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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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 單元名稱 進入美麗境界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 單元時間 一節(40~45 分鐘) 

教學方法 體驗活動、講述 適用人數 全班 

編製日期 95.08.21 設 計 者 朱巧馨、林雍津 

教
學
動
機 

精神分裂症學生在學校中常遭遇適應問題，同學也因不了解精神分

裂症學生而產生排斥感，因此設計本課程協助同儕的了解與接納。 

教
學
目
標 

一、能同理精神分裂症同學的困難。 

二、能說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及特徵。 

三、能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己、醫院、老師、及家長的努力。 

四、認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優點。 

接
納
對
象
分
析 

一、不喜歡與他人有社交接觸。 

二、情緒起伏較大及過度敏感。 

三、常有脫離現實的幻聽、幻覺或妄想。 

教
學
資
源 

電腦 

PPT 檔：進入美麗境界 

單槍投影機 

附件一 

參
考
資
料 

宋維村述 曾端真、張娟鳳記(民 77)。青少年精神醫學。台北：天馬。

吳靜美(民 89)。伴你成長：日常生活的心理問題(青少兒篇)。台北：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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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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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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活動： 

各位同學，在上課前我們先來進行一個「答

非所問」的小遊戲。老師會問某個同學一個

問題，但是他回答的答案不能跟老師的問題

有關係，例如：老師問：「你吃飽了沒？」，

你可以回答：「今天天氣很好」、「老師你好漂

亮」等等的答案。開始進行遊戲，一共五題。

1-2 老師講解遊戲的意義：同理精神分裂者的思

考模式，精神分裂者的思考方式常常是很混

亂的，和一般人的邏輯不一樣，所以旁人常

常覺得和精神分裂症者談話會有答非所問

的情形。 

1-3 接下來老師再提出一個「答非所問」的題目，

請全班同學同時回答自己的答案，此時會發

現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引出人有個別差

異的情形，沒有人完全一樣。接下來就讓我

們來看看精神分裂症者為什麼和我們不一

樣。 

 

2-1 由個別差異引述到有些人可能因為大腦某個

部份生病了，所以想事情的方式或行為會跟

同儕不太一樣，藉此來介紹病因、特徵。 

2-2 簡單介紹精神分裂症可以從醫院和家庭的介

入支持而逐漸改善。 

2-4 迷思澄清：社會上常常會有人對精神分裂症

患者有些迷思誤會，這裡做一些觀念的澄

清。 

2-5 介紹成功名人錄：約翰.納許(John Forbes 

Nash, Jr.) 以 及 湯 姆 哈 瑞 爾 (Tom 

Harrell)。(優勢) 

 

3-1 針對病因、特徵與迷思進行「有獎徵答」活

動。 

3-2 填寫「回饋單 1」，回饋單有一個情境題，讓

學生想想自己能怎麼幫忙精神分裂者患者。

------ 第一節課 結束 ------ 

5-8 分 

 

 

 

 

 

 

 

1-3 分 

 

 

 

2 分 

 

 

 

 

 

 

10 分 

 

 

5 分 

 

5 分 

 

 

3 分 

 

 

 

4 分 

 

5 分 

ppt(1-4)

 

 

 

 

 

 

 

ppt(4) 

 

 

 

ppt(5) 

 

 

 

 

 

 

ppt(6-8)

 

 

ppt(9) 

 

ppt(10-13)

 

 

ppt(14-17)

 

 

 

ppt(18-20)

附件一：

回饋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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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回饋單 1 

 

  年  班 座號：   姓名：      

小丸子在國小時是個聰明活潑的小女孩，升上國中後變

得不愛說話、個性怪異，媽媽本來以為是因為國中功課壓力

大引起的，但情況越來越不好，小丸子不但變得不愛洗澡、

把房間弄得亂七八糟，甚至開始無理取鬧，在公開場合脫衣、

罵人等等。 

 

1.請選出小丸子現在有哪些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行為？ 

□聰明活潑 □不愛說話 □個性怪異 □愛乾淨 

□不愛洗澡 □守秩序 □把房間弄亂 □準時上課 

□無理取鬧 □在公開場合脫衣、罵人 

 

 

2.如果你是小丸子的同學，你願意協助她嗎？ 

□願意 □不願意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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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美麗境界

~談談精神分裂症~

 
在生活中，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有些人說的話怪怪的，行為舉止也怪怪的，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生病的關係，

讓我們來了解關心這些人！ 

體驗活動

【答非所問】
進行方式：

由老師來問問題，同學們來

回答，但是回答的答案不能

跟問題有關。

 
在我們正式開始談精神分裂症之前，讓我們先玩一個體驗活動。遊戲進行方式如簡報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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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

你吃飽了嗎？

 
你可以答：「我是國中生」或是「老師你好漂亮！」等答案，只要跟老師問的問題無關就可以了。 

題目開始

你會唱歌嗎？

等一下要上英文課嗎？

豬怎麼叫？

黑熊、灰熊和白熊哪一種熊最厲害？

小明家裡有三個小孩，老大叫大毛，老
二叫二毛，那老三叫什麼？

 
答非所問的題目共有五題，每一題皆可挑選不同的學生來回答，若學生答對請全班同學鼓掌，若學生沒有「答非所
問」，則可以依照題目來個有關的小懲罰，如唱一首歌、唸出兩個英文單字、學豬叫、講個冷笑話，但記得要控制時
間。 
參考答案 
第一題：我會跳舞、今天天氣很好…(不能回答會不會唱歌) 
第二題：昨天電視很好看、我要去上廁所…(不能回答等一下上什麼課或是哪一節要上英文課) 
第三題：唱歌、我早上吃漢堡…(不能回答豬的叫聲是什麼樣子的) 
第四題：我喜歡上英文課、等一下去打籃球…(不能回答是黑熊灰熊或白熊) 
第五題：我想去看電影、昨天考試考不好…(不能回答小明或三毛) 
老師講解遊戲的意義：同理精神分裂者的思考模式，能用精神分裂者的角度想事情。精神分裂者的思考方式常常是

很混亂，和一般人的邏輯不一樣，所以旁人常常覺得和精神分裂症者談話會有答非所問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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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歡吃什麼？

個別差異

 
接下來老師再提出一個「答非所問」的題目，請全班同學同時回答自己的答案，此時會發現每個人的答

案都不一樣，有的人回答的可能和電視有關，有人可能回答的和電動有關，都沒有關係，老師要藉此引

出人有個別差異的情形，沒有人完全一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精神分裂症者為什麼和我們不一樣。

精神分裂症的病因

是因為精神分裂症患者的大腦中，有些
部份生病了，所造成的。

 
有些人可能因為大腦某些部分生病了，所以想事情的方式或行為會跟同儕不太一樣，就像是有些人喝太

多酒，酒醉了一樣，是自己不能控制的。藉此來介紹病因、接下來會再介紹特徵及迷思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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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裂症的特徵
可能會有下面的情形

(1)妄想

(2)幻覺

(3)混亂的言語

(4)混亂的行為

 
(1)妄想：例如認為自己肚子裡有蟲咬、認為別人要害他。 

也就是說會有思考方式不合邏輯，以自我為中心的自閉式思考；特別是奇異內容的妄想。 
(2)幻覺：例如幻聽(聽到外星人跟他說話、聽到老師罵他..)、幻視(覺得自己看到外星人在窗外看他、看到別人衝過

來要打他)等。 
幻覺的內容常常是具有批評、爭辯的性質，或怪異的聲音、影像。 

(3)混亂的言語：例如話講到一半突然跳到另外不相關的話題，就像剛才答非所問的情形一樣。 
會有語無倫次，思想鬆散，且突然中斷的情形。 

(4)混亂的行為：例如出現一些怪異的動作(走三步跳一下、每隔一段時間身體就往前傾)， 
或靜止在某個動作持續一段時間不改變(要走路時腳抬起來就停住不動好一陣子、把身體扭曲成一個
奇怪的姿勢而不動， 
或不在意同學的話語、不理會他人等。也可能常常說一些重複的話、想一些同樣的事情，突然的大
哭或大笑。 

精神分裂症的特徵

還有…
影響社會與職業功能。

持續六個月以上。

 
影響社會與職業功能： 
在病情比較嚴重的期間，他的記憶、分析、理解及創造力等各項能力都會變差，工作的能力也是，工作

可能做不久或做不好。 
和別人溝通合作的能力也會變差，甚至可能連自己都照顧不好，會不記得要整理服裝儀容、作息時間亂

七八糟等。 
持續六個月以上： 
這些特徵會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有時候可能也會有剛剛講的一些情形，那不代表就有精神分裂症，

因為只是短暫出現， 
不過如果有上述的情形而且持續長達六個月以上，就需要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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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裂症的治療

醫生會開藥並觀察恢復情形。

老師會幫他上課，培養與人相處的能力。
建立恢復的信心

家長會陪伴他、教導他。

患者自己也有所努力 。

 
1.醫院裡所進行的事情有： 
藥物治療：定期、長期的服藥，依藥物的不同，服用的次數也不一樣，但都需要持續的服用，不要隨

便不吃藥。 
心理治療：協助患者了解自己的狀況，認清自己的困難，用積極、樂觀的想法來思考。 
復健治療：利用團體活動、手工藝、體能活動等，使病人注意力可以集中，學得一技之長，幫忙患者

重新回到學校、家庭、社會。 
2.學校的老師會幫患者上課，教導他如何集中注意力、和別人相處的能力、建立相信自己能夠恢復的信

心…等。 
3.爸爸媽媽會定期帶他去看醫生、叮嚀他定時吃藥、提醒他做該做的事情、鼓勵他、陪他一起努力。 
4.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己也會努力遵照醫生老師及家長的教導，讓自己能夠盡快恢復。 

迷思

1.精神分裂症只會越來越嚴重

錯 ！經過治療後， 病患60﹪~80﹪的症

狀會改善，可以在社區內過著像一般人
的生活。

 
迷思澄清：社會上常常會有人對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些迷思誤會，這裡做一些觀念的澄清。 

這個部分的進行方式是先呈現題目，讓學生發表意見後再做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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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2.精神分裂症吃藥就會好

錯 ！家人、老師與同學的支持很重要！

心理建設和復健也很重要。

 

迷思

3.精神分裂症病患都很危險

錯 ！絕大多數的患者雖然有症狀，但並

不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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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4.精神病患都很笨

錯 ！精神分裂症的病患多半是智力正常，

也有天才會得到，就像糖尿病、高血壓
一樣，只是一種疾病。

 

成功名人錄 一

諾貝爾獎經濟學得主—
約翰.納許 John Forbes Nash, Jr.

 
約翰.納許出生於 1928 年，從小就不擅長與人交往。13 歲時，納許閱讀了一本關於數學家的書，這是納許第一次真

正接觸數學，第一次領略到數學的神秘和美麗，從此以後，納許的數學就突飛猛進。很年輕就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

教授。 
30 歲時，納許的妻子艾莉莎懷孕了，但是這個時候納許卻得了精神分裂症，兒子出生之後，納許也因病入院治療，

之後一直就沒有辦法做學術研究與教學，當然教授的工作也就不保了，往後的日子，就依靠艾莉莎以微薄的收入和

親友接濟來照顧納許和兒子。 
在約翰．納許發病後，生命有大半時間成為普林斯頓大學裡的「魅影」，陌生人走近他時，他會先問身邊認識的人，

「我旁邊真的有個人嗎？」因為真實與幻影，他早已無從分辨。在學校師生口耳相傳之下，大家都知道這個「魅影」

的習慣，譬如說，他寫在黑板上的數學題絕對不要擦掉，因為他會哭；譬如說，他會自言自語行為怪異，但他不會

傷害人....。 
在 1994 年時，納許以他大學時所提出的理論拿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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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納許John Forbes Nash, Jr.的故事

被拍成了電影--「美麗境界」

 
有人把這個真人真事的故事寫成了書也拍成了電影，名稱就叫「美麗境界」。 

成功名人錄 二
最佳爵士樂小號手—
湯姆哈瑞爾 Tom Harrell

 
看完數學家得精神分裂症的，接下來看看藝術家的。湯姆.海勒爾是一個爵士音樂家，湯姆．海勒爾是曾

三度被雜誌命名為“最佳爵士樂小號手”，以其創作的華麗深奧的樂曲旋律聞名於世，生病後仍在其妻

子與同事的鼓勵下繼續演奏，發行專輯。 
聽說有一次他和其他的音樂家一起聚餐，結果他整個晚上一動也不動、頭低低地坐在椅子上，大家也不

敢問他怎麼了，就這樣整個晚上過去了，大家吃飽飯後關心地詢問，才發現主人為他準備的餐具中，少

了一把刀子，結果他也不能主動表達，竟就這麼硬生生地餓了一晚上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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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

 
接下來進行的是有獎徵答的部份，ㄧ共有六題。 

題目開始

1.精神分裂症只會越來越嚴重嗎

2.精神分裂症是笨蛋才會有的嗎

3.精神分裂症是因為吃錯藥造成的

 
1.錯！經過治療後病患 60%~80%的症狀會改善，可以在社區內過著像一般人的生活。 
2.錯！精神分裂症的病患多半是智力正常，也有天才會得到，就像糖尿病、高血壓一樣，只是一種疾病。

3.錯！是因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腦中，有某些成分含量太多或太少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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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神分裂症的特徵有什麼

5.精神分裂症患者都很危險

6.精神分裂症是故意嗎

 
4.可能會有下面的情形 

(1)妄想 (2)幻覺 (3)混亂的言語 (4)混亂的行為 
還有會 
影響社會與職業功能 
持續六個月以上 

5.錯！絕大多數的患者雖然有症狀，但並不危險。 
6.錯！他只是生病了，如果可以選擇他也不願意。 

 
請同學填寫回饋單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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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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 單元名稱 進入美麗境界－讓我幫助你

適用年級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 單元時間 一節(40~45 分鐘) 

教學方法 講述、討論、演練 適用人數 全班 

編製日期 95.08.21 設 計 者 林雍津、朱巧馨 

教
學
動
機 

在同儕對精神分裂症有初步的認識後，再提供及討論一些協助精神

分裂症學生學習與適應方法，讓同儕能更能實際接納。 

教
學
目
標 

一、能發覺精神分裂症同學出現的情緒困擾及行為問題。 

二、能適時協助精神分裂症同學處理適應問題。 

三、增進同儕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接納。 

接
納
對
象
分
析 

一、不喜歡與他人有社交接觸。 

二、情緒起伏較大及過度敏感。 

三、常有脫離現實的幻聽、幻覺或妄想。 

教
學
資
源 

電腦(可播放 PPT 及音樂) 

PTT 檔：進入美麗境界－讓我幫助你 

單槍投影機 

附件二 

獎勵物 

參
考
資
料 

宋維村述 曾端真、張娟鳳記(民 77)。青少年精神醫學。台北：天馬。

吳靜美(民 89)。伴你成長：日常生活的心理問題(青少兒篇)。台北：聯經。

沈楚文等(民 86)。新編精神醫學。台北：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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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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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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回饋單 1」的內容，讚許同學作答的

認真與願意付出的心意。 

1-2 體驗活動(我真的聽見了…？)： 

老師表現幻聽、妄想的狀況，讓同學體驗、

發表感想。 

 

2-1 以班上有精神分裂症的同學為例，強調本身

及周遭環境已做了哪些努力，再談到同儕本

身可以如何協助。 

2-2 提供常見的適應問題，並針對此問題讓學生

討論對應策略，再補充老師預先想好的協助

處理策略(老師可再針對班上的適應困擾，

做更進一步討論)。 

2-3 呈現情境題請學生上台演。共有三題，老師

可依班上狀況及時間，彈性選用。(每題請

兩位學生上台扮演協助者與被協助者) 

 

3-1 提醒學生：在遭遇困難，或協助患者的過程

中過到挫折，可以尋求老師或是輔導室的協

助。 

3-2 填寫回饋單 2：發下〝回饋單 2〞，請同學認

真寫下心得，並說明老師會仔細聆聽同學們

真實的意見，並加以檢討課程是否符合同學

的需要。 

 

 

 

 

 

 

 

 

------ 第二節課 結束 ------ 

1 分 

 

5 分 

 

 

 

5-8 分 

 

 

15 分 

 

 

 

10 分 

 

 

 

1 分 

 

 

4-6 分 

 

 

ppt(1~2)

 

 

 

ppt(3~6)

 

 

ppt(7~17)

 

 

 

ppt(18~21)

 

 

 

ppt(22~23)

 

 

附件二：

回饋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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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回饋單 2 

 

 
班級： 

姓名： 

上完這堂課有沒有增加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認識？ 

□認識很多 □認識一點點 

□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像是             。 

你/妳覺得「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你協助的地方是什麼？ 

                            

                           。 

「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某些行為讓你不能忍受，但他努力地按時

服藥、勇敢面對自己的不當行為，或許改得不是很快，因而更需你們的關

心和幫助！你願意試著關心和協助他嗎？□願意 □不願意 

為什麼？原因是：                       

                               

                              。 

上完今天的課，我想說：                  

                               

                              。 

謝謝同學的愛心與付出，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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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美麗境界
~讓我幫助你

~如何協助精神分裂症同學~

 
老師可向學生說明；上本節課主要的目的在於解決同儕們的困擾，也幫助患者同學能更適應學校生活。

體驗活動！

（我真的聽見了…？？）

 
一、體驗活動(我聽見了…？？？)：老師進教室後，在與同學打招呼後，便可以開始假裝誣賴同學：「不

要一直跟別的同學講話，是在跟同學講老師的壞話是不是？？是不是想害老師？一定是的……」 
二、可以問同學：「老師剛才這樣，明明沒有的事，卻一直說有聽見，還說你們想害老師。對於老師這樣

的行為，你們有什麼感覺？？」 
三、可以說明這就是精神分裂患者的典型症狀：幻聽和幻想。遇到這樣的同學，你們應該怎麼辦？知道

這樣的同學是不由自主的，不是故意的，我們可以怎麼幫助他？這就是我們這節課的主要內容… 
四、說明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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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了這些努力！
你/妳一定也可以的！

 
一、接下來可以提出：精神分裂症學生本身做了那些努力，而家人和老師也有付出，因此希望同學們也

可以一起來幫助同學！ 

患者及周遭環境的努力

•藥物治療：

長期服藥

☺小叮嚀：患者在吃藥後，容易會精神不

好，同學要多多幫忙注意哦！

 
一、老師要向同儕強調患者本身以及周遭環境已做的努力(投影片 5、6、7)。 
二、可說明患者的服藥情形，並說明用藥後患者可能會精神不好、專注力較差，請同儕可以多加以提醒。

三、說明時間約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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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周遭環境的努力

•心理治療：

要重新學習適應環境及應付生
活壓力

☺小叮嚀：同學可以多多鼓勵患者或以身作

則示範，來降低患者的壓力。

 
一、患者本身若有接受心理治療，老師可說明心理治療的目的是幫助患者可以判斷現實的狀況，讓患者

更適應現實生活及學習環境。 
二、心理治療也協助患者學習如何應付生活中的壓力。 
三、提醒同儕要多鼓勵患者，或以身作則示範，協助減少患者的壓力。 
四、說明時間約 1~2 分鐘。 

患者及周遭環境的努力

• 學校教育：

老師提供補救的課程並協助培
養較良好的與人應對、相處關係。

☺小叮嚀：同學們！我們可以；

你/妳也可以的！

 
一、說明老師所提供的協助，包括：課業學習方面以及協助患者改善不良習慣，讓同學們更喜歡跟患者

相處。 
二、老師可說明這些協助方法不只有老師可以做，同學也可以做的到，而且效果不一定比老師還好，因

為同學與患者相處時間比老師還長。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一起討論看看，當我們遇到患者發生一

些學習適應問題時，我們可以怎麼做。 
三、說明時間約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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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的適應問題Q&A
◎如果豆豆是一個正在學校就讀的精神分裂
症同學……

他可能會遇到怎麼樣的適應問題？

在我們的能力範圍可以做些什麼幫他呢？

 
老師說明：患者在學校遇到很多的適應問題，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能為他做些什麼呢？ 
讓我們試著來解決看看… 

•狀況一：

若看到豆豆穿著不整，走過豆
豆身邊時，又聞到身上有怪味；
而且衛生習慣也不好，桌子、書
本也都髒髒亂亂的時，我可以怎
麼做？

☺我們一起來討論看看……

 
一、這些學習適應問題，老師可再針對班上的適應困擾，做更進一步討論。 
二、老師先說明豆豆所發生的狀況一。 
三、鼓勵同學舉手發言，發表意見並討論方法的可行性。 

(約可請三位同學發言，並給予獎勵-如糖果、文具或班上原有的獎勵方式) 
四、進行時間約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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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這麼做

•告訴豆豆那裡需要改進，像是衣服該
怎麼穿整齊，衛生習慣怎麼改進。

•提醒豆豆隨時要注意自己的儀容（如：
到校時，提醒要檢查儀容，像是梳頭
髮、刷牙、穿著整齊等；吃中飯時，
要保持桌面的乾淨；放學時，要整理
書包與服裝儀容。）

 
一、除了同學剛才提出的方法，老師所建議的協助方法是…(即為本張投影片內容) 
二、說明時間約 1 分鐘。 

•狀況二：

豆豆對班上任何活動都沒什麼興趣
也不常跟同學講話，整天不言不語的，
臉上也常常沒有任何表情…

看到豆豆這樣，我可以怎麼做？

☺我們一起來討論看看……

 
一、老師先說明豆豆所發生的狀況二。 
二、鼓勵同學舉手發言，發表意見並討論方法的可行性。 

(約可請三位同學發言，並給予獎勵-如糖果、文具或班上原有的獎勵方式) 
三、進行時間約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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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這麼做

•主動邀請豆豆加入班上的活動或主
動問豆豆的意見或看法。

•下課可以多找豆豆聊聊天。

•當豆豆發表意見時，多注意他講的
話，並且多鼓勵他表達意見或情緒。

 
一、除了同學剛才提出的方法，老師所建議的協助方法是… (即為本張投影片內容) 
二、說明時間約 1 分鐘。 

•狀況三：

有時，豆豆會亂講話，說別
人都要害他，要把他推下樓梯；
也會在上課時，自言自語，好像
有人在跟他對罵…，因此下課都
一直跑離開教室。遇到這種情形
時，我可以怎麼做？

☺我們一起來討論看看……

 
一、老師先說明豆豆所發生的狀況三。 
二、鼓勵同學舉手發言，發表意見並討論方法的可行性。 

(約可請三位同學發言，並給予獎勵-如糖果、文具或班上原有的獎勵方式) 
三、進行時間約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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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這麼做

•提醒豆豆，要專心注意上課的活動，
讓他不要再繼續亂想。

•跟他聊別的話題或找他一起玩，讓
他不要再亂想。

•跟老師報告豆豆的狀況，協助老師
更了解豆豆。

 
一、除了同學剛才提出的方法，老師所建議的協助方法是…(即為本張投影片內容) 
二、說明時間約 1 分鐘。 

•狀況四：

有時豆豆也會做一些怪異的
行為，像是有時會定住不動或奇
怪的動作；也會突然大聲唱歌，
嚇到同學，看到豆豆這樣時，我
可以怎麼做？

☺我們一起來討論看看……

 
一、老師先說明豆豆所發生的狀況四。 
二、鼓勵同學舉手發言，發表意見並討論方法的可行性。 

(約可請三位同學發言，並給予獎勵-如糖果、文具或班上原有的獎勵方式) 
三、進行時間約 2 分鐘。 



課程篇 國小高年級與國中組 精神分裂症 
307

我可以這麼做

•提醒豆豆專注在現在正在進行的活
動或帶他去做另一個活動，像是聊
天、玩遊戲。

•若豆豆勸告不聽時，可以報告老師，
請老師來處理。

 
一、除了同學剛才提出的方法，老師所建議的協助方法是…(即為本張投影片內容) 
二、說明時間約 1 分鐘。 

•狀況五：

豆豆上課時，很不專心，常發
呆。動作也都很慢；有時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晃來晃去；
看到豆豆這樣，我可以怎麼做？

☺我們一起來討論看看……

 
一、老師先說明豆豆所發生的狀況五。 
二、鼓勵同學舉手發言，發表意見並討論方法的可行性。 

(約可請三位同學發言，並給予獎勵-如糖果、文具或班上原有的獎勵方式) 
三、進行時間約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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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這麼做

•注意豆豆是否專注於課堂的進行。

•當豆豆分心的時候，可以告訴他、輕
敲他的桌子或以手勢提醒他。

•如果要換到其它地方上課或調課時，
要提醒豆豆，並注意豆豆是否有完成。

 
一、除了同學剛才提出的方法，老師所建議的協助方法是…(即為本張投影片內容) 
二、說明時間約 1 分鐘。 

換我來幫豆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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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來試試看！
「如果豆豆是我的同學……

我可以怎麼做？」
•情境一

上輔導課時，

★老師正在講課，豆豆在發呆

★在進行活動時，豆豆動作很慢，
很不想參與的感覺

★課堂討論時，豆豆都不講話，面
無表情

 
一、老師說明：在討論協助方法後，我們來試試看，要是我遇到一些狀況(有★標誌地方)時，我可以怎

麼做。 
二、說明演練過程：說明「情境一」後，請兩位自願同學上台扮演「豆豆」與「協助的同學」。除了台上

扮演「協助的同學」所做的協助方法，也可問其他同學是否還有別的協助做法。 
三、情境一的建議協助方法包括 

★豆豆在發呆：可以告訴他、輕敲他的桌子或以手勢提醒他。 
★豆豆動作很慢，很不想參與的感覺：告訴他現在要做什麼，有好的表現時可以鼓勵他。 
★豆豆都不講話，面無表情：主動問他的想法、鼓勵他多發表意見。 

四、鼓勵同學的表現，並給予獎勵。 
五、演練時間約 5 分鐘 

•情境二

我看見豆豆在上課時，

★自言自語，好像有人在跟他對話，
打下課鐘了，好像也沒聽見

★放學後，豆豆跑過來跟我說，有人
要害他，要讓他在考試時受傷，都
考零分 。

我來試試看！
「如果豆豆是我的同學……

我可以怎麼做？」

 
一、老師說明：在討論協助方法後，我們來試試看，要是我遇到一些狀況(有★標誌地方)時，我可以怎

麼做。 
二、說明演練過程：說明「情境二」後，請兩位自願同學上台扮演「豆豆」與「協助的同學」。除了台上

扮演「協助的同學」所做的協助方法，也可問其他同學是否還有別的協助做法。 
三、情境二的建議協助方法包括 

★自言自語：告訴他、或輕敲他的桌子或以手勢提醒他要專注於上課的內容。 
★有人要害他：跟他聊別的話題或找他一起玩或是跟老師報告豆豆的狀況。 

四、鼓勵同學的表現，並給予獎勵。 
五、演練時間約 5 分鐘(若還有時間，可繼續進行情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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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三

今天上學的路上，我看見豆豆

★制服沒有紮好，又披頭散髮

★沿路上一直自言自語，還用半
跑半跳的樣子走路 。

我來試試看！
「如果豆豆是我的同學……

我可以怎麼做？」

 
一、老師說明：在討論協助方法後，我們來試試看，要是我遇到一些狀況(有★標誌地方)時，我可以怎

麼做(配合之前所提的狀況一、二、三、四、五)。 
二、說明演練過程：說明「情境三」後，請兩位自願同學上台扮演「豆豆」與「協助的同學」。除了台上

扮演「協助的同學」所做的協助方法，也可問其他同學是否還有別的協助做法。 
三、情境三的建議協助方法包括 

★制服沒有紮好，又披頭散髮：告訴他或示範要如何整理服裝儀容。 
★自言自語，還用半跑半跳的樣子走路：跟他聊天，陪他一起以適當的方式走路。 

四、鼓勵同學的表現，並給予獎勵。 
五、演練時間約 5 分鐘 

同學若遇到困擾，或協助過程中
遭遇挫折，別忘記找老師談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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