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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心理健康與疾病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劉錦萍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5 學期
Semester 1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1. 瞭解心理疾病的症狀及其可能引發因素
2. 認識心理疾病的治療方式與預防管道
3. 知道如何促進和維護自己的心理健康
授課方式：
   講授、影片欣賞、小組活動、小組討論
成績評量：
1. 平時作業                   20%                  
2. 單元主題活動&上課出席      50%（曠課一次扣總成績3分；請假、遲到早退扣1-2分）
3. 期末測驗                   30%（範圍：整學期課程）
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上課進度 備註
一 9/20 課程簡介  
二 9/27 認識心理疾病 
三 10/4 認識心理疾病 
四 10/11 恐懼與焦慮疾患 
五 10/18 恐懼與焦慮疾患 
六 10/25 心情疾患 
七 11/1 心情疾患 
八 11/8 身體疾患 
九 11/15 身體疾患 期中考週
十 11/22 飲食性疾患 
十一 11/29 飲食性疾患 
十二 12/6 精神分裂症 
十三 12/13 精神分裂症 
十四 12/20 解離性疾患 
十五 12/27 人格異常 
十六 1/3 心理健康與壓力調適 
十七 1/10 心理健康與壓力調適 
十八 1/17 期末考試 
參考書目
1.變態心理學  彼得森 著  台北：桂冠
2.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 孔繁鐘  台北：合記
3.DSM-IV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孔繁鐘 孔繁錦 台北：合記
4.遠離恐慌 : 克服恐慌自助手册 / Derrick Silove, Vijaya Manicavasagar著; 遲立忠,施承
孫譯
5. 拒絶焦慮 : 戰勝焦慮自助手册 / Helen Kennerley著; 施承孫, 宮宇軒譯
6. 藍色的心情 : 憂鬱症和焦慮症的自我診斷及自助療法 / 張國淸著 
7. 認知治療的實務手册 : 以處理焦慮與憂鬱為例 / Ivy-Marie Blackburn, Kate 
M.Davidson著; 姜忠信,
   洪福建譯
8. 別讓恐懼戰勝你 / 史蒂芬.亞特伯恩(Stephen Arterburn),法蘭克.米尼爾思(Frank 
   Minirth),保羅.梅爾(Paul Meier)合著; 翁靜育譯
9. 溝通恐懼 / 王政彥 著
10.看得見的黑暗 : 走過憂鬱症的心路歷程 / 史泰隆(William Styron)著; 江正文譯
11.憂鬱心靈地圖 : 如何與憂鬱症共處 / 派翠西亞.歐文(Patricia L. Owen)作; 廣梅芳譯
12.戰勝憂鬱症 : 自助人助的38則檢核問題和行動方案 / 凱莉耿(Catherine Carrigan)著; 
   趙曼如譯
13.憂鬱不再來 : 認識憂鬱症的症狀及治療 / 羅伯.巴克曼(Robert Buckman), 安妮.契里
   希(Anne Charlish)作; 何修宜譯
14.身體憂鬱症 / 莫莉-安奈．布朗(Marie-annette, Brown), 裘 ．羅賓森(Jo Robinson)
   合著; 歐冠宇譯; 王淳校訂
15.三種靈魂 : 我與躁鬱症共處的日子 / 莊桂香著
16.情緖基因 : 追尋躁鬱之源 / Samuel H. Barondes著; 陳美君, 陳美如, 劉婷婷合譯
17.躁鬱奇才 : 不凡創造力的背後 / 賈柏洛.賀許曼(D. Jablow Hershman), 朱利安.李柏  
   (Julian Lieb)著; 李淑珺譯
18.躁鬱症        台北市 : 財團法人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1999[民88]
19.神奇城堡 : 以愛整合多重人格的眞實案例 / 凱洛.史密斯(Carole Smith)著; 李淑珺譯
20.影像與幻像 : 解離性身分疾患(DID)之藝術治療手記 Dee Spring著; 施婉清,戴百宏譯
21.人格的變裂演出(Multiple personality)  康麥倫.魏斯特(Cameron West)著; 李永平譯
22.The Three Faces of Eve = 三面夏娃 chi / Nunnally Johnson
23.飮食疾患的團體心理治療 / Heather Harper-Giuffre, K. Roy Mackenzie編; 唐子俊, 唐
   慧芳, 孫肇玢譯
24.慾望 : 我與厭食搏鬥的日子 / 卡洛琳.柯奈普(Caroline Knapp)著; 刁筱華譯
25.飮食障礙症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精神部編
26.失序的人格 : 人格疾患的評估與治療  David J. Robinson著; 唐子俊, 唐慧芳, 李珣



   合譯
27.精神分裂症[DVD] / Leslie Wiener, Peter Schnall導演
28.精神分裂症 : 描述性精神病理 / 胡海國著
29.心理衛生 : 現代生活的心理適應 德勒加(V. J. Derlega), 詹達(L. H. Janda)著; 林
   彥妤等譯
30.減輕壓力、焦慮與失眠的自然療法 / Michael T. Murray作; 謝佩璇譯
31.情緒與壓力管理　　　　　黃惠惠
32.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 柯立(Corey, Gerald)著; 李茂興譯
33.心靈地圖（1995）張定綺譯，天下文化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