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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08年 7月 5日到 7月 6日舉
辦 108年度教師進階輔導知能研習「DSM-5
精神疾病診斷類別與其在諮商及治療的應

用」，校內外教師報名踴躍共 52人參與
研習。輔導室特別聘請張本勝教授來帶領

大家學習最新出版的變態心理學教材及

DSM-5診斷手冊，讓參加研習的教師深入
淺出地釐清各種精神疾病、病因及治療的

知識。

親人過世兩個月內符合鬱症發作，在

DSM-IV的診斷準則不能診斷為鬱症，但
是在 DSM-5卻可能診斷為鬱症，依據是什
麼？這個改變對心理諮商及心理治療的意

義是什麼？遺傳與壓力的多態性、大腦結

很開心學校日終於結束了，而這一次

我被『淚』翻了 !
一早八點，第一位家長因為有兩個孩

子的學校日需趕場，要求先會談，一坐下

來就淚如雨下將近一小時。12:00學校日
結束後留下來需要單獨說話的最後一位家

長，再度飆淚到下午 2:30。感覺這個時段
應該播放許茹芸的 ---淚海。

學校日的省思─媽媽的淚海
撰稿 /林盈盈老師

大大樹你好：
我是帥氣英挺的一年級新生楚克

桓。進到大安也已經快要一個月了，學

校各項課程安排得很緊湊、社團活動也

開始活動，甚至連季節也快要到「洗澡

靠勇氣、起床靠毅力」的時刻。在這樣

忙碌的生活步調之餘，我有些事情還是

想找人聊一聊…

從國中開始，花在網路上的時間相

當多，像是 LINE、IG、線上遊戲等等…

但你也知道網路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越夜

給克桓兒：

聽著你的遭遇，讓我想起當年還是小小樹的我………想當初

還在念森林國中的我也是常常在網路上流連忘返、作息顛倒、白

天無法準時起床、上課精神差到不行！所以白天嗜睡、夜晚失眠

的狀況就不斷的在我身上發生，上了高中情況也沒有比較好，上

課昏沈想睡覺，晚上輾轉難眠。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但又讓人不

禁懷念的過往……不過後來大樹媽帶我去求助了森林醫院後，情

況也漸漸改善了。

讓我來告訴你，生物體都有自己一套日夜節奏的節律器，它

會讓體內各種活動與外界環境同步，那就是所謂的生理時鐘。而

生理時鐘是很脆弱，有往後延遲的傾向，因此要將生理時鐘往後

延，比往前移來得容易。但是每個人會因生活習慣、時差、輪班

等因素，使日夜節奏改變，造成所謂的睡眠時相延遲或

提前。

另外，幾乎所有青少年的臥室裡都有手機、

音響、電腦或電視機，甚至有青少年每週會有幾

天是在玩手機、看電視、聽音樂或打電動的情況

下睡著，而這些所產生的聲響及電磁波都會干擾

生理時鐘的運作。因為那些聲音隨時會啟動大腦

的警醒系統，讓我們更警覺與專注，就會削弱我

們放鬆與進入夢鄉的能力。另外，睡前使用手機，

電磁波會延長進入深層睡眠階段的時間，停留在深層

每間校園，都有著不同的景色，而在

這些許多不同的景色中，有許多的人、事、

物是值得我們去發現、去觀察的，一株草、

一朵花、一棵樹，或許它只是一個毫不起

眼的螞蟻，但這些我們平常沒在注意的小

傢伙，只要花點時間看看，往往能帶給我

們意外的驚喜。

大安高工，坐落於交通繁忙的城市內，

在這壅擠的都市校園外的樹木顯得有些格

格不入。一進校門，總是會看到警衛盡忠

職守的在校門口站崗，又或是坐在警衛室

裡喝茶，臉上總帶著給學生滿滿的笑容，

他，似乎已成了大安不可缺少的身影了。

一般人第一次看到大安的樓梯，一定以為

越美麗，高中同學們在下課後有各自的安排，

大家「網路交心」的時間也都集中在十一點多

之後，漸漸的也習慣熬夜上網，所以即使老爸

十一點多會強迫我關燈睡覺，但在棉被裡也是

可以繼續“滑滑滑＂或是“line來 line去的＂，

作息顛倒也變成一種常態了。早上準時上課變

得很困難，以致於常常遲到甚至於曠課。進退

無路的我為了讓隔天可以順利起床準時上課，

還提早上床睡覺呢！無奈的是竟然已經無法快

速的入睡，總是在床上一直打滾～一直打滾～

還是睡不著啊！然後隔天再帶著黑嚕嚕的眼袋

大大樹信箱

大安校園詠物篇

到學校上課，白天上課精神狀況也差到不

行…我有想過週末多睡一點，希望可以將

不足的睡眠時數補起來。但是，週末越睡

越晚，沒想到星期一更難爬起來…親愛的

大大樹，請你指點小的我一盞明燈吧！讓

我順利睡著、順利的起床、順利將作息調

整好，如果可以順利的一睡醒就在枕頭旁

邊看到畢業證書那就更好了啊…

相信大大樹有求必應的楚克桓

是哪個博物館的裝置藝術，位於校門前的

那座樓梯，交叉縱橫的設計，還帶點樓中

樓的味道，的確是非常的特別呢！走著走

著到了頂樓，往下俯勘，頓時發現校園裡

居然有三合院！由勤益樓、忠誠樓以及行

政大樓所組成的ㄇ字型，簡直就是一個加

長版的三合院，真是個富有巧思的設計。

而位於三合院中央的噴水池則是一棟棟大

樓中的亮點，在夏日太陽的照射下晶瑩剔

透，說它是大安的珍珠也不為過，前陣子

還有黃色小鴨在水池中呢！水池後方有一

座蔣公的雕像，關於這座雕像，有著許多

有趣又神秘的傳聞，令人津津樂道，為大

安又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再往後走，是學生活動中心，這是新

蓋的建築，相比其他大樓沒那摩老舊，比

較有現代的氣氛。踏出活動中心，眼前一

亮，發現了新世界，在每間學校被譽為桃

園仙境的操場，不論課下課，總是充滿著

學生的歡笑聲，少年少女們在場上揮灑下

青春的汗水，是校園中最美麗的場景。旁

邊的排球場可不是一般的排球場，它是全

台最快能抵達美國的地方，因為美國在臺

協會就在那兒，體育課排球打一打很容易

就不小心飛到美國去了。

平凡的校園乍看之下或許沒什麼，但

只要稍微花點時間去看，會發現跟你平常

看到的不一樣。大安是個美

麗的校園，有許多值

得被發現的事物，還

需要我們未來去多

探索。

睡眠階段的時間也會減少，因而干擾身體進行自我修復的能力。這

種質、量不佳的睡眠問題稱之為「垃圾睡眠（junk sleep）」。在這
樣質與量都很差的睡眠品質下度過了週間時間，然後週末又狂睡補

眠，這也會擾亂生理時鐘的自然運作。

通常對於像這種狀況就必須要養成健康的睡眠習慣，像是固定

每天入睡及醒來的時間（尤其是醒來的時間），就連週末也要一致，

且不要在週末或睡前有過多的補眠。這個概念是體內的睡眠恆定系

統在睡眠及清醒時間是有一個平衡的，所以人體需要的睡眠時間是

固定的，如果白天睡太多則晚上就會無法入睡的跟貓頭鷹一樣清醒

喔！這都會讓也間睡眠結構與睡眠連續性被破壞呢！另外，照光會

抑制人體褪黑激素分泌，而褪黑激素則會有促眠效果。一般來說，

晨間日照及黃昏時使用褪黑激素可以將睡眠節律提前，所以白天就

算想睡到不行，早上搭車來學校前還是盡量先不要補眠，讓光線進

入瞳孔提醒大腦該調整成日間節律囉！。

除了平時要固定入睡以及起床時間、臥室溫度、睡眠前的放鬆

訓練、充足營養與適當運動外，若有需要也可以到醫院的睡眠中心

尋求協助。不過，一旦作息調整成功，之後可是要長時期嚴格維持

與社會同步作息呢！

 Ps.至於畢業證書這件事…那…還是『別想太多，腳踏實地』
好了吧 (拍拍 )…

資料參考：康健雜誌 113 期

曾經帶著黑嚕嚕眼袋走來走去的大大樹

構及功能、神經內分泌、童年不幸經驗、

支持系統、認知等因子的了解為何對心理

評估及治療那麼重要？這些因子又如何運

用在諮商及心理治療中？講師分別介紹了

校園中常見的鬱症、雙向情緒障礙症、思

覺失調症、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自閉症
類群障礙及智能不足等障礙別，以實務的

角度分享精神疾病的診斷及病因如何應用

在心理諮商及治療上。

講師依據在校園輔導工作實務中，帶

領與會教師學習有關：學生精神疾病的初

步辨識、諮商輔導如何進行、醫療資源轉

介、家庭及社區資源縱向連結及個案管理

等等。而這些均需要輔導人員對精神疾病

的病因、症狀及診斷標準有足夠而正確的

認知，而 DSM-5正是台灣醫學界目前較統
一的工作準則。整場活動進行下來，老師

們踴躍參與、高度專注，是一場豐富的個

人增能與體驗的研習活動。

高三家長焦慮的狀況比我想像的嚴重

許多，孩子學習成就不佳，他們焦慮；孩

子認真熬夜不睡覺，他們也焦慮。媽媽們

除了哭，好像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原來，
高三媽媽這麼辛苦 !
後來，我試著給了以下處方箋：

媽媽 1：你的孩子們（一個建築科、另
一個圖文傳播科）都是藝術家，他們的心

靈與心思，不是我們一般人能理解的，只

要能畢業，多給些空間，藝術家需要時間

與空間，例如 :草間彌生、安藤忠雄、莫內、
梵谷、高第、米開朗基羅……講完一串藝

術史上的風雲人物，媽媽的淚終於停了。

其實，媽媽心裡想的無非是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間接性非凡讚賞）

媽媽 2：孩子不眠不休勤奮向學，是

家庭把他教養成一個有責任心、榮譽感的

未來棟樑。（肯定 + 讚賞）失眠與身心症

候群可能是副交感神經太活潑，導致無法

休息，建議他利用精油（安神相關系列）

與新鮮蘋果，改變家庭的味道、磁場，也

許能讓全家的神經都緩下來（其實我是覺

得媽媽最迫切需要啦！）。然後，媽媽開

始積極尋問精油的品牌、賣場，蘋果的品

種……就遺忘了哭泣 !（提供科學方法）

結束階前淚滴到午後的學校日，我覺

得自己像個走江湖賣藥的郎中兼神棍，而

我心中不禁想起那些還沒哭的媽媽們，一

切都好 ?

資訊三乙 曹哲銘

108 年度教師進階輔導知能研習
「DSM-5 精神疾病診斷類別與其在諮商及治療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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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 ! 你好！我是個患有憂鬱症的人，我
想在這裡介紹憂鬱症，以及告訴大家面對

身旁同樣有憂鬱症，或憂鬱情緒的朋友

憂鬱症，又被稱作心靈的感冒，患者

常常會有食慾不振、對原本喜愛的事失去

興趣、晚上失眠白天疲倦等症狀。身旁若

有這類的人，自己多少都會被他們的低氣

壓影響而避而遠之，又或是將他們託付給

醫生後不聞不問。引發憂鬱症的原因其實

有很多，例如家族遺傳，或是生活中突然

受到了太大的打擊，我想說的是，發生這

些事並非出於自願。

讓我來說波波的故事，或許你能比較

明白。

主角波波，他在幾個月前是一個充滿

陽光，並可帶給別人溫暖的 18歲大男孩。
我和他認識相當長的時間，在我陷入人生

低潮時，常常受他的幫助，他給我的關懷

像是太陽，柔和且溫暖，總能拂去我心裡

的黑暗。

不過太陽並不會一直存在，即使白天

再長，依舊會迎來黑夜。

今年 18歲的他，也患了憂鬱症，幾個
月前，他的家庭開始分崩離析，他的母親

離家，父親總會在晚上對孩子發牢騷到半

夜。面對家庭的巨變，他感到十分無助，

我總在深夜接到他的訊息，聽他今天發生

的大小事。我第一次看見他如此無助，自

尊心如此高的他，竟然會狼狽的窩在牆角

痛哭。不過慶幸的是，當時不是只有我幫

忙分擔他的悲傷，他在那段時間交了一個

女朋友。在家裡得不到重視的他，將精神

寄託在那個女生身上，有了精神支柱的他，

總算有能量漸漸站起來。不過照顧憂鬱症

患者是一件很沈重的事，最後兩人還是分

電子三甲  真性情 

以前還不成熟的我們，希望我們都能

在彼此中成長，別在錯過後才體會。對你

而言微不足道的我，給你的祝福。

控制二甲  雨神

雖然分開後偶爾還會想起妳，不過我

還是很喜歡妳，如果可以，改天再一起出

去吧 !我也希望妳可以找到對妳更好的另
一半，祝妳幸福 !

控制二甲  劉駱宇

朋友是一輩子的，從陌生到相識，從

生命中的過客到彼此的摯友，一起做了很

多瘋狂的事情，留下了許多的回憶，成為

我心中最美的回憶。有爭吵有磨合，磨合

後才能更了解彼此，在家靠父母，出外靠

朋友，為了朋友我能義氣相挺，在所不惜。

一個好朋友就像一位好老師，從對方身上

學到的事情是在學校學不到的。雖然我的

朋友不多，但有了解我懂我的朋友，只要

有妳們就夠了。

控制二甲  那些妳很冒險的夢 

在那無意間的回首，看見妳那迷人又

動人的雙眼。那耀眼的光芒在我腦海中忽

隱忽現，我只默默的看著妳，深怕妳覺得

我是花癡，才時不時偷喵妳幾眼，曾以為

我們的緣分就此而已，不過在那補習班的

邂逅中，那眼神交會的一瞬間，我就深知

我們可以走更遠。如今在這奇妙的夜晚裡，

妳跟我說了許多事，妳是個純情又可愛的

女孩子，從妳的眼神與語氣當中，流露出

滿滿真誠又純真的感覺。別再太在意他了，

妳值得被一個真正愛妳的人疼愛。

控制二甲  小偉

曾經我們走得如此靠近，每天趕著功

課只為了想陪妳回家，大雨傾盆有我為妳

撐傘，寧靜的夜晚，我們走在路上，多希

望路永遠走不完。最遺憾不是離開妳，是

還沒說出喜歡妳。我一直都在，從那天後

一刻沒離開，多想有天和妳相見，親口對

妳說我可以。若覺得厭煩，那麼請別牽掛

我，就當匆忙中，錯過。

建築二甲  哈巴狗

跟你冷戰 2年多了，到現在還是覺得
很抱歉，雖然當下有馬上跟你道歉，但可

能因為這次真的做得太過分了，希望我之

前沒做過這件事，抱歉。

建築二甲  周書楷

還記得我們那每個星期唯一一天的獨

大大樹小百科
很多人把當下心情的好壞、短暫的情緒低落，都歸咎於「憂鬱症」，憂鬱也並非是傳統觀念中的「不夠堅強」才會

發生。事實上，它是一種病，會影響到一個人的思考、感覺與行為。

憂鬱症會有哪些警訊？

憂鬱症可以被壓力事件所引發，也可以在沒有明顯原因的情況下就發生；可能突然出現，也可以經過數個月或數年慢

慢發展而來。症狀並不總是以某種特定的模式出現，事實上，你可能患有憂鬱症，但卻不「感到憂鬱」。憂鬱症的關鍵表現，

也可以是易怒性、以及失去平常的興趣和喜好。

如何陪伴憂鬱症患者 ?

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醫師杜恩年提醒，有 2個重點一定要掌握：用不帶批判的態度陪伴、不要只靠自己一個
人照顧。患者真正需要的是「你和我在一起」，聆聽和感受是良藥，不帶價值判斷地陪伴，才能進入他的世界。還有，

不要一個人扛起照顧憂鬱症患者的責任。在病人的各個生活場域尋找支持力量。

資料整理：康健雜誌文章 https://reurl.cc/D1vk7e

冷凍三乙 簡煜勳

「加油!努力 !就會好起來!!!」面對憂鬱症患者，

請用另一種方式理解他…

開了。從此，他的世界支離破碎。

和他聊天的時候，他曾說過：「大家

都叫我想開一點，事情發生了，你還能做

什麼，每天那麼死氣沈沈？為什麼不振作

一點！怪不得大家會想離你而去。」

我能體會為什麼大家會這麼說，每個

人對於第一次接觸憂鬱的情緒，難免會覺

得焦慮，因為不知道能幫到什麼忙感到無

能為力，轉而用激烈的情緒來激勵他人。

不過你真的喜歡在你悲傷的時候有人

這麼斥責你嗎？我明白你的出發點是善意

的不過斥責憂鬱症患者為什麼不正面思

考，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是的，我們也會

正面思考；不過我們確實經歷且體會到，

即使正面思考也沒辦法改變事實。

在漫漫長夜裡，他也曾提過自殺的念

頭，即使是如此樂觀的他，也想過要放棄

自己的生命！他陳述著，在家族裡身為長

子長孫的他，從小就承擔著一大堆的責任，

他的言行舉止都被家裡的人關注著。為了

不讓家族和爸爸失望，他努力完成每一件

大家期望他做的事。現在家庭亂成一團，

他一肩扛起許多責任，照顧爸媽的情緒和

妹妹的生活等等，在他們入睡之後，自己

才會在夜裡好好休息。不過在每個寂靜的

夜晚，他的憂鬱就開始蠢蠢欲動，彷彿不

讓他喘息一般的折磨他。為了不想讓家裡

的人擔心，即使是顫抖到全身無力，惶恐

看不清五指，他也不想讓家人分擔更多的

負面情緒，只是日復一日經歷每一次恐懼

的夜晚，他還是好好的站在家人面前做著

不完全屬於他的責任。自殺不是一個最好

解決的方法，不過那是最快解脫的方法。

在他和我說完這些後，有一瞬間讓我想到

或許這麼做他才能真的放鬆，不必在每個

夜晚忍受痛苦的錐心裂肺。不過我對他說：

「我也經歷過那些夜晚，我不會責怪你有

這種想法，我更不會說那些沒有意義的口

號，我希望可以一起承擔你的悲傷，我知

道這條路看起來遙遙無期，不過你放心，

我會陪你一起走出悲傷。」

其實憂鬱症跟我們並不陌生，也許你

看不出來他到底為什麼沮喪難過，不過有

適時的關心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就

像是感冒每個人都有機會染上，就是一種

情緒被強加在自己身上，我們有著千百個

不願意，希望下次你遇到有憂鬱症的朋友

能多一點耐心和包容。治好憂鬱最好的良

藥就是陪伴，請不要輕易拋棄我們，因為

有可能我們唯一能依靠的只剩你。

最後謝謝你，願意花時間明白我們。

以往的日子還請多多關照。

處時間，一起聊天，一起放學，那種純粹

的愛慕我到現在都無法忘懷。如果再給我

一次機會，我一定會鼓起勇氣跟妳告白。

建築二甲  jonnny kao

再見了，我的朋友！在我失去了你後，

才恍然大悟我喜歡你，我很後悔沒把握住

你在我身邊的時光，如今你和別人在一起

了，作為一位好友、閨密，我只能祝福你，

好好的目送你離去。而我對你的情感就一

輩子留在我心中吧 !

建築二甲  劉柏均 

謝謝您在小時候，每次有節日時都會

做好吃的食物給我吃，很想念你做食物的

味道。

建築二甲  江學品

兄弟，抱歉。我的情緒控管不好，常

常讓你感到害怕，如果我早點發現並且早

點解決，我們的關係或許會更好，現在也

應該會繼續聯絡，我身邊的人也不會因我

而擔心。

圖傳二甲  xian

不知道你現在過得好不好，快不快樂，

是否依然在球場發光發熱？很想念那些一

氣霸場的日子，也許現在我們沒有交集了，

但也別忘記我們曾經認識過，未來請一定

要幸福喔！初戀與永遠的球友

圖傳二甲 3 號虹臻

曾經要好的我們，一起經歷過許多風

風雨雨，但最終卻還是不勝風雨。錯的也

許不是你，是我。我是不好，但全世界只

有一個我，珍惜我也好，不珍惜也罷。你

弄丟了我，我也不會挽回，不會挽回曾經

的我們。

圖傳二甲 14 號潘喬汛

有困難的時候找朋友絕對不是件丟臉

的事情，對不起那時候沒有察覺到你的痛

苦。

圖傳二甲 13 號劉星妤

給曾經是國中最要好的朋友，很謝謝

在國一認識了你，我不曾交過那麼了解彼

此的朋友，我很感激。面對國二墮落的你，

我沒能把你拉回來，一方面很生氣，但一

方面又想和你說抱歉。即使如此，我仍祝

福你往後快樂順遂。

圖傳二甲  阿牧

你在北一女過得好嗎 ?「儘管到了國中

不同學校，你還是我最好的朋友」還記得

我跟你說過這句話嗎 ?雖然不知道你在我
心中是什麼地位，但我仍舊把你當成我的

BFF。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很快樂，雖然你把
阿竹的卵弄爆我很生氣，但我還是愛你的。

圖傳二甲  窗口文彥

初戀：我們經歷了許多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沒能走到最後，對不起。

希望你可以趕快找到你的另一半，真正適

合你的另一半，祝你幸福喔 ~

建築三乙  Bubble

「世界上最傷人的，從來不是得到過，

而是得到過卻失去了。」要是沒有偶然的

遇見你，也許我就不會行屍走肉過，謝謝

你曾經讓我真心笑過也哭過，同時回憶起

來還是暖暖心。也謝謝你讓我成長，讓我

蛻變成現在更美麗的我，只因為你給的刻

骨銘心。

圖傳三乙  王照鈞 

緣起緣滅，如夢如幻。緣分是如此地

難捉摸。何時緣起了不知道，每一次的結

緣總是措手不及，何時緣滅了也無人知曉，

因為它總是不知不覺的逐日崩毀，直到一

切變成千萬粒微塵，如覆水般，一切不返。

所以別天真的以為，緣是不會滅去。它來

得太突然，每當緣滅時，請當作你不過是

大夢初醒。

控制二甲  吳貫綸

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轉眼就到了今

天，現在您已經不在了，我還來不及對您

說謝謝您。

圖傳二甲  ELENA

在人生的路上，期許你更加成熟、堅

強、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與你相處三年，

我們有了最好的默契，願將來再次相遇都

能看到彼此的璀璨。

『過去的遺憾與現在的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