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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意圖探討 0-3歲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做法，以讓成人瞭解如何對 0-3歲階段的嬰幼兒進行

生命教育，讓生命的概念進入嬰幼兒的心靈。探究之後，歸納分析出 0-3歲嬰幼兒進行生命教育
的做法如下︰ (1)多給予嬰幼兒溫暖的擁抱；(2)坦然接納嬰幼兒錯誤的行為；(3)多鼓勵與欣賞
嬰幼兒；(4)多給予嬰幼兒微笑；(5)多與嬰幼兒進行遊戲；(6)多與嬰幼兒身體接觸；(7)讓嬰幼
兒多接觸大自然。

關鍵詞：嬰幼兒、生命教育、自然、微笑

 ABSTRACT
This is a study of the practice of life education for infants (0–3 years of age), to allow adult to give 

better life education for infants and to give a concept of life to infants. The methods are as follows: (1) 
infants are embraced more, (2) there is calm acceptance of wrong behavior in infants, (3) there is more 
encouragement and appreciation of infants, (4) there is more smiling at infants, (5) many games are 
played with infants, (6) there is more body contact with infants and (7) infants come into greater contact 
with nature.

Keywords:  infant, life education, nature, smile

專　　論

壹、前言

教育是實現人的可能性 (Education is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possibilities) (Parker, 1897)，
讓受教者的生命得以整全的發展，讓人的生命產

生意義與價值，散發生命的光與熱。在這樣的理

念趨動下，遂有生命教育的推行。回顧我國生命

教育之發展脈絡有從死亡學、死亡教育進展為生

死學、生死教育、臨終教育，再進展為生命教育

之痕跡，但這些名稱與內涵都具有相關相疊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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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首先倡導與推動死亡教育者為安寧照顧相關

組織，教育界起步較晚，約在 1997年前後因校園
暴力與自戕事件不斷，時省教育廳長陳英豪先生

認為有必要在校園施行生命教育，以建立學生合

宜人生觀與珍惜生命之可貴。1999年，九二一大
地震之後，學生更切身面對死亡事件，時教育部

楊朝祥部長乃召集成立「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

後來的曾志朗部長宣佈2001年為「生命教育年」，
對外公布「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90-
93)，編列經費、擬訂計畫在各級學校推動「生
命教育」（陳貞旬，2007）。而在幼兒生命教育
研究上，筆者發現在 2000年以前臺灣沒有關於
幼兒生命教育的研究。而且分析相關的研究，並

無聚焦探討 0-3歲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做法（施宜
煌，2014）。畢竟，生命的前三年（0-3歲）是
個體一生當中成長最快速的時期，也是個體生命

往後各階段的基礎。雖然在二十世紀以前，鮮少

有嬰幼兒如何成長與發展之相關研究，然而近幾

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致力於嬰幼兒成長

與發展的研究，也讓人們逐漸瞭解早期成長經驗

的重要性。嬰幼兒階段是生命當中一個獨立的、

有別於其他階段的時期，有著它的獨特性及重要

性，是生命發展的基礎階段（楊曉苓、段慧瑩，

2007）。依此，聚焦探討生命的前三年（0-3歲）
之生命教育實踐，便更凸顯其重要性。此外，現

代有許多的孩子從幼齡時期就被要求接受一堆才

藝訓練、智能開發訓練，卻沒有太多機會認識自

己、感受大自然，如此的教養過程可能會使他們

成年後面臨對生命的空虛感，也會對生活失去熱

情，而成了只會拼命工作的人。然而在臺灣的社

會，成人要將生命教育的價值與幼兒分享，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吳庶深、魏純真，2010）。尤
其是，要將生命教育的價值與 0-3歲的嬰幼兒分
享更是一件不易的事情。

總結來說，嬰幼兒階段實施生命教育有其重

要性，而臺灣幼兒生命教育的相關研究，並無聚

焦深入探討 0-3歲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做法。是以，
本文意圖探討 0-3歲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做法，以
讓成人瞭解如何對 0-3歲階段的嬰幼兒進行生命
教育，讓生命教育的價值與 0-3歲的嬰幼兒分享，
所以可彰顯本文的重要性與價值性。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從臺灣生命教育的推動談幼兒生命教育實

施的重要性 
臺灣生命教育的提出，近因是因為校園自我

傷害與暴力事件頻傳所衍生出對社會亂象進行

深刻的省思；遠因則是因為長久以來，「重科

技、輕人文」導向社會觀導致的結果（顏鈺珊，

2011）。進一步分析，面對學生產生愈來愈多問
題的此刻，我們該如何改造學校教育，來啟發學

生的生命智慧？近年來臺灣教育決策單位以及許

多關心教育的人士便提倡「生命教育」，期望將

啟發生命智慧的理想，落實、貫徹於臺灣學校教

育體系之中（陳立言，2004）。而觀諸生命教育
的最基礎目標，在培養學生珍愛生命：學生在整

個教育歷程能體悟身為人類的意義與價值，重視

生死大事，珍愛自己，保護生命，瞭解生命得之

不易，也體驗生命成長的艱辛與苦難，是以能化

為更積極自我實現的發展生涯，珍愛生命。正向

的行動，認真生活，闡揚生命的光與熱，活得有

尊嚴（鄭崇趁，2001）。
而生命教育在臺灣的推展，是由前臺灣省教

育廳廳長陳英豪博士指示擬訂實施計劃，於 87
學年度起由國中實施，再擴及於高中職，及國小

等階段（張淑美，2004：100）。自前臺灣省教
育廳於 1997年底開始推動生命教育（孫效智，
2009），1999年教育部曾志朗博士發表〈生命教
育－教改不能遺漏的一環〉一文，呼籲我國教育

必須從制度面的改革，進而到重視學生的情意教

育。教育部並於 2000年宣布設立「生命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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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其後更正式提出 2001年為各級學校「生
命教育年」，這項政策宣示代表國家對生命教育

的重視與推動的決心（丘愛鈴，2001；陳立言，
2004）。2001年，教育部函頒「教育部推動生
命教育中程計畫」（90-93年），規劃實施從小
學到大學十六年一貫的生命教育課程（顏鈺珊，

2011）。1而高中 95暫綱將生命教育納為選修課，
使得生命教育由非正式的教育專案提升為中等教

育的正式課程。2008年初，教育部更進一步頒
布，高中生命教育類選修課自 2010年起，從單純
的選修課改為高中必選 1學分的課程。其影響所
及，今後高中生在三年的學習生涯裡，都有機會

接觸到最基本的生命教育（孫效智，2009）。教
育部在 2008年發布《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生
命教育」課程綱要》，其中普通高級中學「生命

教育」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生命教育探索生

命之根本課題，並引領學生在生命實踐上知行合

一。本課程將針對生命教育最重要之課題，提供

學生梗概的導論。而普通高級中學科目「生命教

育」課程欲培養的核心能力如下：(一 )瞭解生命
教育的意義、目的與內涵；(二 )認識哲學與人生
的根本議題；(三 )探究宗教的緣起並反省宗教與
人生的內在關聯性；(四 )思考生死課題，進而省
思生死關懷的理念與實踐；(五 )掌握道德的本質，
並初步發展道德判斷的能力；(六 )瞭解與反省有
關性與婚姻的基本倫理議題；(七 )探討生命倫理
與科技倫理的基本議題；(八 )瞭解人格統整與靈
性發展的內涵，學習知行合一與靈性發展的途徑

（教育部，2008）。然這波在各級學校推動生命
教育之計畫，於幼兒階段卻較少著墨（陳貞旬，

2007）。
但就實際情形來說，嬰幼兒是全人發展的關

鍵時期，也是實施生命教育最好的階段（吳庶深、

魏純真，2010）。相關研究（吳庶深、魏純真，
2010；施宜煌，2013，2014；張純子，2010；潘
美玲，2006）皆支持這樣的論點，認為幼兒階段
是實施生命教育最佳的時期。所以，臺灣當前幼

兒生命教育的實施有其重要性，並且幼兒階段是

實施生命教育最佳的時期。

二、0-3歲嬰幼兒身心發展的特徵
任何社會的未來奠基其培育下一代成為健康

與良善個體的能力。因為今日的小孩將成為明日

的公民、工作者與父母 (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2007)。而良善個體包含
五項成分，分別為身體健康 (physical health)、心
理健康 (mental health)、自我調整 (self-regulation)，
社交能力 (social competence)和認知能力 (cognitive 
competence) (Newland, 2014)。其實，所有孩子都
是個別的個體，他們有獨特的能力，並來自極為

多樣的背景、信念與文化。孩子有權利享有被尊

重、積極關注與尊嚴的對待 (French, 2007)。每個
孩子是獨特的，他們的身高、體重與體型 (body 
build)有所差異，也因此孩子的發展是有所差異
的 (Papalia, Olds & Feldman, 1999)。再者，人類的
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展現了可以預測的順序

(sequence) (Young, 1996)。而個體從出生後，就屬
於社會的一份子。在社會環境中，個體無時無刻

地與他人互動著，無論是就學或工作，都免不了

與他人的互動、溝通，以達到學習或其他目的，

進而增進自己各方面的發展，這樣的發展是一種

動態的過程（張閔翔，2006）。
就幼兒的發展來說，幼兒時期是個體成長與

發展的關鍵時期，因為幼兒時期的經驗會影響

個體日後的生活情形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2)。幼兒的各種認知過程並非在出生時皆已具

1 教育部並於 2002年將「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委員會」更名為「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諮詢委員會」。2007年更名為「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諮詢小組」，2009年底
與學生輔導諮詢小組進行整併為「教育部學生輔導及生命教育諮詢小組」（顏鈺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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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而是在以後的生活中逐漸發生的。思考是複

雜的心理活動，在個體心理發展中出現較晚。它

是在感覺、知覺、記憶等心理過程的基礎上形成

的。思考的發生，說明幼兒已具備了人類的各種

認知過程（陳國眉，1995）。而認知成長 (cognitive 
growth)著眼於心智，以及當孩子成長和學習時，
心智是如何運作的 (Charlesworth, 2011)。

Piaget敘述了認知發展的不同階段，並指出
每個階段的孩子會發展一種新的運作方式、思

考方式與回應外在環境的方式 (Papalia, Olds & 
Feldman, 1999)。而 0-3歲嬰幼兒大約是在 Piaget
所謂的感覺動作與前運思階段。感覺動作階段

（0-2歲）是孩子智力發展的萌芽階段，在感覺
動作階段孩子只能依靠感覺和動作來適應外界環

境（陳國眉，1995），憑感覺與動作以發揮其基
模功能（張春興，2006），來認知外在世界。前
運思階段是感覺動作階段到概念性智力階段（運

思階段）發展的過渡階段，又稱自我中心的表

徵活動階段（陳國眉，1995）。所謂自我中心
(egocentrism)是指學齡前兒童在面對某種別人在
場的社會情境時，只會從自己的觀點看問題，不

會考慮別人的意見（張春興，2006）。並且，在
認知思考也無法進行較高層次的思考，所以進行

生命教育較為不易，必須從感覺、動作與情感等

層面來進行生命教育，以彌補 0-3歲嬰幼兒無法
進行思考生命的意義。若從上述層面來進行生命

教育，也能提升嬰幼兒的情感能力。

至 於， 情 感 成 長 (affective growth) 著 眼
於自我概念和社會、情緒、人格特質的發展 
(Charlesworth, 2011)。Erikson的心理社會期發展
論指出 1-3歲嬰幼兒若發展順利者的心理特徵為
對人信任，有安全感，能按社會要求表現目的性

的行為。若發展不順利者則是面對新環境時會焦

慮不安，缺乏信心，行動畏首畏尾（張春興，

2006）。而嬰幼兒自呱呱墜地後，與父母之間形
成的「親子關係」，彷彿像張開一張網似的牢牢

網住彼此，透過日常生活的互動，逐漸形成幼兒

的早期經驗。這些早期經驗成為幼兒探索世界、

發展人格與情緒的基礎。而依附關係是個體一生

中最早接觸到的人際關係，發展之好與否，非但

影響日後健全人格的發展，且關係至更廣泛的人

際關係發展（陳雅雪，2009）。
另者，2-3歲嬰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方面，2

孩子會想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雖然實際上是各玩

各的，但仍會注意彼此的遊戲，有時會短暫參與

對方的活動。恐懼的情緒增加，怕黑、怕獨處，

容易嫉妒新生的弟妹，會用大哭大鬧的方法表現

不滿的情緒。孩子能短暫聽從成人的警告或提醒，

但自己的想法變多，喜歡說「不」，追求獨立自

主（林佩蓉、黃于庭、許惠茹，2007）。
總的來說，0-3歲嬰幼兒在認知發展方面，

無法進行高層次的認知思考，孩子只能依靠感覺、

動作或情感來適應外界環境，認知外在環境。而

在情感成長方面，良好依附關係的建立、信任感

的發展、自主獨立的發展是重要的要項。在社會

情緒發展方面，孩子害怕獨處。據此，本文將在

這樣的結論為基礎，進而探討 0-3歲嬰幼兒生命
教育的做法。

參、實施 0-3歲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做法

關於 0-3歲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做法，本文閱
讀分析相關文獻（周儒，2012；林佩蓉、黃于
庭、許惠茹，2007；段慧瑩、林孟螢、許秀彩，
2010；教育部，2012；陳姵樺，2014；陳淑卿，
2014；馮觀富，2001；黃麗卿，2014；翟英，

2 關於嬰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以往父母和教保服務人員普遍偏重嬰幼兒的智育發展，但隨著情緒智能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詞被引入臺灣，情緒表達、情緒知
識和情緒調節等能力逐漸被重視。國內外的研究也指出，嬰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是其他方面發展的基礎，和社會能力、認知學習以及心理健康等息息相關（江秀英、

李宜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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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蔡秀佩，2012；Parker, 1896, 1969; Parker, 
& Helm, 1902）分析如下：

一、多給予嬰幼兒溫暖的擁抱

根據幼兒發展的研究，觸覺是寶寶與生俱來

的能力，剛出生的嬰兒很喜歡被觸摸，因為透過

觸摸寶寶會感覺被安撫，會有愛與安全的感覺，

所以給寶寶的觸摸與擁抱是愈多愈好（陳姵樺，

2014)。陳姵樺 (2014)指出「擁抱」對寶寶到底有
什麼影響呢？並舉出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發生

在澳洲，一位澳洲婦人懷孕 27周早產生下龍鳳
胎，男嬰出生 20分鐘後醫師宣告他夭折，但不捨
的媽媽將男嬰抱在胸口道別，並不斷和他說話，

沒想到 2小時後，男嬰竟然奇蹟似地恢復呼吸，
目前已是個健康的寶寶。第二個例子發生在臺中

市，一位媽媽也是早產生下只有 500多公克的龍
鳳胎，媽咪學習袋鼠媽媽經常將兩個寶寶抱在懷

中，讓寶寶感受媽媽的心跳與體溫，兩個嬰兒也

順利長大。心理學家已證實，擁抱具有心理治療

的能力，可以促進健康、快樂、與安定感。與早

產兒相同，肌膚接觸的擁抱會讓嬰兒延續在母親

子宮中的狀態感，讓寶寶產生舒適的感覺。此時

期也是寶寶在建立依附關係的重要階段，初生嬰

兒視覺的發展尚未成熟，他／她可能還無法認清

媽媽的五官輪廓，但透過溫暖的擁抱，可以讓他

／她感覺到舒適，並且與和他／她擁抱的人產生

依附關係，3進而產生信任感。筆者認為這種信任

感的關係在嬰幼兒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讓幼

兒對生命產生信任。因為，在信任中成長的孩子，

能相信別人也能相信自己；而在猜忌氛圍中成長

的孩子，較容易產生忌妒之心，進而不會尊重他

人，這是生命的負因子。畢竟，讓孩子尊重他人

是生命教育的目標之一。至於，具體的做法就是

成人可以多多擁抱嬰幼兒，不要因為自己的忙碌

而覺得擁抱是浪費時間的舉動，而錯失了與嬰幼

兒建立信任感的機會。

二、坦然接納嬰幼兒錯誤的行為

在生活和學習方面，幼兒需發展獨立自主的

能力，並嘗試自行完成活動。成人宜順應幼兒自

主的天性，提供機會讓幼兒從能自我照顧為起點，

練習收拾物品和生活自理。在練習過程，容許幼

兒嘗試錯誤，並透過示範引導，協助幼兒漸進地

調整與修正行為（教育部，2012）。對於嬰幼兒
錯誤的行為，成人應坦然接受之。我們必須考慮

到孩子的身心發展狀態，因孩子尚處於未成熟階

段，所以成人應降低要求孩子的標準，另外孩子

的錯誤行為，對於 3歲的幼兒可以試著告訴他／
她哪些行為是不對的，也可以告訴他／她哪些行

為可以替代，明白的指示對於 3歲的幼兒有很大
的方向作遵循，要不然孩子無法理解什麼是可以

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當然，要強調的是，

為孩子做良好示範是教養孩子的基本條件（陳淑

卿，2014）。
坦然接受嬰幼兒的錯誤行為，不要對其行為

過於嚴苛，讓嬰幼兒在寬容的氛圍中學會寬容別

人，原諒別人，進而尊重別人的生命，這是生命

教育中很重要的一個課題。至於，具體的做法就

3 自從心理學家 Bowlby與 Ainsworth提出依附理論與陌生情境測驗以來，依附便成為嬰兒期社會發展的重要研究課題。在 Bowlby的理論不但保留 Freud強調早期
經驗對個體人際關係發展重要性的觀點。而且還整合了動物行為論、進化論、及神經機制論的若干重要觀點，而架構出其依附理論，Bowlby認為依附不僅是孩子
與照顧者之間所建立起的感情連結，嬰兒更是一個適應性的個體，其生而俱來的依附行為系統，在日常生活嬰兒以母親為安全堡壘，俾在設定與母親之間的距離

目標，以便探索環境，但如果嬰兒覺察到環境中有威脅性存在時，便能啟動依附行為系統，以哭泣、攀爬、尋求親近與維持身體的接觸等行為，來喚起母親的注

意與照顧，或調整縮短與母親間的距離，以維護其本身的安全。Bowlby更進一步說明嬰兒與母親間所建立之依附關係品質，隨年齡的成長，由表現於外的依附行
為系統，而逐漸形成其對自我與對依附對象的內在運作模式，此內在運作模式，乃以心裡表徵的方式呈現，包括了與依附對象互動所累積的經驗，具有情緒與認

知的成分，而此內在運作模式，將統合於其人格結構當中，成為一個人對新環境的認知、期望及適應的依據。因此嬰兒與母親之間依附關係的品質，會持續影響

到幼兒時期兒童的社會適應與人際關係，而且尚影響其認知發展，甚至於到了青年期或成年期，幼年時的依附經驗，亦繼續保存於個人相關的認知、情緒及行為

當中，影響個人的生活適應（蘇建文、龔美娟，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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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人需要放寬心胸，以欣賞的角度來接納嬰幼

兒錯誤的行為，需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更何

況是嬰幼兒。

三、多鼓勵與欣賞嬰幼兒

嬰幼兒期是各方面發展的關鍵時期，錯失關

鍵期教養方式的配合，可能因此影響孩子的一生

（林佩蓉、黃于庭、許惠茹，2007）。在嬰幼兒
時期，成人應多鼓勵與欣賞嬰幼兒，鼓勵與欣賞

是很好的教養方式。因為，在鼓勵中成長的孩子，

將對未來充滿信心；然而時常處於嘲笑中的孩子，

將來長大可能畏首畏尾。時常在欣賞中成長的孩

子，懂得自我尊重與尊重他人，這是生命教育努

力的方向；然而時常處於批評中的孩子，時常受

人責罵的嬰幼兒將來長大可能苛以責人，嚴以待

人，這是一種不好的生命態度。至於，具體的做

法，需注意嬰幼兒的年齡越小，我們給予他／她

鼓勵的方式就越要多元化，這樣他／她才能從感

官上得到最大程度的接受，比如鼓掌、微笑、擁

抱、眼神的交流、說“你真棒”等等，動作和語

言相結合的話，效果會更好，因為嬰幼兒會感覺

到更大力度的鼓勵。再者，成人的鼓勵要發自內

心，雖然鼓勵並不需要額外花費什麼，但是請記

住，所有的鼓勵和讚美都要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的

鼓勵，一味地鼓勵個不停並不一定都是正向的積

極的鼓勵，反而可能讓孩子對大人產生質疑和不

信任感 (lbibi, 2014)。

四、多給予嬰幼兒微笑

微笑，笑是人類共同的語言。幾乎無人能抗

拒嬰幼兒的微笑，那是天使之笑，純真的。父母

親目睹嬰兒初次的笑容時，內心裡的喜悅無以名

狀，而成人對嬰幼兒的微笑幾乎都以微笑回報，

甚至撫慰他（馮觀富，2001）。多給予嬰幼兒微
笑，可以拉近成人與嬰幼兒間的心靈距離，讓幼

兒感覺成人是友善的，在這樣的友善氛圍中嬰幼

兒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溫度，嬰幼兒將來長大成人

也才能成為具有生命溫度的人，能對別人友善，

尊重別人，這是生命教育努力的重點。至於，具

體的做法，就是成人有機會多給嬰幼兒愛的凝視，

對他微笑（段慧瑩、林孟螢、許秀彩，2010）。
相信在微笑的友善氛圍中，嬰幼兒可以涵養生命

的正向能量。

五、多與嬰幼兒進行遊戲

玩，是孩子的天性（翟英，2014），玩能夠
促進孩子的學習和發展（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

2014），而孩子藉由玩來建構知識是需要被發展
的 (Dunphy, 2014)。

其實，就連大人都會對迪士尼樂園充滿了嚮

往，對好萊烏的各類卡通片百看不厭。其實，玩

不僅是孩子的天性，而是人們的共性。只不過在

孩童時代，孩子扮演的是最單一的角色—父母的

寶貝，不知壓力為何物，生活對於他們來說就是

快樂。因為嬰幼兒時期唯一要做的就是玩，孩子

的成長不能離開玩耍，而玩耍最重要的形式就是

遊戲（翟英，2014）。
其實，幼兒的生命本質中蘊涵豐富的發展潛

能與想像創造的能力，他們喜歡主動親近身邊的

人、事、物並與其互動，喜歡發問、探索並自由

的遊戲（教育部，2012）。遊戲，在幼兒發展
與教育領域具有重要的意義。幼稚園的創始者 F. 
Froebel即強調遊戲在幼兒教育課程中的地位（黃
瑞琴，2009）。「遊戲」對嬰幼兒來說是學習
的歷程，不同的遊戲對嬰幼兒的發展有不同的幫

助，甚至可以激發嬰幼兒的潛能。透過遊戲可以

刺激嬰幼兒的視覺、觸覺、嗅覺和聽覺，不僅增

加觀察力、操控技巧、協調性，更增加寶寶的想

像力。遊戲除了可以讓嬰幼兒發洩精力，有時還

可協助他們發洩情緒（段慧瑩、林孟螢、許秀彩，

2010）。
在與嬰幼兒遊戲的過程中，除了讓嬰幼兒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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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個社會除了有自己的存在外，也有別人的存

在。在這過程，也讓嬰幼兒瞭解人與人間要如何

互動？如何對待？讓嬰幼兒瞭解人與人間的互動

與對待，需要以尊重為基礎，這是生命教育的努

力方向。至於，具體的做法就是成人多發展嬰幼

兒遊戲的機會。

六、多與嬰幼兒身體接觸

身體接觸讓孩子獲得安全感。嬰兒來說，與

母親身體和手的接觸，是最能讓他／她感受到溫

暖與放鬆的。教育家Montessori提到：「在出生
後的幾個禮拜，孩子應該和母親保持親密的關係，

因為經由身體的接觸，可以讓嬰兒感受到和過去

在母親體內一樣的韻律、節奏。」而餵母奶是最

能培養濃厚親情的時機，因為餵母奶時，母親必

須緊緊地抱著嬰兒，並不時地撫摸孩子的身體，

這時除了孩子能深深地感受到母親的摯愛，母親

也能感受到孩子對她的需要，這種強烈的需要感

是維繫彼此親情的重要因素，而這種被抱、觸摸

的感覺，更是讓孩子獲得情緒滿足及安全依附的

主要來源（黃麗卿，2014）。其實，成人的身體
和手與嬰幼兒接觸，讓嬰幼兒感受到溫暖與放鬆，

可以紓緩嬰幼兒的情緒，發展生命中的正向情緒，

正是生命教育努力的方向。至於，具體的做法就

是成人多製造與嬰幼兒身體接觸的機會。

七、讓嬰幼兒多接觸大自然

美國進步教育思想家 Parker認為大自然喚
起孩子整個人的能量，釋放想像，塑造和引導

孩子持續不斷的活動和永不懈的能量 (Parker, & 
Helm, 1902)。所以 Parker認為應讓孩子多多接觸
動植物，多親近大自然，因自然與人們息息相關 
(Parker, 1969)。而在接觸動植物，親近大自然的
過程中讓孩子的身心靈可以整全發展，道德可以

整全發展。無怪乎 Parker敘說對於自然的探究是
發展道德的最佳基礎 (Parker, 1896)。

此外，在《失去山林的孩子：拯救「大自然

缺失症」兒童》一書提到上一代的孩童是在自然

中度過的，然現今孩童卻是每天面對電視、電腦

的虛擬世界。人們從有親近自然的特性 (biophilia)
逐步轉向至擁抱與親近影像（包含電視、影片、

電腦及網路等）的特性 (videophilia)，在在嚴重影
響孩子身心的正常發展（周儒，2012）。在這種
情形下，孩子也失去了感受生活周遭生命的敏感

度。其實，多接近大自然，也是很好的幼兒生命

教育方式。從觀察花草樹木、鳥蟻蟲獸的過程，

幼兒瞭解萬物皆有生命（蔡秀佩，2012）。可以
讓孩子多接近大自然，讓其在與大自然親近的互

動中體驗不同的生命，感受生命的脈動，體認什

麼是生命。教育部 (201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暫行大綱》也指出大自然是生命課題學習的舞台，

自然界的變化、更替與循環是體驗生命課題的最

佳素材。成人宜提供幼兒親近大自然的機會，鼓

勵幼兒觀察和記錄自然界景物及生命的變化；探

索自然環境與生命的關連性；引導幼兒覺察自己

行為對自然環境與生命的影響；學習愛護自然環

境的方法，培養幼兒對生命的關懷。成人也需鼓

勵幼兒透過感官知覺，體會大自然帶來經驗感受，

並透過語言、繪畫、扮演及故事等想像的方式自

由表現其與自然共處的體會，進而喜歡親近與愛

護自然，這是生命教育努力的方向。上述理念正

呼應 Parker所提多親近大自然，因自然與人們息
息相關 (Parker, 1969)。至於，具體的做法就是成
人多製造讓嬰幼兒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例如，教

保服務人員可以讓 3歲的幼兒進行幼兒園校園中
花草的觀察，或是觀察昆蟲的生長變化，這都是

很好的生命教育課程。

肆、結語

亙古以來，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的動物，除

了人本身的生理構造外，在神經系統的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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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遠較其他生物進化。而且，因為人們有語言、

會進行思考，同時能夠從事價值判斷，所以才會

有道德的生活、情意的溝通、選擇性的行動、文

化的規約。就事實而論，「人類是有價值的動

物」，因為人類能夠評價，曉得創造價值、鑑賞

價值、追求價值（郭為藩，1993）。而人在追求
價值的過程，要創造自我的價值，要讓自我的生

命活得有意義與價值。其次，生命需要經過不斷

焠鍊，才能激發耀眼的生命光彩；生命需要時刻

經營，才能譜出動人的生命樂章。深盼成人能秉

持「耘一畝福田，展無限生機」的志業良心，以

真心傳承真心，以良知傳承良知，以生命傳承生

命（陳浙雲，2001），透過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實
踐，引領嬰幼兒，瞭解生命的概念！

其實，0-3歲嬰幼兒階段的生命教育不易實
施，有需要先瞭解其身心發展的特徵，在此基礎

上提出實施嬰幼兒生命教育的做法。這些做法如：

(1)多給予嬰幼兒溫暖的擁抱；(2)坦然接納嬰幼
兒錯誤的行為；(3)多鼓勵與欣賞嬰幼兒；(4)多
給予嬰幼兒微笑；(5)多與嬰幼兒進行遊戲；(6)
多與嬰幼兒身體接觸；(7)讓嬰幼兒多接觸大自
然。相信藉由本文的探討，從 0-3歲嬰幼兒的身
心發展狀況出發，進而提出以上嬰幼兒生命教育

的做法，應能延伸我國實施嬰幼兒生命教育的視

域，讓生命的概念進入嬰幼兒的稚嫩心靈，讓嬰

幼兒成為更富有生命溫度的個體。將來成人，可

以熱愛自己的生命，熱愛別人的生命，熱愛大自

然的生命，進而譜出動人的生命樂章，生命活出

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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