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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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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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         課程簡介
二 9/25          中秋節放假一日
三 10/2          認識心理疾病 
四 10/9          認識心理疾病 
五 10/16         恐懼與焦慮疾患 
六 10/23      恐懼與焦慮疾患 
七 10/30      心情疾患 
八 11/6          心情疾患 
九 11/13      飲食性疾患  期中考週
十 11/20      飲食性疾患 
十一 11/27  精神分裂症  
十二 12/4      精神分裂症 
十三 12/11  人格異常
十四 12/18  人格異常 
十五 12/25  聖誕節放假一日 
十六 1/1      開國紀念日放假一日
十七 1/8      心理健康與壓力調適 
十八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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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傷後壓力障礙症的經驗性治療 治療性螺旋模式 M. Katherine Hudgins著 陳信昭等譯 
5. 焦慮性疾患的治療 Gavin Andrews等合著 陳秀蓉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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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溝通恐懼 : 面對人際溝通的焦慮與害怕 / 王政彥 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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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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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憂鬱的理性翻身 / 米歇爾. 亞克(Michael D. Yapko)著; 張嘉莉譯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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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三種靈魂 : 我與躁鬱症共處的日子 / 莊桂香著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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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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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慾望 : 我與厭食搏鬥的日子 / 卡洛琳.柯奈普(Caroline Knapp)著; 刁筱華譯
16.飮食障礙症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精神部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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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精神分裂症 : 描述性精神病理 / 胡海國著
19.精神分裂病可痊癒嗎 / 林宗義 著
20.精神分裂病照護 / 趙世淋; 李秀娟 著
21.幫他走過精神障礙 / 陳俊欽著
22.杜鵑窩的春天 : 精神疾病照顧手册 / 楊延光著
23.我需要看心理醫生了嗎? : 精神疾病的判斷與預防. I / 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 弗 
    斯特(Michael B. First)著; 胡東霞譯
24.不要叫我瘋子 : 還給精神障礙者人權 / 派屈克.柯瑞根(Patrick Corrigan), 羅伯特.
   朗丁(Robert Lundin)作
25.他不知道他病了 : 協助精神障礙者接受治療 / 哈維亞.阿瑪多(Xavier Amador), 安娜
    麗莎.強森(Anna-Lisa Johanson)作; 魏嘉瑩譯
26.家屬與精神病患 / Kayla Bernheim, Anthony Lehman原著; 郭葉珍編譯



27.當代精神衛生護理 / 李引玉著
28.聖徒與瘋子 : 打破心理治療與靈性的藩離 / 蕭圖(Russell Shorto)作; 易之新譯
29.當代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 柯西尼(Corsini, Raymond J.), 魏丁(Wedding, Danny) 
   原主編; 朱玲億等合譯
30.情緒與壓力管理　　　　　黃惠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