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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嘉 義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1 0 0 年 度 

「情緒(精神)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坊」 

實  施  計  畫 
 

一、依據： 
教育部 100 年 1 月 7 日臺特教字第 1000003327 號函辦理。 

二、目的： 
協助輔導區教師預防學生情緒性行為，提供教師對情緒(精神)行為障礙學
生的輔導策略，以提升教學及輔導成效，特辦理此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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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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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樓 A304 教室 

七、主講人：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楊梅芝副教授          

八、參加對象及名額：輔導區雲林縣及嘉義縣市國小、國中之普通班教師、特
教班教師，共計 7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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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5 日截
止。恕不受理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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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取順序依序為縣市政府指派及報名先後，錄取名單將於研習前於特

殊教育通報網公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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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便安排候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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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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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嘉 義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1 0 0 年 度 

「情緒(精神)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坊」 

 

研習課程表 
 

地點 本校民雄校區 A304 教室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開          幕 

09:00～10:30 
EBD 研究的過去與現在： 

Recognition and Description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EBD 研究的過去與現在： 

Research vs. Practice 

12:10～13:20 中  餐  時  間 

13:20～14:50 EBD 研究特定課題：ASD 

14:50～15:00 休          息 

15:00～16:30 EBD 研究特定課題：Youth Delinquency 

16: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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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情障領域研究之課題與反思 
 
講綱： 
 
一、科學研究的發展路徑 
 
        1. Recognition and Description 
注意到某種『不一樣』的狀態，提出問題，描述『不一樣』的程度、性質、及

其發生的特定狀況 
 
        2. Experimentation 
推敲原因與方法，提出假設，進行介入 
 
研究的競逐角力：(1)how things did turned out 

      (2)how things should have turned out 
“Ascientific and anti-scientific views are a hallmark of Ideology. ” 
Ideology 之害如：Galileo Galilei, William Smith, Charles Darwin...... 
 
反思：EBD 的 ideology 為何？其害為何？ 
          Bettelheim 
 
 
二、Recognition and Description 的歷史進程 
 
19 世紀之前，對於 EBD 的描述，只是一幅素描圖 
19 世紀中葉，開始有教科書與期刊，描述 EBD 的“deviant”狀況，如：“he was 
wholly an animal” “his moral sentiments are described as null”......而當時還沒有進

行實證研究，諸多被視為“deviant”的行為描述，今日無疑可理解為

“schizophrenia”或“conduct disorder”或“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20 世紀前半，建立 EBD 的分類系統，最為人知者如：Kanner's Syndrome (即
Early Infantile Autism, 當今之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20 世紀後半，description 不再只針對行為，還包含了提供的方案與介入的策

略，對於 EBD 相關介入的發展與評量影響重大 
 
反思：19 世紀之前的 EBD 圖像是否存在？其圖像為何愈益增廣，而有如所謂

『光譜』般的描繪，是否能提供 EBD 的實景圖？ 
 
三、Recognition and Description 的當代課題 
 
        1. Recognition 方面 
            科學所知 = 實務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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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防範預防 (“Preventing prevention”)之學校可能作為有： 

(1)理念問題，如：anti-labeling 
 (2)不明所以，如：comorbidity seems to be the rule rather than exception 
 (3)現實考量，如：fail to include “socially maladjusted but not 

emotionally disturbed” 
 
        2. Description 方面 

 (1)法規如 IDEA, NCLB 對於符合特殊教育條件與否的描述 
 (2)Funtion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對於環境中行為支持的描述 
 (3)Strength-based assessment 對於優勢技能本位的描述 

 
反思：實務面仍依賴常模參照工具作為 Recognition and Description 的標準，        
只是除了 EBD 的極端之例，所謂 EBD 的“recognition and description ”，實根植

於教學/評量者每天的體驗、訓練、與忍耐之中！ 
 

四、EBD 的科學研究 
 

1. 過去的研究 
20 世紀中葉，N. G. Harring, F. M. Hewett......等先驅學者著手行為心理學與應用

行為分析的研究 
20 世紀睌期，大腦功能的研究使得 EBD 及其他許多障礙都注意到生物因素對

於障礙成因與治療的重要意義 
 

3. 當代的研究 
(1)共病現象：如 ADHD/ODD/CD/LD/Mood Disorders/Depressive 
Symptoms/Anxiety Disorders，與過去行為研究顯著區隔的是：不再視 etiology
與 behavior 無關，而開始正視 etilogy 對於有效治療的重要意義 
(2)生物成因：確認因『材』施教的生物基礎傾向與性情差異，明白因材施

『教』的一般行為管理原則不能一體適用 
(3)行為與生態：“nitch-picking”的研究導向 
    a. IEP 目標與活動的自主自決 
    b. 跨情境行為的擴展與合作 
    c.EBD 行為敘事的再建構 
(4)標準本位改革與融合： 
    incidental learning vs. systematic instruction 
            inclusive and alienated vs. self-contained and social 
            ideology vs. needs and g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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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識形態與科學研究 
 
20 世紀起直到 1980, 1990 年代，EBD 研究均致力於介入的成果與評量，研究方

法多為量化的統計模式，以及單一受試實驗設計 
1990 年代以來的意識形態之戰起於“postmodernism”之論辯 
Kauffman, J. M. (2002). Education deform: Bright people sometimes say stupid 
things about education. Lahnam, MD: Scarecrow Education. 
Sasso, G. M. (2001). The retreat from inquiry and knowledge in speci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34, 178-193. 
Gallagher, D. J. (Ed.). (2004) Challenging orthodoxy in special education: Dissenting 
voices. Denver, CO: Love. 
Smith, P. (2001). Inquiry cnatos: Poetics of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Mental 
Retardation, 39, 379-390. 
 
反思： 
科學與非科學是否截然對立 
科學的歷程是否一定會趨近真實(truth) 
科學 = 客觀  非科學(如：哲學) = 不客觀 
那麼『科學哲學』『教育哲學』等領域是否就無法進行『recognition and 
description』『experimentation』 
事實上 
social constructive 從來不是主觀、客觀之間的 relativ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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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path) diagram for an example of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ugges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sumer, par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ibling adjustme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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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D 的未來研究指引 
 
美國教育部門特殊教育方案要求 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立自閉症兒童的教育介入

委員會，為自閉症的教育介入方案提供一個評估框架，以檢視相關研究的科學證據。 
NRC 指出需要科學驗證檢視其介入成果的 ASD interventions 包括： 
1.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a. Applied behavioral analysis (ABA) 
    b.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s Handicapped Children 

(TEACCH) 
    c. Daily life therapy (Higashi School) 
    d. Lindamood-bell (Sensory Cognitive) 
2.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a. Vitamin therapy (B6, C, and DMG) 
    b. Cod liver oil (vitamin A) 
3. Pharmacology 
    a. Antipsychotics 
    b. Anticonvulsants 
    c. Antianxiety 
    d. Antidepressants 
    e. Beta blockers 
    f. Opiate blockers 
    g. Sedatives 
    h. Stimulants 
4.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y 
    a.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 
    b. Communication books 
    c. Augmentative communication devices 
5. Computer programs 
    a. Fast ForWord (Scientific Learning Corporation) 
    b. Earobics (Cognitive Concepts) 
    c. Train Time (Locu Tour) 
6. Dietary interventions 
    a. Casein/gluten-free diet 
    b. Feingold program 
    c. Allergy treatments 
    d. Melatonin 
7. Secretin 
8. Anti-yeast therapy 
9. Audit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10. Music therapy 
11. Sensory integration therapy 
12. Vision training 
13. The Squeeze Machine 
14. The Sun-Rise Program (Option Institute) 
15.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16. Floor-Time (Child-Centered Play Therapy) 
17. Social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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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C 所列的研究指導原則有： 

1. 廣泛而謹慎地參考相關實證文獻 
2. 任何特定的介入建議必須經過方法上與臨床上的嚴格檢驗 
2. 任何特定的介入建議必須提供治療情境的比較結果 
3. 應該考量個案與治療介入的適配性 
4. 任何特定的成果必須符合介入的目的而且逐一提供證據 

 
 
 
美國的心理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在 2002 年也出版了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reatment Guidelines，認為“treatment efficacy”乃明確宣稱在臨床運用上特定的介

入比其他的介入或是沒有介入來得有效。而“臨床運用”乃指健康照護專業人士可用、個案可

接受、以及治療所及的範圍。 
 
APA 所列的臨床運用指導原則有： 

1. 廣泛討論個案變項如何影響介入的臨床運用 
2. 比較專業人士間在介入的臨床運用上如何影響治療的效力 
2. 同時考量提供治療場所的相關資訊 
3. 慎重評估治療的強大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