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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介《促進幼兒的幸福感：研究、應用和策略》

REVIEW OF “PROMOTING WELL-BEING 
IN THE PRE-SCHOOL YEARS: RESEARCH, 

APPLICATIONS AND STRATEGIES”

吳怡萱
Marissa Yi-Hsuan Wu

壹、主題重要性

曾經幼兒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托育，讓需要工作的家長有地方照顧他們

的孩子，慢慢地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變遷以及腦神經科學研究的崛起，

兒童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well-being）也開始逐漸被重視。嬰幼兒時期是

身心各方面發展的關鍵時期，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證實幼兒的早期經驗，尤

其是情緒、社交和認知能力將為隨後的所有學習、行為和健康奠定堅固或

薄弱的基礎。五歲前是腦部發展的關鍵期，研究指出嬰兒新生前幾年大腦

每秒能建立超過 100萬個新的神經元連接（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2007）。有鑑於此，近二十年來歐美先進國家紛紛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經費，

力圖研究幼兒的早期發展歷程，以期作為制訂國家政策與教育方針的參

考。

Frydenberg、Deans與 Liang（2020）的《促進幼兒的幸福感：研究、

應用和策略》收錄了 Frydenberg團隊這十年來實證研究、現實生活應用和

策略實踐的成果。從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概念開始，主要

從幼兒的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及因應（coping）

的相關研究和實務協助讀者了解這些概念和技能對於幼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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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denberg認為幸福感是因應的結果，社會與情緒技能（social emotional 

skills）是建立幼兒幸福感的基礎。

貳、作者與專書簡介

本書出版於 2020年，由三位澳洲作者 Erica Frydenberg、Janice Deans

和 Rachel Liang共同完成，Frydenberg是研究因應的專家，也是現任澳洲

墨爾本大學的名譽教授，截至目前為止她共發表了約 150多篇關於因應的

學術期刊，出版了 26本專書與專書章節，專書內容包含正向心理、因應、

親職教育、社會情緒學習等……。Deans是位實務工作者，致力於幼兒的

藝術學習，是現任多個墨爾本大學附設實驗幼兒園的副執行長。Liang則

是墨爾本大學的名譽研究員，同時也是一位心理師。

全書結合三位作者的專業，包含 Frydenberg在因應上的研究、Deans

對幼兒發展與實務的了解及 Liang在正向心理的專業實踐，旨在談論促進

幼兒幸福感的議題。第一章從正向心理的觀點介紹幼兒幸福感的定義及重

要性；第二章從不同理論和面向談論 3~6歲幼兒的發展；第三、第八及第

九章整理社會情緒學習在各國的課程綱要以及課程，並分享社會情緒學習

的應用及實務上的融入；第四到第六章介紹幼兒的因應策略和測量幼兒因

應策略的方式，並探討幼兒因應策略、幼兒壓力和心理健康三者的關係；

第七章則介紹正向親職教養―Families Coping課程的研究與應用；第十章

為全書做總結。

參、內容大要

一、幼兒幸福感的定義及發展

在正向心理學興起之前，心理學主要專注在如何改善負向情緒和行為

失調。直到 2000年左右Martin Seligman出版了「真實的快樂」（Authentic 

Happiness）一書，正向心理學才逐漸開始走向普及（Seligman, 2002）。

在此，正向心理學指的是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以及能夠促進個人

和社會卓越發展的優勢（strengths）和美德（virtue）。隨著時間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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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1世紀後，社會、經濟和政策有了重大的改變，其中一項改變是對

於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的指標，從原本經濟表現目標的達成，轉而從生活品

質和幸福感的程度來衡量。此外，正向心理學的發展也讓教育開始重視心

理健康和幸福感。許多國家，像是本書提及的澳洲，就發展了關於兒童幸

福感的國家政策、架構和準則（詳見本書第三章）。就像所有關於正向心

理學的書籍一樣，本書也是從正向心理學和幸福的定義開始的，第一章從

正向心理學的幾個重要元素包括因應（coping）、心態（mindsets）、優勢

力（strengths）、建立樂觀（building optimism）、恆毅力（grit）及感恩

（gratitude）來談論幼兒的幸福感。認為幸福感不是沒有病痛或感到失望，

而是擁有正向的情緒、能夠活在當下和感到滿足。本章也提及正向心理學

旨在培養與世界互動的孩子，我們可以從孩子的優勢力來培養孩子的社會

情緒技能，使孩子能夠願意接受挑戰，在完成任務時能獲得滿足；能與他

人互動和聯繫，表達對他人的感激之情，也能欣賞周圍的環境。而在此過

程中因應策略對於幼兒的幸福感會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章談論完作者對於幼兒幸福感的定義後，第二章開始從生態系

統、大腦等發展等讓讀者更了解 3-6歲幼兒的發展樣態及這些面相對幼兒

幸福感的影響。作者認為幼兒在生態系統中需要有讓其感到安全和支持的

環境，讓幼兒能夠在系統中與他人互動產生連結。大腦的發展對幼兒也有

很大的影響，需要靠學習來增強大腦的能力，促進幼兒健康的發展，而在

學習的時候我們可以使用搭鷹架（scaffolding）的方式幫助孩子學習。書

中除提及不同面向對幼兒發展的影響外，亦將 3-6歲幼兒發展的樣態以及

在此階段成人該如何協助引導幼兒發展與學習整理成淺顯易懂的表格。像

是此表格就有提到 3歲的幼兒開始知道對錯，能夠遵守簡易的指令，並需

要有一些自主，因此成人需要在此階段協助幼兒嘗試一些能夠獨立完成的

事，也需要讓此階段的幼兒有機會用自己的身體探索世界。

二、從理論到實務—幼兒幸福感的培育

接下來的章節，作者討論正向心理學在幼兒身上的應用與實施。第

三、八及九章提及了社會情緒學習（SEL）這個被當代教育所重視的架

構，書中指出透過直接性的教導幼兒社會情緒技能並提供讓他們感到有歸

屬和安全的環境，能夠協助幼兒學習及茁壯成長。社會情緒發展在幼兒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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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至關重要，它為幼兒日後的發展和心理健康、就學準備奠定了重要的基

礎（Cooper, Masi, & Vick, 2009）。第三章也提到許多國家都制定了關於

社會情緒學習的政策和指引，而這些政策和指引在國際間是相當一致的，

但不同國家、場域在教育實務中對於社會情緒學習的應用和實施仍有所不

同。儘管如此，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的確能增進幼兒的社會情緒技能。這些

可以在本書的第八章及第九章看到，在此作者介紹如何使用直接性教學

教導社會情緒學習以及在課堂的其他活動中融入社會情緒學習（例如：本

書的範例因應—復原力（COPE-Resilience）和世代課程（intergeneration 

program）來幫助幼兒表達他們的情緒並幫助他們考慮他人的感受，亦能

幫助他們考慮自身行為的後果，進而增加幼兒的社區參與度、增進人際關

係及世代間幸福感的技能。書中對於上述的範例都有詳細的介紹，不僅有

活動實施的過程，也有在過程中幼兒的反應（例如：一位 5歲的幼兒表示

「當大家坐在一起時，會互相微笑，如果有人傷心，大家則會提供幫助」。）

除了社會情緒學習，作者也談及在本書的另一個核心概念「因應」。

作者認為因應是復原力和獲得幸福感的過程。並不存在對的或錯的因應方

式，但是情境決定我們所使用的因應方式是否能讓我們復原或感到幸福。

從第四到第七章，作者分享了他們不同階段關於幼兒因應的研究。研究的

第一階段顯示，年僅 3歲的幼兒可以辨識一系列的因應策略。這幫助作者

在研究的第二階段發展了一套幼兒因應的視覺工具「幼兒因應卡」（Early 

Years Coping Cards），這套工具以圖像描繪了幼兒會遇到的挑戰情境，

透過這套工具，幼兒和同儕或成人可以對於圖片上顯示的情境進行因應方

法的交流，進而達到提升幼兒社會情緒素養的效果。接著，在第五章介紹

了因應量表—修訂版（以下簡稱 CCS-R）（Yeo, Frydenberg, Northam, & 

Deans, 2014）的發展。CCS-R由 29項幼兒的因應策略組合而成，作者指

出幼兒因應的發展型態與青少年和成人不同，發展一份具有信效度的幼兒

因應量表來探討幼兒的因應策略顯得格外重要。當我們可以測量某事時，

測量可以幫助我們看見行動，提供理解與反思的證據，進而激發教師和家

長們與孩子共同討論改變的可能。關於 CCS-R的應用，書中在第六章中

做討論。根據作者所引用的 Skinner & Zimmer-Gemberck（2007, 2009），5

至 7歲和 10到 12歲是因應快速發展的兩個階段。因此，在這些年齡層中

教授因應技能很重要。透過使用 CCS-R量表，作者發現因應和焦慮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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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關係，高焦慮孩童傾向使用更多負向的因應策略，改善孩童的因應策

略可能會降低焦慮。這顯示，如果我們能教會孩子如何更有效地因應，使

他們擁有使用有效因應策略的成功經驗，那麼可能會降低焦慮的影響。

儘管可以增強和改善兒童的因應技巧以幫助他們復原和獲得幸福感，

但父母在幼兒的學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重要的是，成年人必須

先學會理解他們自己的因應方式，並使用我們希望孩子們學會的因應策略

概念和語言，然後孩子才能模仿和學習。在作者研究的第五和第六階段，

發展了一套家庭可以做的因應課程。作者表示一個成功和理想的親職課程

必須包括教導溝通技巧、成人和孩童的因應技巧以及家長的自我照顧。最

重要的是，Frydenberg建議，成年人應提高對於有效因應策略的使用，例

如健康的自我對話（像是 :我可以做到、下次會更好等）、建立社會支持

網絡以及培養有效的溝通和解決問題的技能等；自責和擔心等較沒有幫助

的因應策略應被減少使用。此外，成人還需著重於建立對自己和孩子的情

緒覺察並培養對自己和孩子的慈悲心。最後，作者強調，我們必須記得慶

祝自己每個成長的時刻，即使只是一小步。

三、結論

書中的第十章是整本書的總結與結論，再次提醒讀者幼兒幸福感的

重要性，幸福感與復原力需要通過「優勢為本」的模式（strengths-based 

approach）來進行，包含人們的思維方式，讓學習者看到成長的可能性，

了解恆毅力與堅持不懈是可以存在的，並且世界是充滿希望和樂觀的，而

這些包含了對他人的同理心及對自己的情況和處境抱有感恩之心，相信發

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學習的一部分。最後，作者希望讀者可以記得幼兒階段

的孩子有無限可能，及早培養他們的社會情緒能力非常重要。身為教育者

或孩子的家長，我們更應該幫助孩子們準備好去面對他們未來的世界，在

這不斷變化的世界中，保持不變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需求，此外，人類也有

想與他人連結的需求，希望被他人肯定、支持與重視。透過正向心理學（不

管是社會情緒學習還是因應策略）的教學應用，我們可以培育出更幸福的

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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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評析

如同書中所述，幸福感是當代教育極為重視的議題。為保障 2至 6歲

幼兒的權利，臺灣於 2011年通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確保幼兒能夠

接受適當的教育及照顧，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發展。除法律對幼兒的保障外，

我國幼兒課綱也逐漸從教師中心的知識灌輸逐漸轉向以幼兒為中心的自由

遊戲或引導式學習。在學習圖像上，也從原來在知識灌輸理念下的「專心

聽講」，轉化至更回到幼兒需求的「自信、主動、能與人合作、對生活環

境關心、有勇氣面對問題、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樣貌（教育部，2017）。

雖然立法、課綱，過去的知識面有所改變，開始更加注重幼兒的身心健全

發展和情意需求，但研究指出，在實務中仍然缺乏對教師這方面的培訓與

資源，許多培訓和資源仍然停留在知識層面而非情意素養的培訓（幸曼玲、

周于佩，2017）。

知識層面的重要性不可否認，但不論是學生學習或教師的教學，都需

要輔以情意面才能有更好的品質，為因應世界快速的變遷，僅有知識層面

的成長已不足以應付，需要情意面一起幫助孩子成功。情意層面不僅僅只

是與人的情感互動，它還包含自主行動、自我覺察與調整、動機、復原力

等。雖然一直以來知識與情意並重，均衡發展是我們的教育目標，但市面

上仍然缺乏引導幼兒情意面的資訊或教材，使得執行情意面的教學更加困

難。本書旨在談論如何促進幼兒幸福感，正好可為促進幼兒情意面發展提

供寶貴的資訊。書中提到的社會情緒學習、因應策略以及各項實際的課程，

都可以作為教育現場教師引導學生情意成長的參考。

除此之外，本書雖是以研究為基礎，代入許多理論，但仍深入淺出的

介紹各個正向心理的構念，並且與實務現場做結合。作者融合了各自的專

業領域，以淺顯易懂的寫作方式，讓讀者們更加清楚幼兒階段培育幸福感

的重要性。每個章節都包含幼兒階段的應用，除了提供教學現場的圖像範

例，亦有提供幼兒工作者（與照護者）教學現場融入此構念的策略與方法。

每個篇章的最後，都有提供作者希望讀者能接收到的重要信息，以及有關

如何在不同環境中促進幸福感的工具和實際示例。也正因如此，本書不只

是一本學術專書，它亦可成為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們的工具書。推薦將本書

籍列為幼兒教師專業成長所需的專書，希望能通過本書來提供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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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幼兒發展與幸福感必要的專業知識。

不過本書為國外的英文書籍，內文中所探討是否能夠完全適用於臺

灣，或是在移植使用的過程中需要做哪些改變，仍然是在使用上值得我們

探討的。

針對本書內容，對於臺灣教育的省思如下：

1.臺灣幼兒課綱於 2016年放入了社會及情緒領域，老師是否熟悉

課綱內容，了解如何提升幼兒的社會及情緒技能增進幼兒幸福

感？

2.書中提及的課程及資源適用於臺灣嗎？如果不適用，可以做哪些

修改？

希望後續有機會可以將本書所提及的方法與策略用於臺灣的幼兒教育

現場，融入本土化以「仁」為本的教育觀，使幼兒成長為有能力、自信的

學習者和交流者，身心健康、有歸屬感、有意識地為社會做出有價值的貢

獻的未來社會公民。綜言之，該書從學術理論到研究到專業實踐所提供的

策略以及各項實際的課程，實能為我國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發展與情意課程

教學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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