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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 U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 U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精神分裂症高年級／國中 單元名稱 進入美麗境界(第一節) 

教學者 林雍津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林園高中 國A○中E A/小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2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18 日 第 七 節 教學時間 45 分鐘 

班級背景說明(有無個案、上課時是否抽離、學習態度、是否為特殊班型……) 

1.利用學校對全校一年級進行特教宣導時，需請每位特教老師各任教三班(資源班導師

已安排輔導活動時間或向導師商借一節課，在會議室宣導課程)宣導的機會，包括編

製者共請四位特教老師各任選一個班級(排除學障的六個班級，這些班級需做學障的

宣導，而校內亦無精神分裂症患者)，每班學生約 30 多人。 

2.試教班級學生較為吵鬧，秩序較差，而對「精神分裂」一詞只有少數學生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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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請願意試教的老師，並確定任教時間。 

2.與資源班導師確定試教的任課時間與班級。 

3.會使用會議室的投影、冷氣、麥克風設備。 

4.準備足夠的增強物(這次宣導的增強物統一準備的是抽餅乾)。 

5.影印學生回饋單及課程備忘稿給願意協助試教的同仁，並提醒同仁需先看教師回饋

單，以便日後填寫需注意的面向。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會使用投影器材及會議室其它相關器材。 

2.熟讀教材內容並釐清對教材的疑慮。 

3.因更換至會議室上課，請原班老師提醒學生帶筆。 

4.增強物需準備足夠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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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前有課，無法先到會議室準備周邊設備，而投影器材也連接不順，開始的時間

就有些延誤，且雖先請學生依座號男女分開坐好，但秩序仍舊有些混亂。還好有原

班老師在旁協助維持秩序及幫忙器材的準備。最後在耽誤一點下課時間的情況下，

仍把回饋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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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試教者無接觸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經驗，課程內容較難引起學生共鳴。像「答非所

問」的體驗活動，較不易有適當的回答；講解開始時，也有兩三位學生可能覺得不

是重要的課，一直在做其它事。在請學生尊重這堂課後，就較能專注。後來有增強

物出現後，學生上課表現就都頗為熱烈。 

3.成功名人錄中的名人，學生較為陌生，但對有得諾貝爾獎的名人會較有認識。 

4.上課期間，因本班秩序較為混亂，任課老師會在旁協助管理學生秩序。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開始上課前，座位安排適當較能掌控秩序。 

2.特徵說明希望能更加口語，可以多增加實例。 

3.增強物(餅乾)可讓學生反應較為熱烈，也較能拉近距離，學生更為專注。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依據回饋單內容： 
大部份學生都願意幫助，理由多為：(1)因為患者是同學，很可憐、(2)患者不是自己

願意的、(3)助人為快樂之本、(4)這樣能讓患者不會更加惡化。也有三、四位同學因

為怕麻煩，在意其它人眼光或被歸同類而不願幫忙或較偏頗的語詞(像寫說：他沒救

了或我沒空)表示不願幫助。。 

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任課老師表示此班秩序原本就較差，不易掌控。 

試教心得 

1.在安排上接納課程時間的部份，因剛好配合學校特教宣導的時間，因此建議有需要

使用這份教材的老師，可請輔導老師利用綜合活動時間或利用學校特教宣導時間，

將此課程融入。另外提醒老師在器材準備上，要先考慮教材的易使用性，除投影機

外，也可印成海報或轉成ＤＶＤ、ＶＣＤ。設備一定要事先確定，否則很容易因此

而擾亂課程的進行。 

2.在課前準備部分，對教材的熟悉度是相當重要的，而且試教者對『精神分裂症』普

遍認識不深，較難以生活化的語言輔以說明(尤其是特徵和成功名人部份)。對此，

編製者在用詞上略做修改，希望老師使用能更得心應手。 

3.增強物的使用對學生反應的確有不少的加分效果。對課程內容較無興趣、秩序不佳

的班級，建議老師運用增強制度，像是小餅乾的抽獎，就會有不錯的效果。 

4.編製此課程的目的就是希望同學們能夠真誠接納『精神分裂症』患者，並願意提供

協助。但因學校無此個案，無法追查真實情況中學生對個案的觀感與態度是否有所

不同，只能經由上課反應及問卷內容略知一二。像在課程結尾時，曾問過學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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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遇到這樣的同學，真的願意幫助的人請舉手，有部份同學舉手；而看過四個試教

班級的問卷回饋，反應也都頗為正面，讓我們試教者也都頗感欣慰。但遺憾的是，

沒有再去針對不願意協助的學生了解原因以及試教者課後並無與原班老師交流，以

更多面向來了解學生的真實反應，也沒有事先了解普通班老師的疑慮，心理真實的

接納程度，這些都是可以再加強的部份。 

5.試教的老師們多依自己的教學經驗進行課程，時間掌控不一，可能造成課程提早結

束，因此建議日後選用此教材的老師，可多加參考教材的時間編排。 

6.這次邀請三位老師來試教，可讓編製者更加瞭解不同的教學風格對這份材有怎樣的

想法，進而提出非常寶貴的建議，包括教材內容的編排、面對學生的疑問該如何回

應(因為『精神分裂』畢竟是學生較少接觸，易誤解的疾病。在試教後的討論中，老

師提到學生會亂貼標籤的問題。有老師建議可以回問學生：「有某些特徵狀況就算是

了嗎？」再回去參照特徵部分，也可藉此機會釐清疑慮並引入優點。)等等，讓編製

者修改，使教材編製可以更為完善，因此非常感謝同仁們與原班老師的協助與配合！

在此也建議老師們多交流上課時學生的反應及問題，會讓自己受益匪淺，有更意想

不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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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 U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 U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精神分裂症高年級／國中 單元名稱 進入美麗境界(第一節) 

教 學 者 彭愛筑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林園高中 國A○中E A/小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2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17 日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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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班並無相關個案，學習態度佳，秩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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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視聽教室之場地 

2.利用筆記型電腦及單槍投影機來進行課程 

3.與輔導教師事先聯繫，告知上課主題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先瞭解教材內容，並需想好具體舉例 

2.需先確認器材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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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對教材了解不夠，講解時間較為快速，因此多餘時間以問答補強 

2.學生認真主動，對投影片的內容會提出疑問，上課秩序良好 

3.教材內容的專有名詞較專業，學生多不解其義，教師本身對精神疾病亦無專精，有

時舉的例子不知是否恰當 

4.教學過程大致順利 

5.上課時有輔導課教師在場陪同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事先想好每一種症狀的具體舉例 

2.引導學生接納精神疾患者 

3.個案舉例可找學生比較有聽過的例子，較有深刻的印象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大多數學生反應願意接納精神疾患者，但仍擔心不知道如何實際與他們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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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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簡單易上手，但因使用者本身對精神疾患認識亦不深，對於具體的舉例以及

學生的疑問回饋稍感困難，恰巧較出名的例子學生並不熟悉，所以學生會比較無法藉

由個案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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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 U情緒或行為問題學生 U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精神分裂症高年級／國中 單元名稱 進入美麗境界(第一節) 

教 學 者 馮莉儒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林園高中 國A○中E A/小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7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19 日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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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班無精神分裂症個案，學生學習態度認真、秩序良好。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宣導地點為學校視聽教室，環境良好舒適不受外界干擾，導師事前已告知學生需專心

聽講並繳交心得報告。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1.需熟悉教材，並結合學生生活經驗從學生的角度來講解。 

2.迷思方面舉例子可以運用一些平日笑話(需慎選)或學生常用的語言(歌詞)來舉例加

強印象。 

3.成功名人錄需熟讀並搭配前面特徵、迷思一起交互說明，方可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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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應因無接觸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經驗，感覺只有知識性吸收，好像似懂非懂。

2.體驗活動宜放在特徵之後講解，感覺較流暢。 

3.剛開始時可先以虛擬的個案開頭，例如：小明最近常常有....(特徵)的樣子，他到底

怎麼了呢？你能體會她的感受嗎？諸如此類的開頭，再帶入體驗活動或特徵。 

4.宜留時間讓學生發表自己對於精神分裂症的看法，運用討論方式加以澄清。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宣導前宜先告知學生要以尊重的態度、不說難聽、負面的話語，以免影響課程進

行，若學生於課堂中出現此情形，可以建議學生試試看換句話說來代替不好的話語。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根據學生問卷回饋情形大多數學生都願意表示接納態度，但也都表示對於精神分

裂症患者還是會抱持著是否真能和他們和平相處(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和精神分裂症

患者相處)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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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人員回饋(導師、任課老師、資源班老師、個案、家長……) 

1.該班導師覺得此堂課可以帶給學生新的知識，是以前學生從未接觸過的一面，也能

幫助學生釐清一些錯誤觀念，是滿實用的一堂課。 

試教心得 

學生可以建立對精神分裂症患者較正向接納的觀念，並且可以學習尊重關懷的基

本人文態度，雖然不能速效，但對於部分同學觀念扭轉是有正向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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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接納 U情緒或行為問題學 UU生U課程活動試教回饋單 

接納對象 精神分裂症高年級／國中 單元名稱 進入美麗境界(第一節) 

教 學 者 洪芷璟 □教材編製者 □導師 □輔導課老師 ▓特教老師 

教學班級 林園高中 國A○中E A/小 一 年 ○ 班 班級人數 32 人 

教學日期 95 年 10 月 18 日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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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班並無精神分裂學生，且該班特質較為活潑，由於前一節上課課堂秩序不佳，

在此堂課開始前，還被該班導師訓斥約 5 分鐘時間。 

課前準備(設備、場地、聯繫人員：家長、個案、導師、瞭解個案狀況……) 

此節課場地為借用學校之視聽教室，場地設備良好；但由於事前並未與該班導師

有所聯繫，所以較不清楚該班的學習特質。 

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除了詳閱提供之教材外，並從學生角度切入此題材，由於精神分裂症一般較難以

被同理、接受，所以覺得更必須著重於引起動機階段。另外對於教材的內容走向也必

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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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該班課前被老師嚴厲的訓斥，所以開始氣氛有些僵硬，也佔用了部分時間；

導致最後無法在課堂完成回饋單，請輔導老師代收。但課堂中學生的反應不錯，也搭

配抽獎來增加學生回應的動機，課程進行順利、學生參與度佳。 

教學過程注意事項 

1.盡量讓學生先表達自己對精神分裂症的相關看法，再澄清或補充，尤其對於污名化

的部分必須著重處理。 

2.在課程進行間，對於精神分裂症之症狀盡量以「每個人都有可能也會具備類似特質，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別」的角度切入，讓學生舉自己的經驗來相驗證。 

學生回饋(問卷回饋、課後反應……) 

學生的學習單回饋大多數的學生都表示願意幫助精神分裂症的同學，但多數是基

於同情的角度出發；也有少部分學生表示不願意提供協助，最主要的原因是擔心也被

別人以為是精神病；約有三份學習單未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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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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試教的班級沒有精神分裂症的學生，該班學生曾經有與精神分裂患者相處的

經驗也有限，所以在課程中較難有實際經驗可分享。不過，我認為雖然學生目前無此

需求，但提早建立對於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概念及正向思考，有助於改善社會對於精神

分裂症的誤解及污名化，也是一個學習尊重與關懷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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