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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憂鬱症(第一節) 單元名稱 走入『憂鬱症』的世界 

教 學 者 陳美冠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和順 國中 二 年 ○ 班 班級人數 33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3 日 第 5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二年級，班級氣氛活潑、秩序良好、學習態度及反應佳。 

非特殊班，且班上皆無個案。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自備筆記型電腦 

2.借用會議室，內有布幕、單槍投影機、麥克風、會議長桌椅、遮光窗簾。 

3.聯繫設備組，借用 DV 攝影機，以利錄製教學錄影帶 

4.通知學生準時帶紙筆至會議室上課 

5.輔導活動課教師利用本身的輔導活動課，進行同儕接納課程 

6.因無個案，且無借課問題，故無須聯繫導師、家長、個案及瞭解個案狀況。 

7.事先印製好教學回饋單(學習單)。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需請學生準時到上課地點，並帶紙筆 

2.借用場地時需留意是否方便投影及是否適合分組討論。 

3.設備需留意是否需要自備相關設備。須先孰悉設備及器材的使用方式，最好在上課

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誤。 

4.請學生事先分組，並按分組座位坐，以便進行分組搶答活動 

5.上課用的 ppt 檔，老師說明的備忘稿，先以書面印出，以利教師備課及授課備忘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時間掌控適當，教學流暢。 

2.座位的安排，第一次是面對面坐，座位較擁擠，要看銀幕需轉身，除坐起來不舒服

外，也較易互相干擾(第二次座位改為面向前面銀幕，效果較佳)； 

3.教室後有參與情障研習的老師幫忙錄影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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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搶答秩序的控制(班級學生搶答太踴躍，需注意點選要公平，否則學生會因得分機會

不公而鬧彆扭) 

2.症狀的部份以及該症狀出現和持續的時間應說明清楚，避免學生誤會，隨意對號入

座，誤認為偶爾有其中一項症狀，就是憂鬱症。 

3.應跟學生強調，見到有類似症狀的人，不應馬上給其貼上標籤，只能說疑似，仍須

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之鑑定，才能確定是否罹病。 

4.跟學生強調關懷與同理的部份，以及痊癒無法立即見效，需給患者時間。 

5.要讓學生知道罹患憂鬱症並不可恥，就像身體會感冒一樣，只要就醫就會痊癒。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課後並無學生再來談相關問題。 

2.回收 33 份回饋單，30 份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憂鬱症會讓人有不好的想法，希望有病的人勇敢面對。』 
『如果有憂鬱症，一定要找醫師或同學幫助。』 
『有憂鬱症的真的需要比別人更多的關心。』 
『我們要多多幫助躁憂鬱症的人，讓他們能快快好起來。』 
『原來憂鬱症的後果這麼嚴重，今天認識了憂鬱症，瞭解了。』 
『印象深刻就是老師播放那三張圖和播放影片，有不錯的認知和了解。』 

3.學生回饋多數表示能夠瞭解躁鬱症的特徵、病因、認同躁鬱症患者需要鼓勵、也願

意幫助憂鬱症患者，有少數同學對於說出憂鬱症的治療方式或在瞭解個別差異這部

分尚不熟悉。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無。 

試教心得 

本課程是一很好的補充課程，對學生來說很重要，因為輔導活動課教材中，並無

此類課程內容，而且內容生活化、實用。無論班上是否有憂鬱症的孩子，都建議能夠

每個班每單元完整上完 2 節課，不但有助接納及知道如何幫助他人，更可因暸解而覺

察自己的情緒，避免自己走入憂鬱，或提早走出憂鬱。 

憂鬱症對學生而言較不陌生，但是通常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這一節課程讓

學生能夠更深入了解憂鬱症。簡報中有播放影星大 S 及孫翠鳳的影片，也讓學生印象

較深刻，所以教材的編制仍須較貼近學生生活較能夠引起學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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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憂鬱症(第一節) 單元名稱 走入『憂鬱症』的世界 

教 學 者 沈慧萍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安順 國中 ㄧ 年 ○ 班 班級人數 31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4 日 第 五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目前無個案。 

2.班風文靜、學習態度認真。 

3.非特殊班級。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借用學校生物專科教室(因為已架有投影設備、布幕，且為分組討論課桌椅)；

2.設備：教室已有投影設備，電腦自備，事先架設好相關設備，並實際操作檔案一次。

3.利用一節任教的綜合活動課配合實施。 

4.本班已有分組，故依照原班之分組做討論。 

5.因無個案，故無須聯繫家長、個案及瞭解個案狀況。 

6.事前要先印製好教學回饋單。 

7.教學前仔細的看過教案設計及教學 ppt 檔。 

8.上網查詢有關教案中提及大 S、孫翠鳳的發病徵兆及病後情形(因為自己對他們發病

的情形並不太了解)。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借用場地時需留意是否方便投影及是否適合分組討論。 

2.設備需留意是否需要自備相關設備。最好在上課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誤。 

3.聯繫時，若無個案，可先尋求平日關係良好之導師，表示只需借用一節課時間做宣

導，並完全配合導師提供之時間。 

4.由於要進行分組討論，可以事先與導師討論一下如何分組，並請學生在上課時即按

分組坐好。 

5.如果不是在原班級教室上課，要提醒學生攜帶學用品，以填寫回饋單。 

6.提醒學生準時到達上課場地，以免延誤教學時間。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教學過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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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教案時間安排，能夠在一節課內完成教學內容，填寫回饋單時間充裕。 

3.教學過程並沒有其他人員參與。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事前一定要非常熟悉教材，這樣會有助於教學之流暢性。 

2.注意時間的掌控，分組討論活動有時易造成時間拖延。 

3.允許學生於課程進行中提問，藉此釐清不正確的觀念。 

4.注意上課氣氛的掌握，勿使學生以太過輕鬆、開玩笑的心態面對。 

5.隨時提醒學生試著以課程中舉例個案的心情來設身處地的著想。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回收 31 份回饋單，30 份都是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了解憂鬱症患者的特徵、病因、治療方式，所以要協助鼓勵憂鬱症患者。」 

「認知憂鬱症的特徵、病因和治療方式，如果身邊有這種人，我會幫助他走出憂鬱

症。」 

「這堂課讓我學到很多，讓我知道該如何避免憂鬱症，也知道憂鬱症患者有什麼症

狀。」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無 

試教心得 

1.本來對利用電腦及媒體教學有些擔心，怕自己無法熟練操作，影響上課進度。但因

為家文老師的協助架設設備及自己課前多花些時間熟悉教材及操作方式，讓我在實

際上課時，並沒有發生擔心的情形，反而發現這樣的教學方式比起單純講述方式，

更能吸引學生學習興趣。另外在上課過程中，隨著 PPT 檔的設計教學，比較不會有

重點遺漏的情形，似乎能讓教學更輕鬆有效。經過這次試教經驗，我也想要將綜合

活動課的部份課程，以這樣的設計來進行教學。 

2.這套教材在代表性人物的選取，非常吸引學生，但如果教學者能夠在課前多針對孫

翠鳳或大 S 的發病情形、家人如何協助等有更深入的了解，配合於上課時點出教材

中憂鬱症特徵、病因等。如此才不會讓學生上完課後，有「隔靴搔癢」的感覺，無

法體會患者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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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憂鬱症(第一節) 單元名稱 走入『憂鬱症』的世界 

教 學 者 杜家文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安順 國中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0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11 日 第 五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實驗班、資優班等……) 

1.目前無個案。 

2.班風文靜、學習態度認真。 

3.非特殊班級。 

課前準備(場地、設備、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借用學校生物專科教室(因為已架有投影設備、布幕，且為分組討論課桌椅)；

2.設備：教室已有投影設備，電腦自備，事先架設好相關設備，並實際操作檔案一次。

3.聯繫導師：敲定並確認上課時間，說明上課目的。決定使用導師上課時間，導師願

意提供一節國文課配合實施。 

4.本班已有分組，故依照原班之分組做討論。 

5.因無個案，故無須聯繫家長、個案及瞭解個案狀況。 

6.事前先印製好教學回饋單。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借用場地時，需留意是否方便投影及是否適合分組討論。 

2.準備設備時，需留意是否要自備相關設備。最好在上課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

誤。 

3.聯繫時，若無個案，可先尋求平日關係良好之導師，表示只需借用一節課時間做宣

導，並完全配合導師提供之時間。 

4.由於要進行分組討論，可以事先與導師討論一下如何分組，並請學生在上課時即按

分組坐好。 

5.如果不是在原班級教室上課，要提醒學生攜帶學用品，以填寫回饋單。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教學過程順暢。 

2.配合教材時間安排，能夠在一節課內完成教學內容，填寫會饋單時間充裕。 

3.因為這份教材中有影片、有偶像消息，學生覺得新奇有趣，上課頗專心，也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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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討論及分享。 

4.導師本想一起參與課程，但因臨時身體不太舒服，所以並未參與。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事前一定要非常熟悉教材，這樣會有助於教學之流暢性。 

2.注意時間的掌控，分組討論活動有時易造成時間拖延。 

3.教學中提供學生提問的機會，以確認學生對教學內容的了解。 

4.提醒同學勿以開玩笑心態參與討論，因儘量同理患者的心情及辛苦。 

5.教學過程中，記得提醒同學：老師們、家長對個案的協助及個案本身的努力，並不

會速見成效，所以需要同學們長期耐心的包容協助。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回收 30 份回饋單，30 份都是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以前一直講某某得了憂鬱症，卻不知道什麼是憂鬱症。現在上完了這堂課，我才

終於了解。」 

身邊或許有些人因課業、工作、師長、社會的期許太高，而罹患憂鬱症，這時必須

伸出援手，適時體諒他的心情。」 

「可以預防憂鬱症，才不會變成 Miss Blue 喔!!而身旁有憂鬱症患者，要接納包容。」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無 

試教心得 

1.學生對上課能配合媒體教學，覺得新奇有趣，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2.由於之前已針對 ADHD 的個案班級，上過同儕接納課程，因此對這樣的上課模式，

比較熟練，又因為這份教材是我們小組編輯的，對教材的熟悉度也夠，因此上課過

程中，對上課節奏的掌握更順手，需傳達給學生的訊息，也更能準確轉達。 

3.上完這節課程，讓我感受到，其實大部分的學生們都是善良、有愛心的，他們往往

因為不了解憂鬱症患者的情緒行為表現或不知如何協助，才沒有及時伸出「友誼的

手」。因此這樣的課程，不僅可以在班上有憂鬱症個案時，發揮同儕接納的功效，更

可以作為一般學生的品德教育或生命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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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憂鬱症(第二節) 單元名稱 走出『憂鬱症』的世界 

教 學 者 陳美冠 □教材編制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和順 國中 二 年 ○ 班 班級人數 33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24 日 第 5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二年級，班級氣氛活潑、秩序良好、學習態度及反應佳。 

2.非特殊班，且班上皆無個案。 

3.之前已經上過『憂鬱症(1)－走入憂鬱症的世界』之課程。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自備筆記型電腦 

2.借用會議室，內有布幕、單槍投影機、麥克風、會議長桌椅、遮光窗簾。 

3.聯繫設備組，借用 DV 攝影機，以利錄製教學錄影帶 

4.通知學生準時帶紙筆至會議室上課 

5.輔導活動課教師利用本身的輔導活動課，進行同儕接納課程 

6.因無個案，且無借課問題，故無須聯繫導師、家長、個案及瞭解個案狀況。 

7.事先印製好教學回饋單(學習單)。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需請學生準時到上課地點，並帶紙筆 

2.借用場地時需留意是否方便投影及是否適合分組討論。 

3.設備需留意是否需要自備相關設備；須先熟悉設備及器材的使用方式，最好在上課

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誤。 

4.請學生事先分組，並按分組座位坐，以便進行分組搶答活動 

5.上課用的 ppt 檔，老師說明的備忘稿，先以書面印出，以利教師備課及授課備忘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時間掌控適當、流暢。 

2.座位的安排，由於上一次課程進行時，座位是面對面坐，較擁擠，要看銀幕需轉身，

坐起來不舒服外，也較易互相干擾；這一次座位改為面向前面銀幕，效果較佳，學

生上課的秩序較佳。 

3.教室後有參與情障研習的老師幫忙錄影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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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協助策略的部份，學生反應「上課中帶同學回座」、「守著他」有執行上的困難，因

為，如此會「害」他們也無法聽課並被老師罰。「情障生分組困擾」的部份，孩子覺

得有時自己並不是非常排斥某人，但有時礙於班上較強勢的小團體排擠該生，自己

若對該生釋出善意，反而也會害自己被孤立。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搶答秩序的控制，本班搶答太踴躍，需注意點選要公平，否則學生會因得分機會不

公而鬧彆扭。 

2.症狀的部份以及該症狀出現和持續的時間應說明清楚，避免學生誤會，隨意對號入

座，以為偶而具其中一項症狀，就是憂鬱症。 

3.應跟學生強調，見到有類似症狀的人，不應馬上給其貼上標籤，只能說疑似，仍須

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之鑑定，才能確定是否罹病。 

4.跟學生強調關懷與同理的部份，以及痊癒無法立即見效，需給患者時間。 

5.要讓學生知道罹患憂鬱症並不可恥，就像身體會感冒一樣，只要就醫就會痊癒。 

6.學生反應協助策略無法執行的時候，會盡量同理、體諒他們的心情，同時也告知如

果因此讓他們受罰，應主動告知導師緣由，導師如果不能體諒，輔導老師可以協助

溝通。另外分組部分，如果大家能夠體諒情障同學的困難，盡量幫助他，被孤立也

是短暫的，而且也是少數幾位而已，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1.課後並無學生再來談相關問題。 

2.回收 33 份回饋單，32 份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憂鬱症的患者要加油啊！不要想不開！』 
『我覺得人在說自殺前要先想一想父母的心情。』 
『讓我知道人並不是看外表就能知道內心在想什麼。』 
『學習到怎麼幫助憂鬱症的人，不讓他想不開。』 
『我們可以努力幫助班上有這樣情形的人，讓他會好起來，跟同學們會有互動。』

『其實有憂鬱症的人也是人，所以我們要幫助他、接納他。』 

3.學生回饋多數表示能夠瞭解躁鬱症的特徵、也願意幫助憂鬱症患者，對於憂鬱症患

者在教室情境中需要協助時都願意提供協助。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無。 

試教心得 

本課程是一很好的補充課程，對學生來說很重要，因為輔導活動課教材中，並無

此類課程內容，而且內容生活化、實用。無論班上是否有憂鬱症的孩子，都建議能夠

每個班每單元完整上完 2 節課，不但有助接納及知道如何幫助他人，更可因暸解而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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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自己的情緒，避免自己走入憂鬱，或提早走出憂鬱。 

這一節課中提到較多的協助策略，讓學生在了解憂鬱症之後，還能夠知道如何去

協助他們，加上協助策略的設計都是從學校情境出發，學生更容易了解自己可以怎麼

去協助憂鬱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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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憂鬱症(第二節) 單元名稱 走出『憂鬱症』的世界 

教 學 者 杜家文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安順 國中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0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1 月 6 日 第 五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學習態度、是否為實驗班、資優班等……) 

1.目前無個案。 

2.班風文靜、學習態度認真。 

3.非特殊班級。 

課前準備(場地、設備、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1.場地：借用學校生物專科教室(因為已架有投影設備、布幕，且為分組討論課桌椅)；

2.設備：教室已有投影設備，電腦自備，事先架設好相關設備，並實際操作檔案一次。

3.聯繫導師：敲定並確認上課時間，說明上課目的。決定使用導師上課時間，導師願

意提供一節聯課活動課配合實施； 

4.本班已有分組，故依照原班之分組做討論。 

5.因無個案，故無須聯繫家長、個案及瞭解個案狀況。 

6.事前先印製好教學回饋單。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借用場地時，需留意是否方便投影及是否適合分組討論。 

2.準備設備時，需留意是否要自備相關設備。最好在上課前先實際播放教材，確認無

誤。 

3.聯繫時，若無個案，可先尋求平日關係良好之導師，表示只需借用一節課時間做宣

導，並完全配合導師提供之時間。 

4.由於要進行分組討論，可以事先與導師討論一下如何分組，並請學生在上課時即按

分組坐好。 

5.如果不是在原班級教室上課，要提醒學生攜帶學用品，以填寫回饋單。 

6.提醒學生準時到達上課場地，以免延誤教學時間。 

教學過程(時間掌控、學生反應、硬體設備、流暢性、是否有其他人員參與、其他……)

1.班級因為午睡拖延，因此全班到達上課教室時，已延誤約 5 分鐘。 

2.由於本次教學與第一節課教學已間隔近一個月之久，因此部分學生對憂鬱症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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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憂鬱症患者在學校情境可能會有的表現，已經遺忘。故進行複習上述訊息的教學

活動比教案設計的時間多出約 5 分鐘，也因而影響後續活動的時間。 

3.帶領學生進行『如何幫助憂鬱症患者』討論活動時，部分學生發表的意見屬於玩笑，

教學者馬上予以制止，並提醒同學不要再發表類似意見。 

4.回饋單來不及於課堂上填寫，請班長帶回，利用隔天早自修，發下讓同學填寫，並

協助收回。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事前一定要非常熟悉教材，這樣會有助於教學之流暢性。 

2.注意時間的掌控，分組討論活動有時易造成時間拖延。 

3.教學中提供學生提問的機會，以確認學生對教學內容的了解。 

4.提醒同學勿以開玩笑心態參與討論，因儘量同理患者的心情及辛苦。 

5.教學過程中，記得提醒同學：老師們、家長對個案的協助及個案本身的努力，並不

會速見成效，所以需要同學們長期耐心的包容協助。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回收 28 份回饋單，28 份都是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患有憂鬱症，真的很辛苦，如果我有這樣的同學，我一定會像今天老師和我們

討論的方式，盡量去協助他。」 

「原來我們國中生當中，也會有得憂鬱症的人。想想他們要面對那麼多功課壓力，

又很難調適，真的很可憐耶。我一定要多找幾位好朋友，一起幫忙他們。」 

「原來我們可以有很多方式幫助憂鬱症的同學，我本來以為很難做，上完了今天

的課，讓我覺得一點都不困難。」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無 

試教心得 

1.由於班上並沒有憂鬱症的個案，所以原來打算只進行第一節『走入憂鬱症的世界』

課程，作為接納憂鬱症學生的初步宣導。但因為需針對整套教材都試教一次，所以

在間隔近一個月後，才又進行第二節『走出憂鬱症的世界』課程，因此學生在課程

銜接上，與原來設定的情形有些出入，導致教學時間的安排，無法依原先的設計。

但也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了解到這套課程的教學安排，二節課的上課間隔最好不

要太久，應安排在一週以內為佳。 
2.上完這兩節課程，讓我感受到，其實大部分的學生們都是善良、有愛心的，他們往

往因為不了解憂鬱症患者的情緒行為表現或不知如何協助，才沒有及時伸出「友誼

的手」。因此這樣的課程，不僅可以在班上有憂鬱症個案時，發揮同儕接納的功效，

更可以作為一般學生的品德教育或生命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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