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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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躁鬱症(第一節) 單元名稱 站在蹺翹板的兩端－認識躁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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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年 ○ 班 班級人數 34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3 日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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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年級(班級氣氛較文靜、反應較不踴躍、需要不斷地引導與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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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熟悉設

備及器材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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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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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躁鬱症比較不熟悉，且學生反應不如預期，有較多突發狀況及須停下來再做

說明或引導的部份，佔去不少時間，所以時間的掌控上，感覺較不夠流暢。 

2.座位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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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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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室後有參與情障研習的老師幫忙錄影及拍照。 

4.學生常容易將躁鬱症與憂鬱症混淆在一起，需不斷地釐清與說明。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搶答秩序的控制(3 年級反應不熱烈，老師須不斷鼓勵或抽籤刺激回答) 

2.建議先讓學生暸解憂鬱症之後，再上躁鬱症的部份，學生會較清楚兩者之差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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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躁鬱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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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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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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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建議第二次座位安排改為面向前面銀幕，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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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份回饋單，32 份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想不到躁鬱症是那麼的可怕，發症時會用頭撞牆，以後如果遇到躁鬱症患者，我

一定會幫助他。』 

『我以為躁鬱症只會傷害別人，原來還會傷害自己，比憂鬱症還麻煩呢！所以要小

心預防。』 

『要多鼓勵、包容他人，協助他人回復健康的身心。』 

『上完這堂課，我覺得有躁鬱症的患者真的需要旁人的關懷和協助，這樣的話，社

會上有精神疾病的人就會逐年下降。』 

『原來躁鬱症和憂鬱症不同。』 

『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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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數同學對於說出躁鬱症的成因或名人及瞭解個別差異部分尚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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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班上是否有躁鬱症的孩子，都建議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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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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自己走入躁鬱，或提早走出躁鬱。 

在沒有個案的情況下，學生對於躁鬱症本來是沒有任何感覺的，但是因為引用梵

谷割耳朵事件作為開頭，引起學生某部分的震撼，因此，接下來的課程較能夠吸引學

生繼續聽下去。所以舉例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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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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躁鬱症(第一節) 單元名稱 站在蹺蹺板的兩端—認識躁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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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29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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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個案。 

2.班風活潑、上課發表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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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前仔細的看過教案設計及教學 ppt 檔。 

4.上網查詢有關教案中提及梵谷的生平及發病特徵(因為自己對他發病的情形並不太

了解)。 

5.利用一節任教的綜合活動課配合實施。 

6.本班已有分組，故依照原班之分組做討論。 

7.因無個案，故無須聯繫家長、個案及瞭解個案狀況。 

8.事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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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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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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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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早到達生物專科教室集合，因此能準時進行課程。 

2.依照 ppt 檔播放進行教學，過程順暢。教學者針對梵谷發病的表現配合教學檔中躁

鬱症的特徵逐一詳細說明。 

3.學生於教學過程中，多能專心聽講並配合參與活動，只有少數幾位同學愛說話，需

提醒改善。 

4.教學現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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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份回饋單，26 份都是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如果我的身邊有躁鬱症的病人，我會多多關心他、照顧他。」 

「只要自己的作息正常，就不易得躁鬱症了。如果身旁有得這種病的人，要想辦法

幫他，讓他脫離痛苦的深淵。」 

「我覺得梵谷很可憐，如果我身邊有這樣的人，我會多多鼓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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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家文的協助鼓勵及自己課前多花些時間熟悉教材及操作方式，實際上課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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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

谷的生平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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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中躁鬱症特徵、病因等。如此才不會讓學生上完課後，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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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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躁鬱症(第一節) 單元名稱 站在蹺蹺板的兩端—認識躁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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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人 

教 學 日 期 9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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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個案。 

2.班風活潑、上課發表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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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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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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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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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提早到達生物專科教室集合，因此能準時進行課程。 

2.依照 ppt 檔播放進行教學，過程順暢，但因為引導學生了解梵谷的畫及發病情形時，

學生發問多，時間稍延誤，因此影響填寫回饋單的時間，到下課後才完成。 

3.學生於教學過程中，多能專心聽講並配合參與活動，只有少數幾位同學愛說話，需

提醒改善。 

4.教學現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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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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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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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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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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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現在開始要開心的幫助躁鬱症。」 

「如果我旁邊也有這樣的人，我會幫助他。」 

「原來梵谷是躁鬱症患者，我以前只知道他是ㄧ個有名的畫家。我覺得他好可憐，

雖然他有很厲害的畫畫能力，但是躁鬱症的折磨，一定讓他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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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了解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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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以在班上有躁鬱症個案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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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躁鬱症(第二節) 單元名稱 站在蹺蹺板的兩端—協助躁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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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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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個案。 

2.班風活潑、上課發表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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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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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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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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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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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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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本次教學與第一節課教學已間隔一個多月之久，因此部分學生對躁鬱症的特徵

及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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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躁鬱症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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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生對憂鬱症的相關訊息，已經遺忘，仍需先說明提示，以免影響後續教學活

動的進行品質。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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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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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意時間的掌控，分組討論活動有時易造成時間拖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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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回收 31 份回饋單，28 份都是正向的勾選回饋，部分質性回饋如下： 

「我以前沒有聽過躁鬱症，經過杜老師的說明，讓我了解他們的辛苦。我知道他們

也不願意生病，我們一定要多幫助他們。」 

「我以前會害怕精神病患，其實他們也很可憐，要幫助他們不是那麼難，只要看我

們肯不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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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班上並沒有躁鬱症的個案，所以原來打算只進行第一節課程，作為接納情障學

生的初步宣導。但因為需針對整套教材都試教一次，所以在間隔一個多月後，才又

進行第二節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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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週以內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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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因為不了解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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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以在班上有躁鬱症個案時，發揮同儕接納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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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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