰倫有

周杰倫講故事的方式，一樣都很吸引人。」(T02) 

 

「像我教《是蝴蝶還是青蛙》時，我剛開始教時就上網看蝴蝶的圖片弄

下來，用那個烤肉的竹籤把尖的部分剪掉，然後把角色帶出來，後來我

第二次，已經成長過了，變成說就用powerpoint帶…我都會跟小朋友講，

你們想想要做什麼角色，跟著老師一塊進來，進去我們自己的戲劇裡!…

我真的建議就是說，讓他們進去那個繪本裡面…」(T03) 

 

「有些孩子他拿書出來看，我就會想，難道他聽過了嗎?我的故事是不是

講得不精采?要不要換個方法?孩子也會刺激我阿，一個人如果上得不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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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人家不想聽，那你不能只請學生反省，你要反省你自己。」(T02) 

 3.擴展繪本對各單元主題之通用性，但須注意繪本與主題是否確實 

連結重點，在更動前最好請有經驗的彩虹志工共同商討。 

 
「有些繪本裡面其實它的議題，不單單只有認識到那個好的特點，其實

從另一個負向角色的時候，也可以去知道怎麼跟那個角色做一個連結…

有些繪本內容，其實不單單講到人與己，它也帶到了，也許你怎樣去跟

你不喜歡的對象相處，就是其實是可以相通的。」(T01) 

 

「我們都有備課的時間，我們會覺得說哪一個繪本還可以帶進去?…單單

一本繪本，你用不同的層面去帶它還是OK的，比如說《毛毛蟲變蝴蝶》

我們今天來講說認識自己，那我們甚至也可以把它延伸出來欣賞自己，…

那最主要是說你要教他們什麼東西，那才是重點」(T03) 

 

「最好是有一部份教學經驗的人，再去改繪本，免得整個主軸偏掉…，

靈巧應變，所以我們就找出其他相關的繪本。」(T02) 

(二)思考教學： 

1.熟讀教材並用心思考各活動與該單元主題之關連，以利問題討論的 

進行。 

 
「教材本一開始都會說這單元要談些什麼?在單元裡的每一課就有說這

部份，你的重點是要在哪裡，就不會說天馬行空，然後帶到完全不相干

的主題上面。」(T01) 

 

「繪本所帶出的東西是不一樣的，…跟孩子探討那個點，我們都會在提

問中帶入，就是說看你提問的層面在哪個部份，…不過我們在帶「人與

己」，還是蠻著重在自我認識…提問是對我來講，還在操練當中，因為

像我進的班，孩子的思考是已經很被制式化…，整個層次很懸殊時，以

致於他們在對自己彼此那個認同度產生狀況…」(T05) 

2.掌握各單元主題的教學重點，並適當引導學生注意此重點，例如:「欣 

  賞自己」主要在請其找出特點，當學生以外表好看與否作為特質的 

  強調需提醒他避免此種思考，若其思考偏離主題時彩虹志工需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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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適時帶領學生回到課程重點。 
 

「以欣賞自己為例，我課程上有引導他們，每個人要找出自己的特質，

我會告訴他們，找特點時，盡量不去找外型，…這每個時代是不一定的，

那如果真的你遇到妳的身體上面，是在這個社會的角度看起來不是那麼

美，不見得是妳出了問題，有時候是社會角度，但是妳可以讓自己用健

康的眼光去接納自己。」(T02) 

 

「我們會抓它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話語，以認識自己來講，『自我了解

是生命很重要的課程，而這功課是幫助我們享受生命，幫助我們活出生

命的光采，發揮自己的特長。』我們的彩媽，在最後都會把一些重要的

東西抓出來提醒孩子。」(T04) 

 

「小朋友很容易岔題!重點你要再拉回來，因為你拉不回來的時候，你就

變成在聊天…他們會有一些跳脫，但是你要即時反應他講什麼，…那怎

麼樣去從他們講的話再帶入本來你想要表達的東西。…我就說在講繪本

時隨時都要注意，就是要有預備心，什麼狀況都有可能會出來，那個狀

況出來時你要怎麼收尾，剛好就恰到你今天的課，才是重點。」(T03) 

3.透過問題討論、學習單、影片教學，了解學生理解程度，給予其思 

  考機會，並由其回應發現他們的內在問題並加以解決，而這也是生 

  命教育為何需要分成初階、進階、高階的原因，讓信念不斷加強。 

 
「孩子有的時候他是不知道什麼方法可以用，那藉由我跟他的談話中，

就可以給他一些建議，然後他也願意接受。…我們之前有分享過繪本《不

甘心做老二》，那我們就真的有那種排行是屬於老二的就說「他覺得爸媽

重視姐姐、哥哥和弟弟、妹妹」他受到那種被忽略的感受。」(T01) 

 

「透過繪本後的問題討論，…我們看了一些歐美不錯的繪本，因為他們

用比較成熟的方式，以及孩子能夠被尊重，情緒有適當發展的方式被對

待，…我覺得有些時候，可以讓孩子們的情緒上面可以得到舒緩，像有

些時候，孩子們會覺得說，對，那個角色就是我。…有些事情被貼標籤

的話，我應該在什麼時候化解，有些時候我就是透過故事、或是破冰活

動，或是問題與討論，對，那我不指名道姓是誰，那小朋友很奇妙就是，

他們從繪本裡面，有些時候就覺得說，對呀那就是誰誰誰，不然就是說，

對，那個委屈的就是我，那我覺得說那蠻好的，就是說，繪本可以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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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感受到這樣，被體貼、情緒上面被接納，好像被聽懂，然後再加上

問題與討論裡面，讓他去反思應用到日常生活。」(T02)  

 

「他從我這邊，再去重新認識到『老師講的這個繪本，好像就是我』比

如說，那個驕傲的好像就是我，我要挑起他們那個內心最底處，因為有

的小朋友不懂，有的小朋友會說我生來我家就是有錢，我生來就是我要

什麼就要什麼，可是那一份的驕傲，他帶到這個班級來，他不懂他自己

在做什麼?他只是來到班級就是炫耀…，當你這個班級出現這個狀況的時

候，妳要用妳的繪本怎麼去帶他們，那才是重點。」(T03) 

 

「有時候我給他們的學習單問答題裡面，他會寫他來不及寫功課，或是

同學說他很笨。…我會在學習單上面寫，你並不笨你只是比較晚開竅，

那像我們曾經講一個故事叫做阿虎開竅了，那我就會類似，我就說你只

是比較晚開竅，有些人只是比較早懂，有些人比較晚懂，你可能數學比

較不懂，可是你體育很強阿，我會去觀察，我平常會蒐集資料… 」(T02) 

 

「上課我們蒐集一些生命教育影片，可以去做思考…孩子需要的是反

思、思考，因為現在孩子很習慣機械式反應，當我在run的時候，孩子其

實比較被刺激，而不是單方面的接受。」(T05) 

 

「《但願我是蝴蝶》裡，可能有些孩子會像蟋蟀一樣，覺得我不想上學，

上學不是我的強項，或是說這個我在安親班或是我很聰明，我都會了，

幹嘛還要我去上學，還在讀那些東西，好丟臉好幼稚!那這個當中，就會

讓孩子把他的情感裡頭，去融入到他生命當中，也呈現出某些問題就會

浮現出來，所以為什麼我們設計問題與討論。」(T02) 

 

「生命教育最重要是後面的提問。提問才是最重要的精華，能夠在這提

問裡面，讓他再跟自己的生活有連結。」(T04) 

 

「課程分初階、進階、高階，有些東西你可能給孩子一次印象之後，他

可能沒辦法馬上吸收，就是說有些信念是需要不斷去告訴他，這就是為

什麼一年級上過，三年級、五年級還要上，希望那信念一直加強。」(T01) 

(三)體驗學習 

1.利用故事延伸或相關破冰體驗活動，引導學生將概念變成行動。 
 

「那時候講《擦亮路牌的人》，…聽完故事孩子說，我覺得我爸爸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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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有一次看到一個老人家，跌倒還是被撞到，他把他扶起來…在我們

眼中看起來，有時候好像是小小事，但他以爸爸為榮，覺得爸爸是個好

人，我覺得孩子透過一些故事或是破冰或是提問，會讓他去省思」 (T02) 

 

「透過繪本這樣的生命教育分享，他們會去體恤別人，…你去引導孩子

思考，要如何開口請求別人幫助…」(T05) 

 
「破冰活動的好處就是他們在玩之餘，還會再問他們，剛剛活動當中有

看到、聽到什麼，你有什麼感受，讓孩子從活動中去體驗到你要帶入的

主題在哪裡，…以繪本去帶，那就是說體驗活動其實蠻重要的。」(T01) 

 

「破冰活動可以玩得很有感覺。我們有時候講，你從小到大有什麼變化，

孩子們很忙，今天上數學明天上才藝，他根本忘記去想這一點，可是你

直接給他看照片，他就知道一個很明顯的自己的轉變、長大」(T02) 

 

「以欣賞自己為例，比如說：高矮胖瘦、外表，基本上是鼓勵孩子接納，

也會用破冰活動，比如玩超級比一比，比的方式像是誰的身上痣比較多?

那痣多就贏啦!有的孩子本來認為痣多是不好的，但我們說痣多贏了的時

候，就是說有的時候特點反而變成優勢，有些特點，我們看似不重要，

但其實它在關鍵的時候，是可以發揮功用的，就是希望盡量幫助孩子可

以了解這點。」(T01) 

 

「破冰活動會玩一些遊戲，我有什麼特點？從我自己的外在我有什麼特

色？…我們都會讓孩子去，在課程裏面，常常去想到這個東西。」(T04) 

 

「準備一些道具或影片用這來做破冰，或是寫學習單時我們個別來討

論，他們就會比較去延伸，就會讓孩子去看見，…開始進入自己的思考

階段，他真的去觀察真的去思考，孩子就很清楚的提升那個自我的形象，

然後跟人之間的相處，當他認識自己、接納自己、欣賞自己的時候，他

對很多事情是有挑戰性的，但是這個挑戰不會為他帶來挫折。」(T05) 

2.透過平時與學生互動時的觀察或請老師協助蒐集學生資料，設計 

  活動前須考慮學生背景、特質和環境因素，以選擇最適合學生的 

  活動。 
 

「我常常在看他的背後原因是什麼?因為我不希望二度傷害他，所以我也

會觀察，也就是孩子可能在觀察老師，我也在蒐集資料，例如從孩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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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透過某些設計，來了解他是誰。」(T02) 

 

「孩子都很聰明不要低估他們的能力…不同的學生，那我帶的方式就又

不一樣…因為每個孩子特性不同，每個孩子的表現方式也不同。」(T03) 

 

「某一些現實層面，還有每個學校的孩子的比例分部不是一樣，…對一

些比較偏遠的孩子，可能他們的學識不見得那麼跟得上，可能老師在選

繪本，就不見得能夠用，解釋方法就要變得比較委婉或簡單，程度不同

或是因為有些城鄉差距。不過我覺得這就是老師自己去應用!」(T02) 

 

「因為我們○○國小很小，所以有時候有點耳聞，這個班大概是什麼樣的

狀況，就會評估說，是不是在這個班用這個好不好?」(T05) 

 

「…這樣的小朋友，我該怎麼去講這繪本，而且在選繪本的時候，變得

要很小心，因為我怕再觸動小朋友的心…可能要講的繪本要挑選一下，

那可能會讓小朋友有點觸景傷情…，母親節那個教案帶進去時我有點害

怕，所以我進去前就有跟老師討論。」(T02) 

(四)運用創意為原則，因時制宜的靈活調整教案 

1.與兒童生活經驗結合，融入他們感興趣的事物，以提高學生對課程  

 的參與感。 

 
「如果完全跟著教材走，我會覺得說，有的時候不見得那麼貼切!有時故

事很有趣，但是故事有趣後，你怎麼樣去帶入他們生活中，帶到孩子比較

熟悉的地方去切入比較生活化的地方，就是我們自己要努力。有的時候不

只要看教科書，可能還要搭配新聞時事。或可能他們喜歡的那個卡通，他

們喜歡的遊戲我們要知道，才會更貼近他們的生活。」(T01) 

 

「提問是最重要的精華，在提問裡，讓他再跟自己的生活有連結。」(T04) 

 

「如果你用說教方式大概他們就不會想理你，通常我們就用提問!剛開始

他們也不見得想理你!聽的人有些會回答，有些也不理你，但是碰到他們

切身有關係的時候，他們就比較多人開始參與，就會進來了。」(T01) 

2.根據單元主題、教學重點，可彈性調整活動內容，以設計適合學生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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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彩虹有他的整個架構，一定有他的價值在，我們就照著他的架構，

完全走下來，他有的繪本我們會照樣，但是我們會穿插一些補充的…，可

能說學習單可以放在後半段時間，我們會有繪本，不然就是破冰遊戲，會

有這種穿插，照著他的架構但再做些調整。」(T04) 

 

「以彩虹教材內容為主軸，因為我們備課都還是在這個範圍內，書單大

致也都以這為主，除非我們覺得可再新加，像這次我們勇氣與信心，我

用了雷公糕來代替，因為我覺得那對孩子比較有延展性，有時候我是會

做這種評估，然後就會去思考孩子的接受度，去觀察我們過去上的課，

大概用了哪幾種繪本，去思考要不要有新的嘗試，會有這種彈性。」(T05) 

3.因應學生狀況，針對該情境把握當下進行機會教育，讓學生從過程 

 中，能透過正確又有效的思考、態度、行為去看待身邊的人事物。 
 

「去年我帶了一班三年級，因為他們喜歡幫老師放 PPT，所以他們一開

始就會說我來幫忙放，可是後來發現，每個人都想放…大概上了三、四

堂課以後我發覺不行，每次上課為了這個事情他們又在吵，那天我們就

不上課，就來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我那時候就給他們上了一課，怎樣

去聽別人的聲音，那一堂課我就完全沒上，就是去給他們做這樣的處理，

起碼把這樣的事情解決，讓他們學習傾聽別人的聲音，也許那天完全沒

有辦法照著主題走!但是我覺得那當下的機會教育蠻重要的。」(T01) 

 

「我們用《誰是羅雷特》這本繪本來談唐氏症的孩子，最明顯就是有一

班出去校外教學遇到特教班的孩子，…不只我們的孩子，其他的孩子都

指指點點的，可是我們彩媽很有智慧，她說，阿!記得我們上過的羅雷特

嗎？他們就是羅雷特。然後孩子說，喔~~原來羅雷特真的是這樣子，就

從繪本到現實，所以整個看電影的過程，彩媽就分享孩子全程安安靜靜

享受電影，不會因為這群孩子被干擾，孩子們他其實有被觸動，那個關

懷的一個情感，就是他在看待自己跟看待別人上面，他有改變。」(T05) 

 

「…聽力有狀況的孩子，彩媽她用一盆水在裡面講話，那同學說聽不清

楚，彩媽就說，同學他也是發生這個問題，他接收到你們聲音是這個樣

子，就是彩媽真的為這個孩子去做這件事，我覺得說這很值得鼓勵，我

常覺得不是把問題拉出來課輔，而是要像這彩媽做的，讓全班去接納這

個學生，這才是生命教育最重要的東西。」(T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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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自我思考與體驗 

1.透過教學重點和與學生的互動，教師自己體驗課程所要帶出的反省 

  與思考，回到自我生命中做探討、改進，在面對種種問題時，能讓 

  自己更勇於面對並解決，讓自己活得比以前快樂、自信。 
 

「我在教生命教育，但我一樣會面臨到我生命中的瓶頸，我也是不斷的

在學習，甚至是從小孩身上學習，以小孩的眼光看原來是這個樣子，誤

會他們時，我也會跟他們對不起…，沒有用另外一個角度來看，只用單

一個角度來看，有時太早做決定，也是會傷害他。」(T02) 

 

「…我第一天教生命教育回到家，我跟我兩個女兒道歉，我說媽媽真的

很對不起妳們!媽媽真的沒有很用心在帶妳們!很愛妳們，妳們都知道我很

愛妳們，但是我是用我自己的方式來對你們，…回到生命教育這個區塊，

讓我重新再認識怎麼對孩子，讓我重新學習做一個媽媽。」(T03) 

 

「…生命教育老師拋問題以外，還自己去回答那個問題，就好像是一顆

石頭丟到河裡面會起漣漪。…我應用在家庭變成說，我會面對孩子，懂

得自我要求的孩子，甚至他如果自我要求到完美的孩子，我會覺得這樣

的孩子，不能再給他壓力，我會去鼓勵他不要害怕，沒考到前幾名，不

表示你是不值得被愛的，你已經盡力了，我比較是安慰，如果那種比較

愛玩的，但是他玩我也會鼓勵他，我說你要會玩也會讀書，心要知道怎

麼收回來，…要不是因為生命教育，我可能也會像一般世俗的媽媽，禮

拜一禮拜二補什麼，這邊不可以輸人家，考好，還要再更好。」(T02) 

 

「真的是回到教會、然後教生命教育，我才真正面對我的問題，以前我

講的每一句話，就會受到自己良心的譴責，我教別人怎樣，可是問題是

我自己的是什麼…我反而現在活得很高興，我講什麼話就覺得我作得

到，不會像前面講得很心虛，我得到了我的孩子和真實的自己，我得到

一個自信，得到一個面對我自己問心無愧的。教課時還是很多時候我可

以很坦然，而不是以前講我要怎樣其實後面都覺得說有點假，現在活得

比以前更有自信。…我覺得生命教育這個區塊，改變我太多，讓我重新

再做一個媽媽，重新再面對孩子。」(T03) 

2.以自己生命曾遭遇的困境或挫折經驗，讓學生思考當面對問題時，  

  可以如何突破、解決，會帶給學生更正面的生命影響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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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舉自己的例子怎麼去突破，或是舉現在社會報紙裡面的題材，有

些人可能為了某些生理上或心理上、天生的環境，或是後天環境他無法

突破的因素，可是我會舉例說，颱風夜不會一直停留在那邊，也會有晴

天的時候，在那段時間可以盡力把你自己能做的去調整，是缺點就改，

不是缺點的話就讓妳的特點去放對位置，它就變優點。…老師用自己的

見證去講，那個力量會更強，孩子會很好奇說是嗎?那妳那時候那麼可

憐，後來怎麼樣呢？其實小朋友真的很可愛，施比受更有福。」(T02) 

 

「講到跟生命困境有關，我也以自己小時候為例，有鼓勵我的老師，…

你怎麼突破生命當中的困境，去勝任你的身分和本身應該做的事」(T02) 

 

「寫學習單時有孩子寫我的缺點就是記憶不好，家人都告訴他，你是記

憶不好的人，我說，彩虹媽媽小時候跟你一樣也是記憶不好，所以成績

一直沒有跟兩個姐姐一樣，但是我用最基本的方式不斷的抄寫，去加深

自己的印象，那你現在的回家功課，你們老師要你們抄寫，就是透過抄

寫，加深你們的基本印象，有沒有機會可以改變？可以的。」(T05) 

 

「生命的改變，比你學的所有東西都還重要，生命教育最重要是用生命

影響生命，所以我們用生命來影響你，課程沒關係，但你真的要學到看

到自己、愛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不要被外面的事情來否認掉。」(T04) 

(六)教師角色的定位 

1.彩虹志工也要認識自己、充滿愛的源頭，才知道自己投入生命教育  

 的意義，角色不只是故事媽媽，更要把自己定位為生命教育老師， 

 也許力量有限，但要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對學生有影響力，不要輕易 

 為挫折而放棄，但如果生命教育能被政府、學校教師所看重，對學 

 生的影響力將會更大。 

 
「當一個學校跟老師，他們是看重這個課，不是把他當作故事媽媽，那

會影響到孩子，當一個彩媽的自我形象裡面，她把自己界定位在，我是

生命教育老師，我不是故事媽媽的時候，和孩子們的互動會出來。那個

界定，可能自己角色的界定，沒有界定的很清楚的時候，孩子也在適應，

那我覺得說，當彩媽自己也看重，自己也認定自己是為什麼做這件事情，

就是建立優質的生命信念的時候，他也很清楚的給孩子知道這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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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他們也會用老師的方式來尊重你。…以我的信仰來講，上帝既然

把他教給我，一定是他有那個需要，這裡有需要被幫助的孩子。所以我

就覺得，既然上帝交託給我，我就是要去把他做好。」(T02) 

 
「我有跟我備課的這些彩媽講，…妳不單單只是個講故事的人，你是一

個生命教育的老師…我教生命教育這個區塊最大的感受是我教的東西孩

子到底學了什麼?他可不可以應用在這個生活上?...如果我真的想去做，我

就要做好，要不然我就放棄不做…每個人的方式教導不同，每個人的想

法也不同，有的覺得說用力的程度到多少，你怎麼去看待你今天這個工

作，你是覺得只單純是個志工嗎?…也許剛開始我們看不到那個喜樂在哪

裡，我們看不到那麼長遠，所以那需要一直追蹤…重點在於說，我們進

入現場教的老師的想法這個區塊是什麼。」(T03) 

 

「人與己，這個己要擺在最前面…我覺得認識自己才是很重要，彩媽也

要認識自己…彩媽的狀況要很健全…我覺得彩媽這塊的教育也是很重要

的，除了我們要去上我們本身的課程之外，彩媽的心態也要，就是你到

底有沒有認識你自己?有時候我們都會跟小朋友講說你要認識自己!要愛

自己!要尊重別人或怎麼樣!可是你自己那個區塊有沒有做好?你今天進來

當彩媽，你是用什麼心態進來?你有什麼理想?那個很重要…我很注重這

個，有時候彩媽的心理狀況你必須要顧…」(T03) 

  

「我可以做志工，可以做很多社會工作，可是沒有愛的源頭，我做什麼

都不是。就像聖經說的，空說的愛就是鳴的鑼響的鈸，沒有實際的東西，

那個源頭沒有接軌，你會做到哪裡，會懷疑自己，我為什麼要當志工?…

今天只要按著神說的，你動了那個慈心你就做你就給，但是不要擔心不

夠，因為你怎麼給，天上的父就怎麼給你，加倍的給…，神給的愛就是

滿滿的給，不夠我再滿，聖經說，我給你滿到溢出來還充足有餘…」(T05) 

 

「小朋友就像沒有底的寶藏，永遠就是讓我一直挖，不知道他們什麼時

候會出什麼東西出來，…如果班上是二十八個學生，就算只有一個學生

在聽，其他學生沒有聽，妳也要高興，妳也要覺得欣慰，至少還有一個

觀眾聽妳在講，如果說大家都可以這樣聽，我更高興，但是這個階段他

們學東西，學到了什麼，他們的成長度，就是可能在活動時的表現、從

他們回答的問題去發現。」(T03) 

 

「30年後，有人跟我說『我上過你的生命教育，你說的有一句話提醒我，

有一個什麼』，我後來把自己這工作延伸是，我勉勵學校其他的志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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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你現在怎麼投資在孩子身上，你在他的生命中就是一個有影響力的

人，我同時也在建構這些志工家長，不要為你所做的跌倒，我們常常為

看不見的成果，…產生捶心肝的感覺，可是一定有影響?雖然我們是一人

的力量，是個小團體力量，還沒辦法對這個大環境來做抗拒、對抗，可

是會有影響力，石頭丟進平靜的湖裏面，會不會"咚"一聲，有波紋漣漪，

要往這好處想。…我們的生活中，多少人是跌倒，一跌，全家燒炭自殺，

現在充斥這些社會新聞，這就是為什麼我要投身生命教育工作，我們志

工，我們投身生命教育的人，因為我想跟這個大環境有一點抗爭。」(T05) 

 

「生命教育老師會比導師重要，只是如果能再touch最底點，除非是教育

局已經確認我們都是正式的生命教育老師，我們就有辦法，如果一個老

師，他又兼具生命教育老師的話，那這個社會是很美好的事情!」(T03) 

 

「政府打口水仗，沒有多餘的力氣跟眼光去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們就自

己先做，與其在那邊罵，不如把自己像火柴一樣點燃，像我們辦園遊會、

聖誕劇，也去一些偏遠小學，…但我覺得政府真的要看到這一塊。」(T02) 

 

2.言出必行並能真實坦承自己，要能夠以身作則，才能與學生有良好   

  互動，引導學生生命改變。 
 

「我跟他們講有慶生會，我那天再怎麼忙，還是拎著一個蛋糕去，他就

發現老師跟我玩真的，像是有時候父母很忙，答應孩子什麼以後，結果

大概忘記，沒有去做的時候，孩子有時候是很看重這一點。」(T02) 

 

「我們確實領教到有家長跟孩子說，『叫你過來就過來』有天那個孩子

說，『爸爸，我叫你，我叫你過來你就給我過來』，那我會覺得說失言

的是誰，是家長自己。…當然老師也很重要，一言一行都影響著孩子，…

其實我也在調整自己，就是在對話當中，我跟孩子分享，我喜歡面對自

己坦承，不對就坦誠，…，你坦承面對自己，那才是彩虹生命教育，家

長沒有自己去做生命改變，你怎麼引導孩子做生命改變」(T05) 

 

3.以愛、尊重、同理心的態度，對待每一位學生，幫助學生願意敞開 

  自我面對問題，對自我產生改變，也讓班級老師對你產生信任感， 

  從中建立良好關係和默契，較可惜的是因為學生在三、五年級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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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所以無法做長遠的觀察。 
 

「就是同理心、將心比心，妳想想妳一年級也是這樣，妳嫌六年級吵，

妳六年級不就是這個樣子嗎?根本就不甩老師的…，所以我都用同理心的

方式說我曾經也是這樣，但是我希望你們尊重我，那相對有一天你們也

當老師時候，妳們也希望下面的學生也尊重妳，一點點的安靜就好了，

我不要求全部安靜，那個同理心、將心比心，那份愛跟寬容才是我真的

要做到的事情，他們會慢慢改變。」(T03) 

 
「孩子他們上過生命教育，不管他們上課秩序吵還是不吵，但整體上妳

會感覺，妳在上課的時候，他對妳的東西很快就能接受，當然在尊重或

接納這個部份你還是要持續進行!」(T01) 

 

「一開始孩子可能會試探你，你真的愛我嗎？當他們發現，你的包容、

忍耐，其中也包含管教，當他們發現我原則會守住，我跟他們玩真的，

真的愛他們，他的信任度會出來。…通常越會亂的孩子，除非他是，器

質上出了問題，或是他生理上真的某一些分泌，否則一般都是缺乏愛跟

關心。…有些時候我也想要去了解，他們是不是覺得，我要這麼做你才

會愛我，所以我要這麼做，但是我希望他們，能夠去認識到說，你犯錯

不小心的時候，我還是會愛你，你答應我可是你沒做到的時候，我只要

知道你盡力了，我還是會愛你。而不是只是因為你幫我做什麼，所以我

就愛你鼓勵你。學耶穌的愛，我希望這個孩子不會那麼緊張害怕。」(T02) 

 
「老師看著妳怎麼去包容這個區塊，最後才告訴妳，她很感謝妳…，他

就跟我講『我們看到妳的成長，看到妳很努力很用功』，…我一直在想，

我只是個四十分鐘的老師，我應該要更愛他們，所以那時候就跟老師的

契合度就越來越好…我講的所謂的愛包容很多，體貼的心、同理的心、

寬容的心，你能夠讓你的心寬容到多少，那是一個磨練!...孩子也會覺得，

我是愛他們的黃老師，那個愛對我來講，成分是大過於這些課程的，繪

本每個人都會教，但是我要的就是傳遞那份愛…，那老師她忽然拉住我

的手就說：『黃老師謝謝妳!如果不是上帝的那份愛在你的心裡面，可能我

們班上妳教不下去』，其實她很清楚他們班上是什麼狀況，因為她也在看

妳怎麼教，在看妳這個老師能夠包容到多少?...」(T03) 

 

「我們是沒有任何薪資支付的，完全是用愛心…，這兩個班級的老師，

他們現在還是這樣子，真的是對自己的學生像對自己孩子一樣…，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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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想說不管，我真的要很愛他們，我用我的繪本帶他們進去，然後讓

他們去面對自己的問題，而不是說我怕我就躲開，…彼此尊重，我看待

他們，不把他們看作是一個完全不懂的小朋友，他們很聰明，他們懂那

個區塊。…我說我很愛你們，因為太愛你們了，我要學好多好多東西，

我希望用更深的愛，讓我懂得更多，才可以教你們教得更好。」(T03) 

 

「我們在做生命教育，我們不會用學業成績來代表你這個人，所以在學

業上，不管你考得怎樣，我們還是愛你還是願意接納你。」(T04) 

 

「我的心就是我很愛他們，不管他們今天成績好不好、長得漂不漂亮，

我都覺得他們在我心目中每一個都是最棒的，因為他很獨特!…，像我每

次教完學生，在學校碰到其他彩媽她們就問我：『○○，你幹嘛一直笑?』

我就說：『不知道欸，我上課我就覺得他們好好笑』，我每次跟人家分

享我就講一句，我不能要求每個人都喜歡我，但是至少我對他們每一個

人都是那樣的喜愛，因為我把他們每一個都當成是寶貝。」(T03) 

 

「我們曾經在去年碰過一個孩子，他是聽力有問題…就是說他是一直有

狀況，可是他父親不願面對現實，一直到去年整個狀況發展出來，老師

不收，也曾經把他丟到課後班，那老師來尋求彩媽的協助，從彩媽中尋

求一兩位家長，對他每天輪流作課輔，在生命教育課上，對他也很尊重，

也很刺激他，所以當他去心理諮商室，心理諮商師問他，學校裡面，你

覺得哪裏你有最喜歡的人跟感覺有愛?他直接說，彩虹媽媽。」(T05) 

 

「愛跟包容心非常大，我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那麼的特別，每一個人都

好像有一個東西有一個鑰匙，我想打開，覺得很深奧很想去打開，但不

曉得有沒有那個機會，我也很想一年級到六年級都教他們，就像看著自

己小孩一直在改變，就是礙於學校的規定，沒辦法，他的格局規定就是

這樣，三年級五年級要拆班，不然我也很想知道我從一年級教到六年級，

不曉得你們會變什麼樣子?礙於這些東西我覺得很可惜。」(T03) 

 

4.以陪伴和關懷的行動，能讓學生打開心房與你分享自己，從中與學  

  生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能記住每位學生的名字，讓他知道他是被 

  在乎的，是建立關係的秘訣之ㄧ。 
 

「以陪伴為主，從陪伴當中建立關係時，像現在有很多事情他願意跟我

們分享，他也願意主動來找你，而不是說你要去找他他才跟你講，他會



  119

主動來找你，會拉著你跟你講很多事情。…其實做生命教育真的是陪伴，

陪伴孩子在每一階段」(T04) 

 

「有時候可能一開始，他還在學習怎麼表達，或者建立關係後，後面才

真的講出真話，什麼都願意跟你分享。」(T02) 

 

「有個小男孩可能蠻好動的，剛好有一隻手折斷需要上石膏一段時間，

我去上課時剛好很多人在罵他，好像是某些作業沒有交，導師罵完就去

開會，其他同學就趁機會順便罵他，那我就過去…然後我就跟他說一句

話，我說『一定很痛吼?』，那個剛強的小男生，眼淚就撲簌撲簌的掉下

來，一直哭，大概他覺得自己本來是眾矢之的，怎麼有個人關心他，他

眼淚就一直掉。我就是就我裡頭的感動來去安慰他會不會痛。」(T02) 

 

「挫折是來自於關係，…你從一年級你就跟孩子的那種關係建立，到現

在你進到那個班級裡，孩子跟你的關係OK，你講什麼孩子會聽。」(T04) 

 

「盡量記住每個孩子的名字，讓孩子有被記住的感覺，他會覺淂很溫暖，

會比較有自信，他會覺得我的老師在乎我，也是建立關係一個很重要的

部分，…你說我上生命教育就是說，一個禮拜去陪伴一次，他從你課堂

中感受到良性健康的價值觀，慢慢跟你建立關係。」 (T02) 

 

「老師對我也很support，他很願意很常鼓勵我，你們做生命教育不要灰

心，他已經教書教了十年，更何況我們是第一年第二年這樣帶，他說其

實關係是需要去建立的時候，你才有辦法去做影響的動作。」(T05) 

 

5.盡量能利用言語或肢體等各種方式給予學生讚美與鼓勵，並以具體 

  的話語，如:好在哪棒在哪裡?讓他明確知道自己的好表現，也有彩  

  虹志工進一步建議對於一些在班上比較被否定的孩子，可在全班同 

  學面前肯定他比較好的表現，用逆向操作法，藉以讓他願意改變自 

  己，有正向的進步。 
 

「有的班級如果班風不是那麼熱情，其實他們不太敢，有時候也是靠我

們自己時機對了拍拍他，他們就會接受，很難講，有的孩子你真的要去

抱他他不要，平常可能不習慣肢體接觸。」(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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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也蠻期待我改作業的，因為有時候他從作業裡面，發現我給他一

個鼓勵。…即時獎勵…我通常是比較即時性的，就買一些現在比較流行

的SNOOPY的卡或是什麼維尼的，讓他們可以拿來當卡片。」(T02) 

 

「我們的形容詞常是做得好，可是小孩子他不知道好在哪裡…常常是他

的缺點被放大…，我說你有什麼特長，那我們找一個同學來講他有什麼

特長，…就開始有這種同學互相的，引導他們去做肯定跟讚美的動作，

孩子就不會覺得說，他什麼都不會，你要鼓勵他他有什麼優點，你欣賞

她什麼，那孩子很自然就被激發，其實真的是，我們大人怎麼做、用詞、

引導，孩子就會被引到那個對的位置。」(T05) 

 

「有時候上課我會叫他們寫一些東西，那我就會說『我覺得誰很棒!她的

作業她會用繪圖的方式耶!而且它旁邊還會著色好有創意喔!』」(T03) 

 

「我們的讚美是很肯定的，我們的鼓勵是很具體的，我不用你很棒你很

厲害，這樣他不知道他棒在哪裡好在哪裡。」(T05) 

 

「有孩子跟我說『我現在作業九十幾分喔！』，結果有同學說『他都抄

別人的!』我就問他『你有抄別人的嗎?』他就說『我有借別人的看一下!』

我就說『你很棒耶!你還會學習耶，你還會想說我要高分然後去學習別人

的來寫這個作業!』你不要講說『你不好!你都抄別人作業』，不能這樣講，

妳這樣子講以後他連學都不要學了!就是先以鼓勵的方式，我大概都會用

逆向操作方式對小朋友。」(T03) 

 

「孩子的回答我都會給予獎勵，我上課會用獎勵單，學期結束後會給他

們禮物…我獎勵有態度獎、優良獎、作業優良獎三個獎，那優良獎就是

作業跟態度都OK的…但是我一定會插一個你完全認為不是，…我覺得說

他們從那個本來讓其他學生都不認同不認為他們是OK的，可是你知道他

們是OK的，他們會成長!我抓住那個點，讓他們學會欣賞自己，我絕對不

會說，妳原本就很亮麗的人，我每天就獎勵你那沒有用，因為你本來就

好的，我就裝挑一些比較奇怪的，我要讓他們怎麼從這東西跳脫出來，

讓他們真正認清自己，我是有能力的、可以拿到獎勵的，不是像你們講

的我都不好，如果沒有鼓勵，妳會讓他越來越沒有自信，越來越否定自

己，最後他就放棄!我會用這種逆向操作法去抓學生出來。」(T03) 

6.教室秩序的掌握影響教學成效，課堂前一定要與學生共同建立教室 

  規則，穩定秩序才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有彩虹志工建議若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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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個志工搭配一個班會更好，一位上課時，另一位能夠機動式的針 

  對孩子狀況應變。 
 

「秩序掌控對我們來說是一個挑戰，你又要管秩序又要能引人入勝的內

容帶他們討論，我覺得這不容易。秩序掌控上，如果沒辦法有一套作法，

可能就壓不下來，所以我經驗就是進去第一堂課就要立規矩，寧可一開

始收比較緊之後再慢慢放，因為一旦放很開，要收是收不回來。」(T01) 

 

「一開始上課就有給她們一些課室規則，課室規則一規定，我會用溫柔

又堅持的方式，如果他真的做了某些動作，我就會照著我的課室規定，…

在該堅持的地方我是溫柔而堅定，讓他們清楚的界線就是你不能越過這

裡，那當然是有彈性的，所謂有彈性就是像晨光，不是訂得那麼死，…

像有些家庭原因，他沒辦法吃早餐，也許來不及，也許父母準備了他不

想吃，所以我會答應他們在晨光時間，可以吃早餐，但是你吃早餐，那

個塑膠袋的聲音，不能夠影響到別人，我們是盡量以這一切都是為彼此

好，能夠讓這堂課上得有意義，能夠彼此之間有好的學習。」(T02) 

 

「那個吵，妳要覺得說他在跟妳互動，因為他得不到他的答案，他要妳

告訴他那個答案，所以他變得比較暴躁，我覺得那個時候彩媽的狀況要

很穩定很有自信，備課時我都跟她們講，妳進班時第一個要跟老師講，

把你這上下學期計畫都交給老師，還有就是要跟同學設立班規。」(T03) 

 

「第一堂課我們會建立常規，課室密碼…我們孩子都知道說比出一個動

作，現在要幹什麼。」(T04) 

 

「…我喜歡有兩個彩媽搭配…我們的課室管理是用我們自己的這一套，

他也尊重我們，如果有另個彩媽，我在講故事時，他在下面看，那有些

孩子他是需要被關心，有可能是他太累睡著…很多種可能。…如果可以

有兩個老師是最好，一個可以應變，像我以往教學的經驗，如果說有兩

個老師的話，有些地方太吵對不對，是某一些局部性的，因為有時候是

某幾個孩子一起鬧，那如果有一個老師站在旁邊，有些時候他不需要說

什麼，反而那些孩子會回神過來。」(T02) 

(七)其他 

1.正向一二三帶入課程，讓孩子對單一事情的思考角度能更多元，以 

 正向想法看待，將負向想法刪除，對自己產生比較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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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個孩子，他媽媽每次罵他，你為什麼每次寫功課都那麼慢?為

什麼寫字這麼醜，孩子說，彩虹媽媽說『這只是一件事情，要產生第二

個想法，正向一二三』。這是他母親給我們的回饋。」(T04) 

 
「彩虹的『正向一二三』，那個東西就是當他們遇到一個不如意的狀況

時，他怎麼去改變負向想法變成正向的，…。其實從這個裡面看到，孩

子的第二個想法會不同，你會發現其實有的孩子上課你會覺得他不是那

種很認真願意跟妳互動，上課會一直說話的，沒想到他會有第二個想法，

是讓你覺得他可以想出來的，這很讓我訝異。剛開始可能對這個的步驟

不是很熟悉!但是如果他熟悉，願意去想的時候，發現這個孩子其實他們

可以想出來正向的想法，我覺得孩子有這樣的能力，但最重要就是說，

他要願意去做，那我們要給他時間去做。」(T01) 

 

「去年剛開始推正向一二三，有孩子說，晚上我媽媽看鬼故事，我都會

害怕，我說那你戴上這條『正向一二三』手環，這只是一件事情，第二

個，去找出聲音的問題所在，是什麼聲音發出來的，請媽媽陪你去看那

聲音是什麼，所以他說他每天晚上一定會帶那個正向一二三睡覺，那有

沒有影響，我覺得他願意這樣講，那就對他來講是有影響。」(T05) 

2.感恩護照的內容也能在課程中帶入，讓學生藉此將感恩的心態內化 

 於生活中。 
 

「剛好我們在做感恩，那其中三篇針對家庭，就是說你在這個家庭裡面，

家人為你做了哪些事情?除了謝謝之外你有什麼實際行動可以表現，他們

就會寫，可能是對父母、兄弟姐妹。其實感恩的這個重點，我們上課時

持續都可以提。」(T01) 

 

「像我們上感恩護照阿，上人與己我還是會把感恩的態度帶在裡面，儘

可能的，有些事我讓他們起立敬禮，就是要他一個感恩的動作。」(T02) 

 

貳、 參與彩虹「人與己」課程學生在自我概念各面向的改變 

    研究者透過與五位生命教育志工的訪談，除了暸解他們在帶領彩

虹「人與己」課程時的相關要領，從中也得到許多他們在教學經驗中

與孩子互動時，發現孩子自我概念改變的實例，藉由本研究自我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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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面向，研究者將生命教育志工針對個別學生的描述，整理其參與

彩虹「人與己」課程後在自我概念的改變，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生理自我 

1.一位經過鑑定為過動症的男生，需要靠吃藥控制自己的情緒，以前 

  當別人稍微講到他，他可能會較無法控制情緒產生衝突，在經過彩 

  虹志工的鼓勵後和協助，他開始能夠接受因為過動，而需要吃藥這 

  件事並不和他的自我概念畫上等號，對於他人的言語刺激也比較不 

  再有像從前一樣有太大的反應。 

 
「一個是經過鑑定屬於過動，他是需要吃藥的。那這個孩子就比較，嗯，

怎麼說，（沉默三秒鐘），就你大概問一句他才會答一句這樣，那其實

我就是鼓勵他!我說，你這樣子的症狀就是像感冒一樣，你吃藥症狀就會

比較減緩，那並不代表你這個人就是跟它畫上等號，它不代表你這個人

就是不好的人，就是說本身你不是問題人物，因為他有時候在班上，比

如說，人家講到他，那他可能就會比較沒辦法控制…像是情緒受影響導

致肢體衝突，那我常常都會鼓勵他就是說，你是可以擺脫就是這樣子的

問題的，所以後來我感覺上，他對那個言語的刺激就比較沒有那麼大的

反應，他比較可以接受。」（T01） 

2.原本對自己身材上的肥胖感到自卑，並遭同儕取綽號為「小猪 

  妹」的女生，經過課程引導，走出自卑的態度。 
 

「她的學習單寫說，以前別人覺得她太胖，罵她是小豬妹，那她覺得她

很自卑，但是她上生命教育以後，她覺得胖很可愛，別人不見得能像我

胖得那麼可愛，所以她就從自卑裡面走出來，她覺得小豬也是種很愛乾

淨的動物，小豬並不是很丟臉，更何況她也不是小豬，她胖得很可愛也

很健康，我課程引導他們就是說，每個人要找出自己的特質，那有一些

天生是俱來的，有些人就是喝水就會胖阿，那喝水會胖的人，是沒有辦

法靠自己改變的，她會看到自己的特點。」（T02） 

3.被田徑隊退出的男生，藉由影響課堂秩序武裝自己，在他發現生命 

教育老師並不為此和同學一樣將他貼標籤，反而還鼓勵他，並讓他有

機會在全班面前展現特點，得到成就感，孩子對於自己在運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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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不佳這件事不再耿耿於懷。 
 
「…他嚴重影響上課，而且還走來走去，其他同學就說，他是被體育組

長從田徑組退出的，他本來是不用來上生命教育，因為那個生命教育是

晨光時間，所以那孩子覺淂很羞愧，又很生氣，所以就武裝自己，…好

在這個孩子，他發現到生命教育老師並沒有跟同學一起羞辱他，說他是

被田徑隊退出來的，而是老師一樣給她機會，覺得說很歡迎他來上生命

教育阿，被退出沒什麼了不起，有些人只是比較早開竅知道怎麼跑而已，

有些人只是比較晚開竅阿，當他發現生命教育老師沒有因為同學隨便羞

辱他一句話，跟著一起羞辱的時候，發現他有比較安靜下來，…孩子他

覺得自己是被貼標籤的話，我會讓這個孩子有機會在大家的面前，看到

他有某一些特點其實是很棒的優點，那會讓這個孩子，從一個無地自容

的地方，變得比較OK。」（T02） 

二、道德倫理自我 

1.上課常常出現規矩上的問題，干擾上課的男生，後來在彩虹志工的 

鼓勵下，上課情況穩定很多，影響上課秩序的問題變少，甚至在提 

問中有不錯的回答。 
 

「他情緒裡有一些忿忿不平，妳講課的時候，他就一副好像，你講的是

真的嗎?或一副我很聰明，妳講得我都聽過了，有些時候不太容易坐得

住。然後一開始我講什麼，他就常常在舉手，常常你還沒逗點他就一直

舉手、問問題，…有時候是我只要做一個動作，我只要進到教室他就開

始，要不要關燈要不要?然後我就好像什麼都還沒準備好，他的那種熱心

有沒有，讓我會覺得說，一方面我覺得這孩子好像很想引起別人的注意，

那我就會去想說，找點事情給他做，但是他有些時候，我已經給他做了，

他還不斷不斷的，就是好像沒辦法停下來，那一樣，我會邊鼓勵，阿你

來幫忙，然後給你卡片，但是干擾到上課，我還是用團體的力量把他拉

回來，…現在上課他穩定很多喔!像我有次上課講到一個繪本後的提問，

他回答生命比什麼都重要，…那他之前有時蠻常會一直舉手，就是上課

還不相關的時候，他就一直舉一直舉，可是他的次數有明顯的減少，跟

之前那種躁動不安、突然間就衝出話來，他已經改很多了。」（T02） 

2.在未上生命教育課程前，習慣用暴力解決問題的男生，而且課堂進 

行時，常起來走動或跟同學講話，在彩虹志工的鼓勵，及同儕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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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上課秩序改善很多。 

 
「班上有個那個過動的男生，比較常用暴力處理問題，那他的感覺是那

就是理所當然的，我要怎樣就怎樣，這學生在還沒有上生命教育時，是

小朋友動他東西，他馬上就一個拳頭下來，所以我也很害怕，那變成說

我就學習一個，不是去放棄他，上課時他在教室走動、跟旁邊同學講話，

我就會跟旁邊的同學講說，你不能去跟○○○講話，如果誰跟他講話，我就

要處罰那個人，那我跟○○○說，你靜不下來，喜歡這樣走動，老師讓你這

樣，但是我覺得你是很愛同學的，因為你很愛同學，所以你才會跟他們

這樣子玩，那我覺得你是不會去傷害同學，所以你也不會去鬧他，因為

你去鬧他們，他們如果跟你玩，我不是處罰你喔，我是處罰這個學生喔，

難道你願意讓這個同學為你來受老師處罰嗎?我處罰就是罰站。那最後是

怎樣你知道嗎，他就趴著，沒有人會跟她玩嘛，他就趴著，他剛開始是

這樣，反正就是只要他不吵不鬧，他怎樣都OK。其實這小男孩，他陸續

改變不是明顯這麼大，是慢慢的，因為也沒人跟她玩了嘛對不對，那他

也想說沒人跟她玩那就靜下來嘛，後來上課狀況好很多，雖然他上課看

起來好像沒在聽，但是我的提問他都會回答。」（T03） 

三、心理自我 

1.在課程前提問孩子喜不喜歡自己，大多數表示不喜歡的，在上過生 

  命教育課程後，不喜歡自己的比例降低。 
 

「像其實我們剛開始進班的時候，特別是三年級時，問孩子喜不喜歡自

己?其實很多是覺得不喜歡自己。但是當課程逐漸進行之後，妳再問他喜

不喜歡自己的時候，那個不喜歡自己的比例就會變得比較低。」（T01） 

2.父母回饋彩虹志工，發現自己上過生命教育課程的孩子，睡前禱告  

  時跟上帝說的話，是對自我概念很正向的語句。 

 
「孩子在上完生命教育後，晚上睡覺前他在禱告，他就跟上帝講，大概

是說，他知道他是特別的，他是有價值的，他願意在他生活裡面來活出

他自我價值來，那是讓我們覺得很訝異，就是從孩子的嘴巴，能夠講出

這樣的話，這是一位孩子上生命教育的媽媽跟我分享的狀況。」（T04） 

3.成長過程中，未能與母親見上一面的女生，在課堂上表示不喜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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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原因是她認為自己沒母親疼愛，父親也總灌輸她「妳是沒有用」 

  的觀念，在彩虹志工的陪伴及透過語言帶給她的想法，對於自己沒 

  有母親陪伴在身旁的遺憾得以釋懷，不再對於這件事討厭自己。 
 

「講到一個繪本講到母親這個區塊，你上課走過她身邊，她會跟你講，

黃老師，我沒有媽媽，…透過老師講是說，她媽媽是外配，好像是大陸

的，媽媽生完就被遣返，她沒有看過媽媽，她說她很想看她媽媽，很想，

可是看不到她…，後來到三年級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在講認識自己，那

我就問班上孩子，你們有沒有很喜歡自己呀?有誰很討厭自己的?不喜歡自

己的?妳知道嗎，這小女孩就舉手，…班上只有她一個人舉手，那時是我

跟另一位彩媽搭班，那上面那個彩媽繼續在講課的時候，我就過去找她，

我就問她:『妳怎麼會討厭妳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怎麼回事?』那她就

說：『我沒有媽媽，別人都有媽媽疼，我可能就是沒有用，可能就是我

不好，所以媽媽不喜歡我，媽媽走了，然後爸爸每次都會說我沒有用』…

我就跟她們現任的導師講，這個小孩子以前是我教的，可是她在一、二

年級沒有那麼突顯這塊，只是有告訴我說她沒有看過媽媽，可是上課都

是OK阿!作業提問都OK!都沒有觸到任何的事情，可是三年級，我覺得可

能是一個過程，可能她又碰到一個什麼事情，那她就說：『我為什麼不

是男生?我如果是兒子的話，我媽媽就不會走!』講到就哭了…我說：『真

的!如果媽媽不愛妳，媽媽就不會生下妳!大人有一些事是小孩子不懂的，

但是妳不能因為這樣子就說妳沒價值。妳很棒!上黃老師的課妳看看，提

問的時候，妳有拿到獎章阿!妳的作業也寫得那麼棒，而且你有你自己的

夢想阿!』…然後幾次上課她就跟我說：『黃老師，我覺得我很棒!我覺得

我沒有媽媽也沒有關係，我相信我媽媽很愛我，我要過得像其他同學一

樣我要過得很快樂!』…我沒有問她，怎麼會有這樣的轉變，但是我看到

她，從哭從討厭自己甚至班上只有她一個舉手說自己沒有價值，很討厭

自己，從那種厭恨出來，到最後告訴我，我覺得我不討厭自己了，我覺

得我很棒!我要做一個很棒的小孩子，我知道我媽媽很愛我，我相信有一

天媽媽還是會回來看我，至少她不再對於那個沒看過媽媽這件事因此討

厭自己。」（T03） 

四、家庭自我 

1.面對父母在家中每天吵著要離婚的孩子，彩虹志工帶給孩子想法，對  

  於這樣的困境，找出面對的方法並掌握自己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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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經遇過有孩子他的父母每天吵吵鬧鬧要離婚，…那剛好我們在

講到跟生命困境有關，…你怎麼突破你生命當中的困境，去勝任你的身

分和你本身應該做的事情，雖然有些事情無法改變，我會給孩子一個觀

念就是說，父母吵架或離婚不見得是你的錯，如果是離婚，是他們的問

題，那如果是吵架的話，除非是跟你相關的，你某些行為態度他們是為

了教養你的觀念，不然的話跟你是沒有關係，我說跟他們自己的成熟度

還有他們當初的選擇，也許他們認為這樣是對你比較好，不管他們的想

法是對是錯，事情發生了，可是錯不在你，…其實我知道，父母離婚那

對孩子是個很大的撕裂，孩子會很害怕很緊張，然後不知道下面會發生

什麼事，也不曉得後面是要跟誰，或是怎麼樣，然後後面父母的男女朋

友會是什麼樣子，那對他們來講也是一個很大的壓力，可是家庭那個部

份，我們生命教育老師也管不著阿，但是我能教我的學生掌握自己的態

度，…如何避免問題的窘境再度發生，然後你可以怎麼做，」（T02） 

2.因為自己沒有媽媽而不承認自己，不想面對自己狀況的男生，在生  

命教育課程中，慢慢去接受他自己，也承認這個區塊，並知道愛自己

的人有很多，沒有媽媽的愛並不遺憾，因為他知道還有爸爸的愛陪伴

著他的成長。 

 
「母親節這個東西出來，他變得很沉默，那我就覺得說他到底有沒有認

識自己?他是誰?那他們有的小朋友就講說：「老師!他沒有媽媽!」…，那

時候我在講一個大手小手的繪圖，那把他剪下來，我要做一個大的壁紙，

把大手小手貼上去，那那個時候那個孩子就自己在講，說我媽媽都幫我

做什麼做什麼，他自己在講啦!可是呢，後面就一個女生，就直接講說：「老

師，他騙你的，他沒有媽媽」，我那時候就覺得說（沉默三秒），我不曉

得該怎麼辦，那時候那個孩子就沉下來了，然後就講一句：「對啦對啦!

我沒有媽媽。」這樣子，那我並沒有再多問，可是我馬上就跑到那個小

女孩的身邊，我就跟她講說，我說：「每個人都有每個愛自己的人」我就

把話題轉開啦!我說：「不見得就是媽媽」，…那我怕她再傷到他，我就跟

孩子講說「喔!老師今天講的不是只有媽媽喔!老師講的是說照顧你的那個

人的大手，有可能是阿姨阿…甚至是路上的人，都有可能是你的大手喔!...

幫助你的人都是。」…後來是我們在畫這個東西的時候，小男孩就跑過

來跟我講說：「黃老師~我可以寫爸爸嗎?」那我就說：「可以，當然可以

阿!爸爸的手也是最棒的手阿!爸爸照顧你對不對，你真的感覺到爸爸照顧

你對不對?」他就說：「對阿!我爸爸都帶我去哪裡哪裡…我覺得說，他放

下了他沒有媽媽的區塊，他放下了，他不再為那個事情來騙我，來說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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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知道嗎?但她講這事的時候，我真的非常感動…從一個不承認自

己，不想面對自己狀況的人，然後他慢慢去接受他自己，也承認這個區

塊，我覺得那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T03） 

五、社會自我 

1.孩子從一開始否定別人，把每個人當做壞人的想法，到後來他觀念 

改變，他肯定周遭同學、師長，他認為身為班上的一份子他很快樂。 

 
「那個小朋友是...怎麼講，他會去否定別人啦!…，像有時候我會講說，

其實世界上好人真的很多，幫助你們的人真的很多，他就會講：「哪有?

哪有?我就不覺得這樣!我覺得誰最壞！」因為他把同學當壞人，…但是到

了二年級上課問他，你覺得你今天在這個班級你快樂不快樂?因為當他覺

得說班上的人都是好人的時候，他才會快樂…他告訴妳，因為我們很有

團結力量，比如他們說，我們這禮拜整潔得第幾名，我們去做什麼!他們

不是講我有去做什麼，而是我們有去做什麼，他肯定了他週遭的同學是

好人、他肯定了他週遭的師長也是好人。」（T03） 

六、學業自我 

1.因為一次學習單的填寫，彩虹志工發現一位孩子在學業上是被奶奶  

要求要達到滿分的，彩虹志工教導他以正向一、二、三的想法，讓他

對自己的學業看法抱持較為樂觀的態度。 

 
「我們學習單就填寫自己的特質，把我的特點變優點，可是那孩子看了

之後他跟我說，裡面完全沒有一個是我做得到的，所以我不要填，他一

開始是這個觀念，可是後來他會來問你那是什麼意思?什麼是積極什麼是

樂觀，那我就針對這個詞語，我就跟他說，樂觀就是這次考試考不好，

你說沒關係，下次我還有機會，但是如果你是往壞處想，落入一個想法

是，這次考完就死定了，好像就是這次的成績，就似乎是已經訂了終生

的感覺，沒想到那個孩子跟我講說，我是這樣子，我是被要求要考一百

分的，我沒有考到，我奶奶會打我，…我聽了之後就很訝異，那我就說，

恩，但是我們就用正向一二三的思想，這只是一件事情，要找出第二個

想法，然後第三個你可以怎麼做，那那個孩子，在那次之後，他突然就

跟我講很多他的事，他現在只要跟我講，包括他今天，我們在寫我們有

哪些缺點，那缺點是不是一定是缺點，有沒有改進的機會?他跟我說…，

結果他今天才結束的時候，他跟我說，彩虹媽媽我知道了，改進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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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我說是什麼意思，他說改進就是還有機會可以改變，那我就覺得

說，對這個孩子來講，我覺得這是很特別在這個學期，然後他在第一次

的對話到今天的對話中間，他後來就變得很專心，他會開始聽故事，他

會回應，對，然後我覺得這是對這個孩子來講，很不一樣的改變。」（T05） 

參、 綜合討論 

參與生命教育「人與己」課程的國小學生，在循序漸進且有層次的

課程規劃之下，透過「認識自己」、「欣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

信心/信心與希望」等四個單元主題，以及彩虹志工在每堂課根據教學

目標所發展之既定流程：破冰活動、主題活動、圖畫書欣賞、延伸體

驗活動、問題討論、結語與金句時間的引導，研究者認為彩虹志工在

進行課程時的教學方式帶領對自我概念具有關鍵的影響，故依據彩虹

的課程設計與應用，整理出彩虹志工帶領課程時的重點，並以相關文

獻加以討論並敘述之。 

一、圖畫書的運用 

1.熟記故事內容，掌握故事重點。 

2.繪本故事盡量不重複，若真的重複時，要相信自己，並依個人特質、  

故事內容，以不同方式呈現故事，盡量將兒童帶入情境中，當學生反

應不佳，也應從自身作檢討改進。 

3.擴展繪本對各單元主題之通用性，但須注意繪本與主題是否確實連 

結重點，在更動前最好請有經驗的彩虹志工共同商討。 

二、思考教學 

1.熟讀教材並用心思考各活動與該單元主題之關連，以利問題討論 

 的進行。 

2.掌握各單元主題的教學重點，並適當引導學生注意此重點，若其思 

考偏離主題時彩虹志工需即時反應，適時帶領學生回到課程重點。黃

德祥（2000）認為課程設計，在活動主題的安排，採單一主題深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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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多個主題普遍化的方式設計，並配合學生身心發展、日常生活

事件以及生命教育課程目標三者互相連結。 

3.透過問題討論、學習單、影片教學，了解學生的理解程度，給予其 

思考的機會，並由其回應發現他們的內在問題並加以解決。研究者 

認為這也是彩虹生命教育分成初階、進階、高階的原因，主要是希 

望藉以讓信念不斷加強，讓問題得到解決。成功的校園生命教育必 

要條件之ㄧ就是分齡實施長期化，亦即配合不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進行長期化的實施(吳秀碧，2006)。 

三、體驗學習 

1.利用故事延伸或相關破冰體驗活動，引導學生將概念變成行動。陳 

芳玲（1998）認為生命教育應以學生的體驗或實驗活動為主，藉由團

體動力提供社會情境，使學生在互動中體驗生活，獲得啟發以建立適

當觀念，活動過程的設計以活動取向為主，促進體驗，經由覺察、表

達、轉化以達統整。黃德祥(2000)認為教學方法應生動活潑，依學生

和學習內容性質的不同，藉由遊戲、體驗、多媒體欣賞（如：電視、

電腦、影片、剪報、幻燈片）、角色扮演、參觀等多元方式進行教學

會讓教學成效更好。 

2.透過平時與學生互動時的觀察或請老師協助蒐集學生資料，設計活 

動前須考慮學生背景、特質和環境因素，以選擇最適合學生的活動。 

四、運用創意為原則，因時制宜的靈活調整教案 

1.與兒童生活經驗結合，融入他們感興趣的事物，以提高學生對課程  

的參與感。陳芳玲（1998）認為生命教育課程的特色，就性質而言是

一種實驗取向課程，訓練學生從課程活動中加深舊經驗或創造新經

驗，進而能統整的生活哲學並擴張生命視野。它不同於一般知識或技

能學科，在已被設計完整的教學內容中學習，而是以學生的主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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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所以生命教育並非一固定學科，而是應該融入各科內容及實際

生活中(黃德祥，2000)。 

2.根據單元主題、教學重點，可彈性調整活動內容，以設計適合學生 

的活動。 

3.因應學生狀況，針對該情境把握當下進行機會教育，讓學生從過程 

中，能透過正確又有效的思考、態度、行為去看待身邊的人、事、物。

此種利用生活週遭事例隨機教學，引發學生認識生活環境並真誠關懷

是生命教育的教學策略之ㄧ(劉瑞瓊，1999）。 

五、教師自我思考與體驗： 

1.透過教學重點和與學生的互動，教師自己體驗課程所要帶出的反省 

與思考，回到自我生命中做探討、改進，在面對種種問題時，能讓 

 自己更勇於面對並解決，讓自己活得比以前快樂、自信。 

2.以自己生命曾遭遇的困境或挫折經驗，讓學生思考當面對問題時，  

可以如何突破、解決，會帶給學生更正面的生命影響力量。 

六、教師角色的定位： 

1.彩虹志工也要認識自己、充滿愛的源頭，才知道自己投入生命教育  

的意義，角色不只是故事媽媽，更要把自己定位為生命教育老師，也

許力量有限，但要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對學生有影響力，不要輕易為挫

折而放棄，但如果生命教育能被政府、學校教師所看重，對學生的影

響力將會更大。吳庶深、黃麗花（2001）認為生命教育的實施，須靠

人、事、物多方面的配合與努力，激發教師對生命教育的使命，在教

學中的人文素養、情緒素養、樂於分享生命並追求理想，生命教育才

有傳遞給孩子的機會一致。黃德祥（2000）也認為生命教育教學的成

效在於教師本身的信念，教師應在認知、情意、技能面多充實自己。

而教育當局和學校成員的職責界定，並釐清教育本質方向，整合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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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以建立家長與社區的共識，統整生命教育理念，才有助於生命課

程實施(黃義良，2000）。 

2.言出必行並能真實坦承自己，要能夠以身作則，才能與學生有良好  

互動，引導學生生命改變。吳秀碧（2006）認為成功的校園生命教育

實施，必要條件之ㄧ為教師態度典範化，教師本身對生命的信念與態

度，以及個人對生命與人生的價值觀很重要，在老師潛移默化的影響

下，才能使學生產生對待生命與人生適切的態度。 

3.以愛、尊重、同理心的態度，對待每一位學生，幫助學生願意敞開 

自我面對問題，對自我產生改變，也讓班級老師對你產生信任感，從

中建立良好關係和默契。黃德祥（1998）認為營造溫馨、有人性的教

育環境，切忌運用權威、獨裁、專制、壓制等手段，學生才有生長與

成長的可能。由於學校在學生三、五年級時有分班制度，所以無法針

對同一班學生在不同年級時的自我概念做長遠的觀察，是較為可惜之

處。 

4.以陪伴和關懷的行動，能讓學生打開心房與你分享自己，從中與學 

生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能記住每位學生的名字，讓他知道他是被在

乎的，是建立關係的秘訣之ㄧ。 

5.盡量能利用言語或肢體等各種方式給予學生讚美與鼓勵，並以具體 

的話語，如:好在哪棒在哪裡?讓他明確知道自己的好表現。劉瑞瓊 

（1999）認為生命教育的教學策略注重啟發學生的生命力，發掘孩子

的特質並適時讚美，一旦學生自信建立，自然會熱愛生命。也有彩虹

志工進一步建議對於一些在班上比較被否定的孩子，可在全班同學面

前肯定他比較好的表現，用逆向操作法，藉以讓他願意改變自己，有

正向的進步。 

6.教室秩序的掌握影響教學成效，課堂前一定要與學生共同建立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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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穩定秩序才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陳芳玲(1998)認為訂定團

體規約技術，在接納、溫暖且開放的氣氛中進行活動對生命教育課程

的實施是重要的技術之ㄧ。有彩虹志工建議若能有兩個志工搭配一個

班會更好，一位上課時，另一位能夠機動式的針對孩子狀況應變。 

七、其他： 

1.正向一二三帶入課程，讓孩子對於單一事情的思考角度能更多元，  

若能以正向想法看待，將負向想法刪除，會對自己產生比較正面的 

影響。黃文三（2008）從正向心理學的角度看生命教育的實施，應 

著眼於培養挫折容忍力，不論個體處於哪一階段，都可能遭遇困境， 

因此需要培養學生具備應付挫折或處理負向情緒之能力，透過正向 

思維，了解生命的事實，知道自我、他人、社會及大自然的根源， 

進而珍愛自己、尊重他人及熱愛自然。 

2.感恩護照的內容也能在課程中帶入，讓學生藉此將感恩的心態內化 

於他的生活中。 

    基於彩虹志工在帶領生命教育「人與己」課程時的重點掌握，讓

課程對國小學生的自我概念產生影響，在「生理自我」方面，學生不

再把吃藥和其自我概念畫上等號、對自己的外貌感到滿意、不會想改

變自己的長相、在運動上遭遇的挫折也不再讓他耿耿於懷。在「道德

倫理自我」方面，舉止變得端正行為上也比較規矩。在「心理自我」

方面，開始喜歡自己、對自己感到滿意、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在「家

庭自我」方面，父母的婚姻狀況、家庭的幸福美滿與否，不再對她的

自我形塑產生困擾，在「社會自我」方面，和別人相處變好，對自己

交友感到滿意，在「學業自我」方面，能對自己學業抱持較樂觀的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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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就研究發現歸納出一個整體性的結論，並提

出具體的建議，本章共分兩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目的在了解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之差

異，並探討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之差異，進

一步探討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 

壹、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之差異 

一、國小學生「生理自我」、「道德倫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  

    我」、「學業/工作自我」、「整體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無顯著 

    差異，唯有分層面上的「社會自我」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有顯著 

    差異，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顯著低於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 

二、造成國小學生自我概念在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差異的原因可能是： 

    各班基礎點不同、學生的作答態度、僅以量化評量較不客觀、量 

    化評量工具和彩虹「人與己」課程目標無法完全配合。 

貳、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 

一、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道德倫理自我」在性別有顯著差異，至於 

    「生理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性別有顯著差異

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則無顯著差異。 

二、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家庭自我」在年級有顯著差異，至於「學 

    業/工作自我」只有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年級有顯著差 

    異，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則無顯著差異。 

三、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各面向在出生序無顯著差異，至於  

   「整體自我」只有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出生序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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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影響 

一、生命教育志工依據彩虹「人與己」課程的四個單元主題「認識自 

    己」、「欣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並利用 

    課程設計與應用中的圖畫書的運用、思考教學、體驗學習等七種 

    教學方式進行課程，最重要的是能確實掌握課程教學要領，會使 

    彩虹「人與己」課程教學對學生自我概念產生影響。 

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針對研究過程及結果加以檢討，並根據研究結果對生命教育

教學者、學校及教育行政單位、家長以及未來研究提出幾點建議，以

供參考。 

壹、生命教育教學者 

一、對自己角色有清楚定位 

    生命教育教學者要能認識自己，知道自己投入生命教育的意義，

將自身角色定位在生命教育老師，而不只是說故事者，一旦看重自己

的角色，才能建立優質生命信念，並且不畏挫折艱辛，持續為生命教

育投注熱情和不懈的努力。 

二、言出必行、以身作則 

    生命教育最重要的精神是「用生命影響生命」，要引導學生產生正

向改變，必須從自己的一言一行做起，用愛、尊重、同理心的態度，

對待每位學生，並在行動上讓學生感受到你的陪伴和真誠關懷，例如：

記住每位學生的名字、察覺其心情的變化。一旦和學生建立良好的互

動關係，才能帶出學生正向的自我概念。 

三、掌握課程內容善用帶領技巧 

    彩虹「人與己」課程在單元主題的規劃，從初階、進階、高階都

有四個經過概念設計的單元主題，分別是「認識自己」、「欣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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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自己」、「勇敢與信心」（高階在此單元名為信心與希望），而志工

在進行課程時的設計與應用，涵蓋有圖畫書的運用、思考教學、體驗

學習、運用創意為原則，因時制宜的靈活調整教案、教師自我思考與

體驗等。若能妥善掌握課程帶領的相關技巧，將會使教學達到事半功

倍之效。 

貳、學校及教育行政單位 

一、學校組織生命教育團隊，以發揮整體行政支援 

    透過學校組織的生命教育團隊推展生命教育，團隊成員彼此協

助，從計劃、執行到評鑑都經過縝密的規劃商討，有效發揮整體行政

支援，才能提升教學成效。蔡明昌(2006)認為學校行政支持生命教育的

程度對於教師教學具有重大的直接影響效果。研究者在進行訪談時有

志工表示，由於志工角色只能輔佐，無法深入了解原生家庭核心，故

必須從建立關係中跟班級教師培養默契，當教師願意協助信任你，才

能讓生命教育對學生的影響更顯完善。 

二、幼兒園即開始落實生命教育，並納入學校本位課程 

    從幼兒時期開始，人有意識關心的對象就是自己，幼兒開始建立

自我的種種能力，當這些能力建立好後，才開始發展社會能力，也就

是說概念的形成，會先從「我」了解起，先建立「自我概念」才漸漸

發展出他人的概念，當人與自己的關係或自我掌控的能力未建立好，

會在心理留下負面影響，因此解決生命的問題常常得回溯至兒童時

期，甚至是兒童早期(郭恩惠，2008)。研究者建議生命教育若能從幼兒

園開始落實，並且納入學校本位課程，編製適合的課程架構，並隨著

學生年齡的增加，逐漸加深加廣，將會對學生自我概念的形塑更穩固

紮實，因為信念是需要透過不斷的加強才能內化於心。 

三、訊息接收管道多元，應確實督導媒體傳遞正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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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環境改變，透過網路、電視、電玩遊戲、報章雜誌等，傳達

訊息途徑甚廣，當孩子尚未成熟，在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將訊

息全盤接受，未能有良好的價值判斷，可能因為錯誤的價值觀，影響

其自我概念發展。故相關單位對於媒體在傳遞訊息的方式及重點應確

實督導，加強正確價值觀的強調，切勿失焦。 

參、家長 

一、家長價值觀影響孩子的自我概念 

    目前社會仍出現重男輕女的觀念，家長對男、女生的標準不一，

對孩子出生時所抱持的態度、價值觀、言行舉止的不適當、要求超過

孩子能力範圍內使其無力背負，以及原生家庭的背景，都會影響孩子

的自我概念。當家長對孩子疏於管教，家庭功能未能彰顯在孩子心中，

從小沒有建立良好的親子關係，當孩子逐漸成長，越易受到同儕影響。 

二、對不同出生序孩子的教養態度應公平 

    對家庭裡不同出生序的孩子，家長常以不同的教養態度與其互

動，本研究發現，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各面向在出

生序無顯著差異，至於「整體自我」只有參與生命教育的國小學生在

出生序上有顯著差異，從平均數來看會發現，老大高於獨生子女、老

么和中間子女，由於老大通常是備受期待，獨生子女則是家庭裡唯一

的孩子所以得天獨厚，至於備受保護的老么，以及易受忽略的中間子

女在自我概念的表現都較為低落，因此家長在教養觀念上需要調整，

多元的看待每位孩子的可能性及其特質，才能建立孩子的自我概念。 

肆、未來研究 

一、可探討其他背景的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量化的部份，以國小四、五、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從數據上較難看出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學生在自我概念的差異，未來



  138

可考慮以其他年級或擴及到不同背景的學生，例如：弱勢家庭的孩子，

也許會從數據上看出明顯的轉變。 

二、增加不同的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僅有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國小學生、性別、年級、

出生序，不過影響自我概念的因素還有很多，建議未來可增加自變項。 

三、可增加質性資料進一步探討其自我概念的影響 

    本研究在質性的部份，僅透過五位生命教育志工的視角，探討其

進行彩虹「人與己」課程時的教學要領對學生自我概念的轉變，未來

可考慮加入學生、教師，甚至家長的回饋。 

四、量表選用仍須調整 

    本研究所使用的「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中文版」，雖經過嚴謹

的編制，不過由於彩虹「人與己」課程在單元主題裡，談的較多且跟

此自我概念量表有關的面向是「生理自我」、「心理自我」、「道德

自我」，至於「家庭自我」、「社會自我」則比較多涵蓋在「人與人」

課程，「學業/工作自我」則比較少觸及，量表的選用與課程目標的適

配性會影響著研究結果的不同，未來可考慮調整研究工具，若研究國

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在自我概念的差異時，想透過彩虹生命教育

為課程介入時，應針對皆參與過彩虹「人與己」及「人與人」課程的

國小學生做探討較為客觀，也較能吻合「田納西自我概念量表－中文

版」中的自我概念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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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與彩虹志工的訪談大綱 

    訪談主要分三個部份，第一個部分希望了解就您的教學經驗而言，人與己課

程是如何讓孩子在認識自己、欣賞自己、愛自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四方

面有所獲得?第二個部份是希望了解您的教學經驗發現，人與己課程對學生自我

概念的影響或改變?第三個部份是希望了解對於參與生命教育課程的學生在自我

概念調查結果您的回應與看法?以下是三個部份的詳細問題內容。 

壹、彩虹「人與己」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四個部份：認識自己、欣賞自己、愛自 

    己、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參與彩虹生命教育「人與己」課程的國小學

生，是如何學到以下課程內容?是否確實學到並建立自我概念?請就您在擔任彩虹 

志工與學生互動的經驗及觀察針對以下四個課程內容分別說明。 

一、認識自己。 

二、欣賞自己。 

三、愛自己。 

四、勇敢與信心/信心與希望。 

貳、彩虹愛家在去年十一月的兒童生命教育專刊第二期，透過田納西自我概念量  

    表為工具，針對國小學童自我概念進行調查，該量表將自我概念分為六個面 

    向，分別是：生理自我：對自己身體、健康狀況、外貌、技能和性方面的看 

    法。道德倫理自我：從道德－倫理的觀點來描述自己，檢查道德觀，覺得自 

    己是否正直良善。心理自我：反映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個人的勝任感、及對 

    自己性格或與他人之關係所進行的自我評估。家庭自我：反映個體對身為家 

    庭中的一份子，所感受到的勝任感及價值感，代表受試者目前對自己和周遭 

    家人間關係的看法。社會自我：自己與他人互動中自我的勝任感與價值感。 

    學業我：對自己在學校的表現抱持何種看法，及認為在這些場合中，他人如 

    何看待自己的表現。 

    在了解自我概念各面向所代表的意義後，您認為彩虹生命教育「人與己」課   

    程對學生的自我概念有哪些影響?請舉教學經驗中令您印象深刻的實例分別 

    說明學生在此六面向的具體轉變。 

一、生理自我。 

二、道德倫理自我。 

三、心理自我。 

四、家庭自我。 

五、社會自我。 

六、學業自我。 

七、「人與己」課程是否兼顧到此六面向的發展?或者哪些面向可再加強? 

參、對國小學生參與生命教育與否的自我概念調查結果的看法與回應。 

一、針對參與彩虹生命教育「人與己」課程的學生，與未參與彩虹生命教育「人 

    與己」課程的學生的在自我概念的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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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認為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在自我概念各面向的表現並未高於未參與生命 

   教育的學生，可能原因為何? 

(二)您認為參與生命教育的學生，在「社會自我」顯著低於未參與生命教育的學 

   生，可能原因為何? 

二、參與生命教育學生的自我概念在不同變項的差異 

分量表  性別 年級 出生序 

生理自我 男>女 四>五>六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道德倫理自我 男<女* 五>四>六 獨生子女>老大>老么>中間子女 

心理自我 男>女 四>五>六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家庭自我 男<女 五>四>六* 老大>獨生子女>中間子女>老么 

社會自我 男>女 五>六>四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學業/工作自我 男>女 四>六>五 獨生子女>老大>老么>中間子女 

整體自我 男>女 四>五>六 老大>獨生子女>老么>中間子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