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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 緒 （ 精 神 ） 障 礙 學 生 輔 導 研 習 」 

實  施  計  畫 
 

一、依據： 

教育部 98 年 1 月 12 日台特教字第 0980004239 號函辦理。 

二、目的： 

1.探討應用行為分析的各種策略，協助教師輔導學生減輕及預防其情緒性

行為的發生。 

2.引介認知行為改變技術的原理及其運用，協助教師以自我教導策略矯正

學生偏差或不當行為。 

3.藉由實例的介紹，以討論及經驗分享的方式，增進教師在學生情緒行為

處理的能力。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 

四、承辦單位：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五、研習日期及時間：98 年 3 月 14 日（星期六）08：50-16：30 

六、研習地點：國立嘉義大學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5 樓 A501 教室 

七、主講人：明道大學教學藝術研究所王大延老師 

八、參加對象：輔導區雲嘉三縣市學前、國小、國中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

特殊學校教師，共計 60 位（依報名先後順序錄取）。 

九、報名方式：採網路線上報名，即日起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www.set.edu.tw/frame.asp）報名至 98 年 3

月 11日截止，依參加資格與報名先後順序錄取研習人員。 

十、經費及差假：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二)各縣市參加研習人員，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 

(三)報名經錄取者，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於研習開始前三天來電告知

本中心，以便聯絡候補者；錄取者若無故未出席，本年度不得再

參加本中心辦理之其他研習。 

十一、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請參加學員自行攜帶杯具等。 

（二）本校校區禁止機車進入，汽車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 

（三）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研習開始逾 20 分鐘不予入場。 

（四）本研習全程參加者，本中心將於特教通報網登錄 6 小時研習時數。遲

到 20 分鐘者及中途離席者恕不核發研習時數。 

  



精神疾病的預防與治療課程大綱 

一、授課時間：九十八年三月十四日(六) 

二、授課地點：嘉義大學 

三、授課教師：王大延教授 

四、大綱： 

(一) 精神疾病：(09：00~12：00) 

1. 精神異常(295.DSM IV TR)：妄念、幻覺、幻聽、不連貫、思想鬆弛、意念飛躍、怪

異行為、遲鈍、暗喻語言、衣著襤褸、怪異的觀念。 

I. 錯亂型：平淡，有一致的情感、語無倫次、妄念、極度退縮 

II. 僵直型：顯著的運動障礙、二極化情緒 

III. 妄想型：迫害妄念、誇大妄念、妄念型妒嫉、誇大內容的幻覺 

IV. 未分裂型：顯著的行為混亂、妄覺 

V. 殘餘型：情緒遲鈍、古怪行為、社會退縮 

ICD-10 

(1)單純型：內向退縮、自閉、冷漠無情、怪異行為 

(2)青春型：語無倫次、思考不連貫、新語症、妄想、幻覺、扮鬼臉。奇異姿勢、自言自

語、比手畫腳。 

(3)僵直型 

(4)妄想型：被害妄想、誇大妄想、嫉妒妄想、迫害幻覺 

(5)急性型：聯想鬆弛、定向障礙、錯亂行為、解離現象 

(6)潛伏型：喜好閱讀奇經異書、懷疑身世、自覺身體形象改變、慮病 

(7)殘餘型 

(8)情感型：思想被控制、傳播、插入、抽離、幻聽語無倫次。 

 

精神疾病的分類 DSM IV TR 

1. 單純型 

(1) 主要特徵：少有朋友、對他人的讚美斥責無動於衷、內向退縮、自閉、冷漠無情、怪

異行為、無明顯幻覺、幻聽、妄想 

 

(二) 憂鬱症(情感性精神疾病) (13：20~14：50) 

1. 主客觀察大部分時間情緒低落。 

2. 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表情冷漠。 

3. 胃口不佳、體重減輕。 

4. 失眠睡眠過度。 

5. 精神遲滯。 

6. 疲勞、失去活動。 

7. 無價值感。 



8. 注意力不足。 

9. 反覆想到死亡。 

 

(三) 雙極性情感病(Bipolar Disorder ; Manic) (15：00~16：30) 

1. 誇大的自尊。 

2. 不停說話。 

3. 意念飛躍。 

4. 睡眠需求減少。 

5. 注意力分散。 

6. 有目標的活動增加(社交、工作、學業等)。 

7. 過度沉溺性娛樂。 

   明顯興奮、開朗、易怒的情緒 

 

(四) 焦慮性疾患 (15：00~16：30) 

恐慌症與懼曠症(每次發作少於 1小時，每週兩次左右) 

1. 呼吸困難、窒息感。 

2. 頭暈。 

3. 心悸或心跳過快。 

4. 發抖或出汗。 

5. 喉嚨堵塞。 

6. 噁心。 

7. 失真。 

8. 麻木。 

9. 胸部疼痛。 

10.害怕死亡。 

11.害怕做出無法控制的事。 







 



 



精神異常

一、初級症狀

1.思考成音 4.思考播送

2.爭辯聲息 5.妄想性知覺

3.思考干擾

二、次及症狀

1.知覺障礙 4.知覺遲鈍

2.妄念和妄想 5.思考與動作障礙

3.躁鬱情感

三、發病症狀

1.儀表不整 5.思考障礙

2.情感障礙 6.意志障礙

3.動作障礙 7.生活異常

4.知覺障礙 8.外界關係混亂

四、發病歷程

1.前驅階段：創語、敏感多疑、白日夢

2.活躍期：知覺、動作、人際、思考障礙

3.殘留期：情緒趨於平淡，功能每況愈下

4.末前期：怪異裝扮、刻版行為

5.末 期：知覺能力消失、嗅覺殘留

五、診斷

1.妄想

2.妄大：妒忌、誇大

3.語無倫次：僵直、錯亂、不當情感

4.社會功能退化

5.持續六個月

六、治療

1.藥物：鋰鹽、三環抗鬱劑

2.心理治療：小團輔導、個別諮商、心理
劇、家族治療、行為治療、娛樂治療、
工作治療、環境治療



精神疾病的預防與治療

授課時間：98年3月14日(六)
授課地點：嘉義大學
授課教師：王大延教授

精神疾病

精神異常(295.DSM IV TR)：
妄念、幻覺、幻聽、不連貫、思想鬆弛、意念飛

躍、怪異行為、遲鈍、暗喻語言、衣著襤褸、怪異的觀
念。
錯亂型：平淡，有一致的情感、語無倫次、妄念、極度
退縮
僵直型：顯著的運動障礙、二極化情緒
妄想型：迫害妄念、誇大妄念、妄念型妒嫉、誇大內容
的幻覺
未分裂型：顯著的行為混亂、妄覺
殘餘型：情緒遲鈍、古怪行為、社會退縮

ICD-10

單純型：內向退縮、自閉、冷漠無情、怪異行為

青春型：語無倫次、思考不連貫、新語症、妄想、幻
覺、扮鬼臉。奇異姿勢、自言自語、比手畫腳。

僵直型：

妄想型：被害妄想、誇大妄想、嫉妒妄想、迫害幻覺

急性型：聯想鬆弛、定向障礙、錯亂行為、解離現象

潛伏型：喜好閱讀奇經異書、懷疑身世、自覺身體形
象改變、慮病

殘餘型

情感型：思想被控制、傳播、插入、抽離、幻聽語無
倫次。

精神疾病的分類 DSM IV TR

單純型精神分裂

主要特徵：少有朋友、對他人的讚美
斥責無動於衷、內向退縮、自閉、冷
漠無情、怪異行為、無明顯幻覺、幻
聽、妄想

附帶特徵：做白日夢，但未脫離現
實，缺乏統整思考，無雄心大志。

青春型精神分裂

主要特徵：語無倫次，思想不連貫、新
語症、急性有哭、笑兩種情緒，冷漠、
幻想、幻覺。

次要特徵：扮鬼臉、奇異姿勢，比手畫
腳、自言自語、退縮、不重視個人衛
生、怪異行為〈對鏡字笑、吃糞便、公
開手淫〉

僵直型精神分裂 5%



妄想型精神分裂 40%

主要特徵：被害妄想、誇大妄想、
忌妒妄想、迫害望想〈聽到他人殺
他〉

次要特徵：中年之後出現，多疑、
敏感、不信任、愛爭論訴訟、富攻
擊

急性精神分裂

主要特徵：意識混論超過二週未達六
個月，聯想鬆弛〈不合邏輯〉、怪異
行為、不當的情感、定向障礙、錯亂
行為、幻想、妄想、輕序微憂鬱、情
緒紛亂、解離現象〈Dream like 
dissocialim〉

潛伏型精神分裂：
早期精神分裂〈偽精神分裂〉5%

主要特徵：喜愛閱讀奇經異書，自覺
身體行象改變 、懷疑身世、宗教信
仰突然改變、性的騷擾

憂鬱、慮病、強迫、恐懼、焦慮、自
傷

殘餘型精神分裂 2%

情感型精神分裂

主要特徵：思想被控制、傳撥插入、
抽離、幻聽〈他人討論病人〉、語無
倫次、躁或鬱。2% 

憂鬱症(情感性精神疾病) 

主客觀察大部分時間情緒低落

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表情冷漠

胃口不佳、體重減輕

失眠睡眠過度

精神遲滯

疲勞、失去活動

無價值感

注意力不足

反覆想到死亡



雙極性情感病(Bipolar Disorder ; 
Manic)

誇大的自尊
不停說話
意念飛躍
睡眠需求減少
注意力分散
有目標的活動增加(社交、工作、學業等)
過度沉溺性娛樂
明顯興奮、開朗、易怒的情緒

焦慮性疾患

恐慌症與懼曠症(每次發作少於1小時，每週兩次左右)
呼吸困難、窒息感
頭暈
心悸或心跳過快
發抖或出汗
喉嚨堵塞
噁心
失真
麻木
胸部疼痛
害怕死亡
害怕做出無法控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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