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篇 國小高年級與國中組 憂鬱症 
216216216

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設計 

接納對象 憂鬱症學生 單元名稱 走入『憂鬱症』的世界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國中階段 單元時間 一節(40-45 分鐘) 

教學方法 講授、討論、 
小組競賽、影片欣賞

適用人數 全班 

編製日期 95.08.21 設 計 者 王淑慧、杜家文、張杏華 

教
學
動
機 

罹患憂鬱症學生在校園中，常表現過度擔憂、不與人往來或無端哭

泣等情緒行為問題。若不適時提供協助，憂鬱症學生往往無法適應學校

生活。希望透過本節課程教學，協助普通班學生瞭解憂鬱症，並同理其

憂鬱症狀表現，進而能夠接納協助憂鬱症患者。 

教
學
目
標 

一、能說出憂鬱症的病因和特徵。 
二、能舉出成功走出憂鬱症的名人，及其能夠克服憂鬱症的因素。 
三、能夠同理憂鬱症患者的心情。 
四、能了解憂鬱症患者及家人已經付出的努力。 

接
納
對
象
分
析 

一、憂鬱心情，幾乎整天、每日都有，可由主觀報告(如感受悲傷空虛)，
或由他人觀察(如看來含淚欲哭)而顯示。(註：小孩或青少年可能以

激動不安的情緒表現出來)。 
二、在所有或幾乎所有的活動，興趣、喜樂都顯著減少。 
三、非處於節食而體重明顯下降，或體重增加(如：一個月體重改變 5%

以上)，或幾乎每日食慾都增加或減少。(註：在兒童，無法增加預期

應增的體重即考慮)。 
四、常常失眠或嗜睡。 
五、常常激躁不安或遲緩呆滯。 
六、常常疲累或全身乏力。 
七、常常感到無價值或過份、不適當的罪惡感(可達妄想程度) 
八、常常思考能力或專注能力減退，或無決斷力。 

教
學
資
源 

電腦(可撥放 ppt 檔)、單槍投影機、黑板、回饋單 

參
考
資
料 

楊聰財、譚宏斌編譯(民 93)。彩色圖解精神醫學。台北：合記。 
陳俊欽(民 92)。幫他走過精神障礙：該做什麼，如何做？台北：張老師。

張恕著(民 95)。我憂鬱，但我很努力。台北：創意年代文化。 
廣梅芳譯(民 90)。憂鬱心靈地圖：如何與憂鬱症共處。台北：張老師。

蘇貞以(民 94)。變調的青春—憂鬱症青少年之生命敘說。靜宜大學青少

年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董氏基金會網站：http://www.j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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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學內容 時間 備註 

一、引發動機 

(暖身活動) 

 

 

 

 

二、主題活動 

 

 

 

 

 

 

 

 

 

 

 

 

 

三、總結 

(複習、回饋) 

1-1 老師說明名人案例(大 S、孫翠鳳、…) 

欣賞孫翠鳳拍攝的憂鬱症宣導短片及大 S 罹

患憂鬱症的新聞剪報 ppt，引導學生體會憂

鬱症患者也有優勢能力及面對症狀的辛苦。

 

 

2-1 老師說明憂鬱症特徵(生理、心理、認知，四

不『吃、睡、活、動』一沒有『活力』)。

2-2 老師帶領學生討論『為什麼名人會有憂鬱

症？我不會有？』，並藉著看三張特別圖片，

說明人有個別差異。 

2-3 老師介紹憂鬱症病因：體質因素、環境因素、

心理因素。 

2-4 老師引導學生同理憂鬱症患者的感受。(描述

憂鬱症的症狀，引導學生感受同理，ex：吃

不下飯、想睡睡不著等等發病的辛苦) 

2-5 老師說明憂鬱症患者及家人需要付出的努力

(就醫、服藥、接受心理治療、家人的支持、

需要長期抗戰) 

 

3-1 分組討論、競賽 

針對憂鬱症的可能特徵分組討論，之後各組

派員上台計時書寫，老師針對其書寫內容有

錯誤者再澄清，最後擇優頒獎或是加分。 

3-2 請同學填寫回饋單。 

瞭解學生對於憂鬱症的認識、接納度是否提

升。 

 

 

 

 

 

 

 

------ 第一節 結束 ------ 

6 分 

 

 

 

 

 

7 分 

 

4 分 

 

 

5 分 

 

4 分 

 

 

4 分 

 

 

 

5-10 

分 

 

 

5 分 

ppt(1-2)

ppt 檔中會

呈現老師上

課說明的備

忘錄。 

 

ppt(3-7)

 

ppt(8-12)

 

 

ppt(13-16)

 

ppt(17) 

 

 

ppt(18) 

 

 

 

ppt(19) 

黑板 

粉筆 

 

ppt(20) 

回饋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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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同儕接納教學活動回饋單 

教學單元：走入『憂鬱症』的世界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

嗨！用心上課、愛心滿滿的同學，你(妳)好： 

相信你(妳)在老師的帶領說明下，已經對憂鬱症的病因及特徵有了初步的認

識和了解。希望你(妳)在學習這樣的課程後，能因為了解憂鬱症的病因及特徵而

更同理憂鬱症患者的辛苦，也希望最有愛心的你(妳)，能接納、協助身旁的憂鬱

症患者。 

接下來，請你(妳)就自己現在的想法，在下面問題中，圈選出適合自己意見

的選項，謝謝你(妳)的合作。 

1、你(妳)現在是否能說出一位成功走出憂鬱症的名人？    【 是 否 】

2、你(妳)現在是否能說出兩項憂鬱症患者的特徵？      【 是 否 】

3、你(妳)現在是否能說出兩項憂鬱症患者的病因？      【 是 否 】

4、你(妳)現在是否能說出一項憂鬱症患者的治療方式？    【 是 否 】

5、你(妳)現在是否覺得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有差異存在？ 【 是 否 】

6、你(妳)現在是否覺得憂鬱症患者是很需要他人協助鼓勵的？ 【 是 否 】

7、如果你(妳)週遭有一位憂鬱症患者，你(妳)是否願意協助？  【 是 否 】

8、關於今天的上課內容，你(妳)有什麼心得或讓你(妳)覺得印象深刻的，請你

(妳)寫下來喔！！ 

                                

                                

                                

感謝有你(妳)， 

因為你(妳)的關懷、接納、包容、協助， 

讓憂鬱症患者更有勇氣面對生命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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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走入『憂鬱症』的世界

 
 

2006/12/11

『Blue』不再是我的顏色
------成功走出憂鬱症的名人

孫翠鳳

大S

 
老師說明：「憂鬱症不是個性抑鬱、內向寡歡者的專利。平日工作狂熱，深獲人緣的人，同樣有得病的可

能。讓我們來看看以下幾位名人，他們也都曾得到憂鬱症，但在正確就醫與家人及朋友的支

持下，成功走出憂鬱症，讓『Blue』---憂鬱，不再是他們的顏色，困擾他們。」(動作：按

「孫翠鳳」可看宣導短片；按「大 S」可看大 S 憂鬱症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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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發作？ 大 S 和家人發生口角 負氣離家 

2003/05/21 20：54 
記者廖祐德／台北報導 
 
 
 
大 S 負氣出走？21 日晚間八大「娛樂百分

百」節目中，赫然只見小 S 一人主持，而

且臉色相當沉重，而節目進行到一半，小

S 忍不住對著鏡頭表示：「姐，如果你正

在看這節目，請你要相信我們家所有人都

很愛你的。」原來大 S 21 日下午和家人

發生爭執，之後負氣離家，雖然小 S 和徐

媽媽四處尋找，不過都沒有大 S 的音訊，

因此小 S 迫不得已才在節目中說了這番

話，希望大 S 能和家人聯絡。至於小 S 在

節目進行一半時，也忍不住心中的悲傷，

無法繼續主持，改由黑人和范曉萱接手。

 
事情發生的真正原因，小 S 不願多說，只

表示 21 日是大姐的生日，原本氣氛應該

是一片和樂融融的，想不到下午大 S 和家

人發生口角，大 S 一氣之下就負氣離家，

不僅手機關機，就連大 S 的所有好友都不

知道她的行蹤，心急的徐媽媽四處尋人，

可是就連大 S 的男友藍正龍也聯絡不上，

加上過去大 S 有罹患過憂鬱症，徐家人擔

心，大 S 會一氣之下做出傻事，因此積極尋找她的下落。 
但找了一下午，徐家人還是找不到大 S 的蹤跡，負責的小 S 原本希望將晚

上的「娛樂百分百」結束後再做打算，可是少了大 S 在身旁，小 S 還是忍

不住心中的悲傷，不得已在節目中表達自己的情感，希望姊姊能和家人聯

絡。小 S 表示，這只是單純的家庭事件，希望外界不要有過多的揣測，同

時也希望大 S 如果看到節目，能明白家人還是很愛她關心她的，趕快和徐

媽媽聯絡，不要再讓她老人家擔心難過了！ 

事情發生的真正原因，小 S

不願多說，只表示 21 日是

大姐的生日，原本氣氛應該

是一片和樂融融的，想不到

下午大 S 和家人發生口

角，大 S 一氣之下就負氣離

家，不僅手機關機，就連大

S 的所有好友都不知道她

的行蹤，心急的徐媽媽四處

尋人，可是就連大 S 的男友

藍正龍也聯絡不上，加上過

去大 S 有罹患過憂鬱症，徐

家人擔心，大 S 會一氣之下

做出傻事，因此積極尋找她

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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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那，

什麼是憂鬱症呢 ?

 
老師說明：「名人憂鬱症的消息不少，憂鬱症甚至有 21 世紀黑死病之稱，那麼，我們來看看，到底什麼

是憂鬱症，它的特徵又有哪些呢？」 

2006/12/11

憂鬱症的特徵（1）
生理特徵

1.食慾胃口變差 5.情緒低落

2.內在驅力減退 6.體重減輕

3.動作遲緩 7.失眠

4.說話量及活動量減少

 
老師說明：「憂鬱症的特徵，我們可以分為生理、認知及心理三個部分來看。生理特徵的部分，有 1.食慾

胃口變差 2.內在驅力減退(提不起勁) 3.動作遲緩 4.說話量及活動量減少 5.情緒低落

6.體重減輕 7.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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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憂鬱症的特徵（2）

認知特徵
1.常出現負向想法 5.猶豫不決、無法做決定

2.注意力無法集中 6.自信心喪失、低自尊

3.思考或記憶力變差

4.過度擔憂、想法反覆無常

 
老師說明：「憂鬱症認知部分的特徵有 1.常出現負面的想法 2.注意力無法集中 3.思考或記憶力變差

4.過度擔憂且想法反覆無常 5.猶豫不決且無法做決定 6.自信心喪失與低自尊。」 

2006/12/11

憂鬱症的特徵（3）

心理特徵
1.孤獨、寂寞感 5.生命無意義、無價值

2.罪惡感、常自責 6.死亡輕生或自殺念頭

3.無助感 7、自殺企圖

4.絕望感

 
老師說明：「憂鬱症心理部分的特徵為：1.孤獨、寂寞感 2.罪惡感、常自責 3.無助感 4.絕望感 5.

生命無意義、無價值 6.死亡輕生或自殺念頭 7、自殺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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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憂鬱症的特徵（總結）

------四『不』一『沒有』

1、不想吃、不想睡、不想活、不想動

2、沒有活力

 
老師說明：「看完上面的特徵介紹，現在，我們可以將憂鬱症的特徵，總結為四『不』一『沒有』-------

不想吃、不想睡、不想活、不想動以及沒有活力。以方便同學記憶。」 

2006/12/11

全民大『悶』鍋
------大家來找答

名人為什麼會有憂鬱症？

什麼情況會產生憂鬱症？

我們周遭有沒有人可能也有憂鬱症？

為什麼他會有憂鬱症？我不會有？

 
老師說明：「大家來想一想，剛才我們看到的這些名人，這麼光鮮亮麗、有成就、受歡迎，豆豆先生甚至

還是搞笑的喜劇演員呢！為什麼他們會得到憂鬱症呢？什麼情況會產生憂鬱症？我們周遭有沒有人可能

也有憂鬱症？為什麼他會有憂鬱症？我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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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每個人都不一樣

------ 我變、我變、我變變變

 
老師說明：「我們來看幾張圖。同學們，你們看到的圖片畫面是什麼？」(動作：按圖一、圖二可以看圖)
「為什麼有的人看到的是美麗的少女，有的人看到的是一個巫婆？有的人看到的是燭台，有些人看到的

是面對面的兩張人臉？ 
每個人看到的角度都不一樣，只是憂鬱症患者選擇的，是比較負面、悲觀的角度。」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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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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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憂鬱症的病因(1)

1、體質病因

(1)遺傳基因

(2)內分泌賀爾蒙

 
老師說明：「除了每個人的個別差異之外，為什麼會得憂鬱症，其實是有一些原因的。Radke (1992)研究

發現，父母若有憂鬱症，則孩子憂鬱的機會比一般人高出很多；青少年如果有親人罹患憂鬱

症，那麼，他一生中罹患憂鬱症的機會大約是一般人的兩倍。而同卵雙胞胎的共同罹患憂鬱

症的機率高於 50%以上。另外，胚胎因受母親懷孕時抽煙喝酒或濫用藥物的結果，出生後

體質上賀爾蒙容易下降，也會引發憂鬱症。神經傳導系統的障礙，脂質代謝障礙，細胞免疫

機能活化及下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活性過高等內分泌賀爾蒙調節不好的情

況，也容易產生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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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憂鬱症的病因(2)

2、環境因素

（1）家庭因素---父母教養態度不適當

（2)社會因素---挫折感、人際關係差、

生活壓力

 
老師說明：「皆下來要考慮的因素是，成長於父母親有情緒困擾或憂鬱症家庭中的孩子，在許多層面會有

負面的影響，包括父母親會比較容易忽略孩子情緒及身體上的照顧，這些家庭的經濟狀況，

也相對比較劣勢等等，所以，Rutter (1999)就認為，青少年的憂鬱症，是遺傳與環境交互作

用所產生的結果。以青少年的憂鬱症來講，影響最大的環境，一個是家庭，也就是他的成長

環境，另一個便是學校，包括學校中的學業壓力與人際關係的困擾等。」 

2006/12/11

憂鬱症的病因(3)

3、心理因素

(1)人格特質---依賴、完美主義、

悲觀主義、歸因論

(2)長期焦慮---使壓力具有威脅性

 
老師說明：「產生憂鬱症的第三個病因為心理因素： 

(1)自我特質較討好主義者：常壓抑憤怒情緒、討好他人以獲得關愛，易因人際關係壓力而引發憂鬱症。

(2)自我特質較完美主義或自卑者：重視成就需求，易因外在成就表現成為壓力源而引發憂鬱。 
(3)歸因論：憂鬱症患者多將負面的事件歸因於是自己的不好、能力不足；而將正面的事件歸因於外在

的因素：如有人幫忙或運氣好。 
(4)認知扭曲：斷章取義、小事化大、兩極化的分法(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及災難化的想法，造成長期

的焦慮與壓力，最後壓力對自己太具威脅性時，便容易衍生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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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假如我是Mr. Blue
1、一整天沒吃什麼東西，還要應付一天的

考試及上體育課 ……

2、一整天在學校都沒有跟任何人講話 ……

3、一整天趴在桌上，連下課都不想出去玩 ..

4、吃完藥頭暈、嘔吐、拉肚子一整天 ……

 
老師說明：「同學們瞭解了憂鬱症的病因與特徵之後，現在讓我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假如我是 Mr. Blue 

(憂鬱症患者)，我的感覺是什麼？我願不願意做這樣的事？」 

2006/12/11

不讓心情跌停板
------憂鬱症患者如何走出憂鬱

～給他一點時間，照顧他，也成長了自己～

1、尋求醫療資源的協助

2、面對壓力，努力調適。

3、家人、朋友及同學的支持。

 
憂鬱症患者要如何走出『憂鬱』呢？他們自己可是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呢！他們必須去看醫生，必要時要固定服用藥物，忍受藥物引起的副作用(如：
頭暈、想睡覺、全身無力、心悸、拉肚子或嘔吐等)，擔心藥物可能引起身體其他器官的傷害，但是不吃藥有可能會讓他的憂鬱症更嚴重。所以他只
能在兩害當中擇其輕。 
剛剛有提到，憂鬱症會因為壓力而發病，所以他在面對壓力時，必須要努力地去調適，可能對我們是一件小事，可是對他而言可能就要花很大的力
氣，用很多的方式去引導他自己面對壓力的調適。 
家中有憂鬱症患者對一個家庭而言會是非常需要協助的，因為憂鬱症患者的一些行為是很明顯有異於他人的，在街坊鄰居間一定會有些閒言閒語出
現，甚至還會怪罪他的父母造業或是祖上不積德，所以家人也要承受很大的壓力，但是在承受壓力的同時，他們也是要去包容、接納並協助憂鬱症
患者能夠克服其病症，像憂鬱症的就醫也是通常要到大醫院，固定時間都要回診，家人一定都要陪同就醫，也有可能會影響到工作，所以憂鬱症患
者的家人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家人的支持與否會影響到憂鬱症患者的復原情況。朋友對憂鬱症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目
前你們的生活重心除了家庭就是學校，所以在校朋友及同學的接納態度也會對憂鬱症患者影響很大，如果大家是不接納他，他們將會面臨更大的壓
力，會更容易發病，但是如果大家可以接納他，他在面對壓力時會比較能夠克服，所以大家對他們越接納，越能夠幫助憂鬱症患者『走出憂鬱』…
「憂鬱症並不會傳染，但有時候憂鬱症患者的反應可能讓你不是那麼想親近，憂鬱症患者及他的家人，為了走出憂鬱，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比
如說：看醫生、吃藥、努力改變自己負面的想法。而家長的部分除了包容與支持孩子外，也努力尋求相關資源來幫忙。」  「照顧一個憂鬱症的
孩子並不容易，在很多方面會使家族成員的相處發生問題，家長及孩子本身必須花很多額外的時間處理事情，像跟學校的老師或醫師會面、處理家
裡的問題、社交活動也會受影響；而服用藥物的副作用，常常讓憂鬱症患者覺得不舒服。所以，憂鬱症患者本身及家人，在治療過程中所付出的努
力，其實十分辛苦。對抗憂鬱症需要一點時間，無法有立即式的成效，所以，大家對他們要更加包容及具有耐心，給他們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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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超級金頭腦
------分組討論、競賽

主題：憂鬱症的特徵有哪些？

 
老師說明：「同學們，剛才我們介紹了憂鬱症的病因與特徵，現在，我們將全班分為六組，老師給每組 2

分鐘的時間討論憂鬱症的特徵分別有哪些，然後各組推派代表上台寫下各位討論的結果，在

限時 1 分鐘的時間裡，哪一組寫下的正確項目最多，老師會送小組每一位成員一份小禮物(或
加分，老師也可利用這個機會順便澄清孩子的觀念)，這樣對比賽規則有沒有問題？準備好

了嗎？好，計時開始！」 
(2 分鐘後)「好，時間到！現在，我們請各組代表上台來寫憂鬱症的特徵，先請各組就定位(黑板上已先

畫好六個空位欄，請各小組代表就定位)，預備，計時開始！」 
(1 分鐘後)「好，時間到！我們來看看各組的內容---------(再就項目做討論及澄清)」 
(統計各組得分之後頒獎) 

2006/12/11

填寫回饋單

請放心就你自己本身的狀況誠實填答……

 
老師說明：「最後，請各位同學每人填寫一張回饋單，請就你自己本身的狀況誠實填答，答案沒有對錯，

也不記名，結果只是讓老師知道，今天的課程對大家有沒有幫助，所以，請你放心填寫！要

仔細填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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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設計 

接納對象 憂鬱症學生 單元名稱 走出『憂鬱症』的世界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國中階段 單元時間 一節(40－45 分鐘) 
教學方法 講授、討論、小組競賽 適用人數 全班 
編製日期 95.08.21 設 計 者 王淑慧、杜家文、張杏華 

教
學
動
機 

罹患憂鬱症學生在校園中，常表現過度擔憂、不與人往來或無端哭泣

等情緒行為問題。若不適時提供協助，憂鬱症學生往往無法適應學校生

活。希望透過本節課程教學，協助普通班學生瞭解憂鬱症，能夠同理其

憂鬱症狀表現，進而能夠接納協助憂鬱症患者。 
教
學
目
標 

一、能說出憂鬱症的病因和特徵。 
二、能夠同理憂鬱症患者的心情及辛苦。 
三、能說出在學校情境如何協助憂鬱症患者。 

接
納
對
象
分
析 

一、憂鬱心情，幾乎整天、每日都有，可由主觀報告(如感受悲傷空虛)，
或由他人觀察(如看來含淚欲哭)而顯示。(註：小孩或青少年可能以激

動不安的情緒表現出來)。 
二、在所有或幾乎所有的活動，興趣、喜樂都顯著減少。 
三、非處於節食而體重明顯下降，或體重增加(如：一個月體重改變 5%

以上)，或幾乎每日食慾都增加或減少。(註：在兒童，無法增加預期

應增的體重即考慮)。 
四、常常失眠或嗜睡。 
五、常常激躁不安或遲緩呆滯。 
六、常常疲累或全身乏力。 
七、常常感到無價值或過份、不適當的罪惡感(可達妄想程度)。 
八、常常思考能力或專注能力減退，或無決斷力。 

教
學
資
源 

電腦(可撥放 ppt 檔)、單槍投影機、黑板 

參
考
資
料 

楊聰財，譚宏斌編譯(民 93)。彩色圖解精神醫學。台北：合記。 
廣梅芳譯(民 90)。憂鬱心靈地圖：如何與憂鬱症共處。台北：張老師。

陳俊欽著(民 92)。幫他走過精神障礙：該做什麼，如何做？台北：張老師。

張恕著(民 95)。我憂鬱，但我很努力。台北：創意年代文化。 
蘇貞以(民 94)。變調的青春—憂鬱症青少年之生命敘說。靜宜大學青少年

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董氏基金會：http://www.j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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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學內容 時間 備註 

一、引發動機 

(暖身活動) 

 

 

 

 

二、主題活動 

 

 

 

 

 

 

 

 

三、總結 

(複習、回饋) 

1-1 全班一起觀賞『一封遠方捎來的信』ppt。 

老師引導學生瞭解接納身心障礙同儕的重要

性(加強同理憂鬱症患者的心情)。 

1-2『記憶拼圖』：老師協助學生複習憂鬱症的特

徵。 

 

2-1 老師介紹憂鬱症患者在學校情境中可能出現

的狀況。 

2-2『我是助人小天才』： 

老師呈現憂鬱症患者在學校的表現，逐一列

出問題後，先讓學生分組討論：針對每個狀

況，學生們可以提供憂鬱症患者什麼協助。

討論後，老師再呈現 ppt 檔，歸納整理出學

生可提供的協助方式。 

 

3-1『超級比一比』：分組競賽 

老師針對如何協助憂鬱症患者在學校的表現

提問，請各組派員回答，老師針對其回答內

容有錯誤者再澄清，最後擇優頒獎或是加分。

3-2 老師說明『蚌殼吐沙』的小故事，再強調以

接納態度面對憂鬱症患者的重要 

3-3 請同學填寫回饋單。 

瞭解學生對於憂鬱症的認識、接納度是否提

升。 

 

 

 

 

 

 

 

 

------ 第二節 結束 ------ 

5 分 

 

 

5 分 

 

 

5 分 

 

15 分 

 

 

 

 

 

 

7 分 

 

 

 

3 分 

 

 

5 分 

ppt(1-2)

 

 

ppt(3-6)

 

 

ppt(7-9)

 

ppt(10-20)

 

 

 

 

 

 

ppt(21) 

 

 

 

ppt(22) 

 

 

ppt(23) 

回饋單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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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同儕接納教學活動回饋單 

教學單元：走出『憂鬱症』的世界   教學日期：   年   月   日

嗨！用心上課、愛心滿滿的同學，你(妳)好： 

相信你(妳)在老師的帶領說明下，已經對如何協助憂鬱症患者有了初步的認

識和了解。希望你(妳)在學習這樣的課程後，能因為了解如何協助憂鬱症患者而

勇敢伸出你(妳)的援手，也希望最有愛心的你(妳)，能陪伴身旁的憂鬱症患者，

面對生命的挑戰。 

接下來，請你(妳)就自己現在的想法，在下面問題中，圈選出適合自己意見

的選項，謝謝你(妳)的合作。 

1、你(妳)現在是否能說出兩項憂鬱症患者的特徵？      【 是 否 】

2、如果你(妳)週遭有一位憂鬱症患者，你(妳)是否願意協助？  【 是 否 】

3、當憂鬱症患者上課不專心時你(妳)現在是否能協助他？   【 是 否 】

4、當憂鬱症患者不參與團體活動時你(妳)現在是否能協助他？ 【 是 否 】

5、當憂鬱症患者下課一個人時你(妳)現在是否能協助他？   【 是 否 】

6、當憂鬱症患者對考試表現很焦慮時你(妳)現在是否能協助他？【 是 否 】

7、關於今天的上課內容，你(妳)有什麼心得或讓你(妳)覺得印象深刻的，請你

(妳)寫下來喔！！ 

                                

                                

                                

感謝有你(妳)， 

因為你(妳)的關懷、接納、包容、協助， 

讓憂鬱症患者更有勇氣面對生命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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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I

走出
『憂鬱症』的世界

 
老師說明：「上一節我們『走入憂鬱症』，瞭解了憂鬱症的病因與特徵，我們也較能體諒憂鬱症患者的辛

苦，希望因為我們的接納與幫忙，他們能夠儘快『走出』憂鬱症。」 

Y

>_<IY

一,一

I

一封遠方捎來的信

 
老師說明：「現在，我們一起來看一封『遠方捎來的信』。」(動作：按『一封遠方捎來的信』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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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遠方捎來的信

 
老師說明：「我們一起來看看信的內容。」 

在一個美麗的早晨，一對父母接到遠在美國深造

的阿倫來信。字裡行間娓娓道著對父母的思念與

對上天的感恩，信尾寫著……..

 
老師說明：「在一個美麗的早晨，一對父母接到遠在美國深造的阿倫來信。字裡行間娓娓道著對父母的思

念與對上天的感恩，信尾寫著……●」(老師用感性的語調，慢慢按字幕念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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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爸媽，我上週從學校歸來的途中，經歷了一場可怕的

車禍，感謝上天，我活了下來，但另外一位朋友卻沒有這麼幸

運，他的臉部因為車禍灼傷，有難看噁心的疤痕，雙腿也因車

禍而截肢，需要坐輪椅……因為行動不便，所以日常的行動或

洗澡、如廁等，都需要旁人的協助；或許因為身體上的不舒服

與不方便，有時他的心情會焦躁或發怒，但他是位聰明且善良

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帶他回家，跟我們一同生活，
並照顧他一輩子，就像家人一樣，不知道爸媽的想法如何？

永遠愛你們的兒子 阿倫」

 

猜猜看，

阿倫的爸媽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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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阿倫的爸媽，

你會怎麼做……

 

阿倫的父母一邊慶幸自己的孩子平安，

一邊為阿倫想帶回家的朋友感到頭疼，

兩人商量了半天，最後回了一封信給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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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阿倫：

很高興你平安無事，也為你的朋友感到遺憾。對於
你想帶他回家長住的事情，我與你母親討論的結果，
覺得這對我們將會是一個麻煩：我們必須幫他料理
生活瑣事、洗澡、如廁，而且他若心情不好，我們
可能還得看他的臉色，這除了佔去我們很多額外的
時間，他臉上難看的疤痕，可能也會嚇到你經常來
此度假的外甥小傑。所以，我們覺得，你還是與他
當朋友就好，至於當家人，對我們來說，這樣將會
是個很大的負擔，希望你能委婉地拒絕他。

愛你的爸媽」

 

信件寄出沒有多久，阿倫的父母就接到警方的

通知，他們最親愛的兒子阿倫，已經跳樓身亡。

當他們前往美國去接回孩子的遺體時，竟然發

現，他們的阿倫，臉上有灼傷的疤痕，而且沒

有了雙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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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的想法是什麼？

 
老師說明：「看完這封信，同學們，我們來想一想，阿倫的想法是什麼？是慶幸、充滿希望？還是自卑、

擔心被排拒與感到無助？」(請 1~2 個孩子發表一下看法並稍做澄清) 
「阿倫應該是對自己是否能被接納感到十分憂心的，所以才會先以他人的角色，測試自己是否

能被別人接受，結果竟是連自己的家人都是以排拒的眼光看他，認為他會嚇到人、是負擔與

麻煩，才會導致他覺得再活下去，似乎沒有什麼希望……」 

多一分關懷與接納，

你能使更多人活得有希望！

 
老師說明：「多一分關懷與接納，你就能讓憂鬱症的患者多一分活下的勇氣與希望。但願我們每一個人，

面對憂鬱症患者，都能伸出援手，多一分關懷、體諒與接納，別讓阿倫這樣的悲劇，再度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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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憂鬱症的特徵嗎？

記憶拼圖

 
老師說明：「上一節課我們提過憂鬱症有哪些特徵，同學們還記得多少呢？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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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特徵

1.食慾胃口變差 5.情緒低落

2.內在驅力減退 6.體重減輕

3.動作遲緩 7.失眠

4.說話量及活動量減少

 
老師說明：「憂鬱症的特徵，我們可以分為生理、認知及心理三個部分來看。生理特徵的部分，有 1.食慾

胃口變差 2.內在驅力減退(提不起勁) 3.動作遲緩 4.說話量及活動量減少 5.情緒低落  

6.體重減輕 7.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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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特徵
1.常出現負向想法 5.猶豫不決、無法做決定

2.注意力無法集中 6.自信心喪失、低自尊

3.思考或記憶力變差

4.過度擔憂、想法反覆無常

 
老師說明：「憂鬱症認知部分的特徵有 1.常出現負面的想法 2.注意力無法集中 3.思考或記憶力變差 

4.過度擔憂且想法反覆無常 5.猶豫不決且無法做決定 6.自信心喪失與低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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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特徵
1.孤獨、寂寞感 5.生命無意義、無價值

2.罪惡感、常自責 6.死亡輕生或自殺念頭

3.無助感 7、自殺企圖

4.絕望感

 
老師說明：「憂鬱症心理部分的特徵為：1.孤獨、寂寞感 2.罪惡感、常自責 3.無助感 4.絕望感  

5.生命無意義、無價值 6.死亡輕生或自殺念頭 7、自殺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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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患者在學校

可能出現的狀況有哪些呢？

 
老師說明：「憂鬱症患者如果是青少年，那麼可能會出現哪些行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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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狀況篇（1）

• 上課注意力差、不專心。

• 上課經常沒反應，呆坐或打瞌睡。

• 上課經常會隨意離開教室或座位。

• 無法參與團體活動（如遊戲或比賽）。

• 下課經常一個人，沒有人和他玩。

 
老師說明：「青少年憂鬱症在校園中常出現的狀況有上課注意力差、不專心。上課經常沒反應，呆坐或打

瞌睡。上課經常會隨意離開教室或座位。無法參與團體活動(如遊戲或比賽)。下課經常一個

人，沒有人和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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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狀況篇（2）

• 比一般同學更容易緊張、焦慮。

• 不會保護自己，常受同學欺侮或佔便
宜。

• 動作慢，常跟不上教室中的活動腳步。

• 孤立自己、不和人來往。

• 對自己很不滿意，會責備自己。

• 說自己要自殺。

 
老師說明：「比一般同學更容易緊張、焦慮。不會保護自己，常受同學欺侮或佔便宜。動作慢，常跟不上

教室中的活動腳步。孤立自己、不和人來往。對自己很不滿意，會責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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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激盪篇

……我是助人小天才

主題：如何幫助憂鬱症患者

 
老師說明：「同學們，針對上述情況，有哪些可以協助憂鬱症患者的方法呢？我們來腦力激盪一下。」(自

由發表或點幾位學生表達想法，討論後，老師再呈現本來製作的 ppt，並將學生提出且可執

行部分以口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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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一：

上課注意力差、不專心。

我可以…
1、手指黑板或老師，提醒他注意聽。

2、告訴他老師上到第幾頁的哪一個部分。

3、拍拍他，口頭提醒他要專心。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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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二：
上課經常沒反應，呆坐或打瞌睡。

我可以…

1、隨時拍拍他、叫醒他。

2、叫他去洗洗臉或喝水提神。

3、告訴他老師現在上課的進度。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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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三：
上課經常會隨意離開教室或座位。

我可以…

1、若有發現，隨時告訴老師。

2、幫忙把他帶回座位。

3、坐在他的旁邊守著他。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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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四：
無法參與團體活動（如遊戲或比賽）。

我可以…
1、與他同一組，鼓勵他一起參加。

2、把他當成秘密武器。

3、只要他參與了，就給他最大的讚美。

4、不要逼他一定要參加。

5、分配給他適當的工作。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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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五：

下課經常一個人，沒有人和他玩。

我可以…
1、下課主動找他玩。

2、帶零食或玩具與他分享。

3、帶他到校園走走逛逛、散散心。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Y

>_<IY

一,一

I

狀況六：
比一般同學更容易緊張、焦慮。

我可以…
1、安慰他，事情另一個正面的看法。

2、告訴他自己的表現或進度比他還差、

還慢，讓他安心。

3、教他一些放鬆的方法（呼吸、運動）。

4、陪他聊些輕鬆的話題或笑話。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課程篇 國小高年級與國中組 憂鬱症 
246246246

Y

>_<IY

一,一

I

狀況七：

不會保護自己，常受同學欺侮或佔便宜。

我可以…
1、當正義守護神，勸告欺侮他的同學。

2、發現他被欺侮，就馬上帶他離開被欺

侮的人與環境。

3、自己要保護他，不要欺侮他。

4、無法解決時，請老師協助處理。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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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八：

動作慢，常跟不上教室中的活動腳步。

我可以…
1、提醒他現在的活動是什麼，及進行的

方式。

2、告訴他老師上到第幾頁或哪一個部分。

3、隨時提醒他趕上班上的進度。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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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九：

孤立自己、不和人來往。

我可以…
1、主動找他聊天。

2、問他要不要和我們一起玩或讀書。

3、找一群人一起帶動他。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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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十：

對自己很不滿意，會責備自己。

我可以…
1、對他來個優點大轟炸。

2、告訴他有些事並非他的錯。

3、與他分享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優點與

缺點，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老師說明：請按投影片上內容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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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十一：

說自己要自殺。

我可以…
1、與他分享生命中還有許多美好的經驗。

2、多和他聊天，並約定時間，一起做他

喜歡的活動。

3、隨時留意他的狀況，並趕快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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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比一比

……分組競賽

主題：如何協助憂鬱症患者？

 
老師說明：「針對如何協助憂鬱症患者在學校的表現提問，請各組派員搶答，(老師針對其回答內容有錯

誤者再澄清)，最後，老師會擇優頒獎或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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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殼吐沙小故事

接納他、幫助他；

但請不要逼他、刺激他

 
老師說明：「同學都喝過用蚌煮的湯吧？蚌拿來做湯，味道十分鮮美，也很有營養，而且，如果蚌煮湯前

是活的，『吐沙』也吐得很乾淨，那麼，煮出來的湯，會更加甘甜。但是，要如何才能使蚌

自然吐沙呢？專家指出，必須將蚌放在適溫的水中，並加上適量的鹽，他就會怡然自得的在

水中盡情吐沙。而憂鬱症患者，就像一顆外殼堅硬的蚌，大家都必須要懂得以『耐心和愛心』

來提供他們適溫的環境，並加以鼓勵和接納，讓他慢慢地『吐沙』、『傾吐心事』，而不是一

味地打壓、刺激、敲打蚌殼，因為，蚌只要受到外來的攻擊，他就會緊緊的封閉自己，防衛

自己。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關心、接納他們，陪他們一起『走出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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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回饋單

請放心就你自己本身的狀況誠實填答……

 
老師說明：「最後，請各位同學每人填寫一張回饋單，請就你自己本身的狀況誠實填答，答案沒有對錯，

也不記名，結果只是讓老師知道，今天的課程對大家有沒有幫助，所以，請你放心填寫！要

仔細填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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