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特殊教育通則（許天威、徐享良、張勝成） 

˙特殊教育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修正）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CH4 行為異常與情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者教育 

壹、定義與出現率 

一、美國聯邦政府的定義 

˙1975 年「全體殘障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即 94-142 公法）：使用嚴重

的情緒困擾（Seriously Emotionally Disturbed；SED）來涵蓋行為異常的兒童及青少年。 

1. 此一名詞系指兒童成現下列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特質，並持續一段時間且達到明顯明顯的程度，足以對其

教育造成不利的影響：  

(1) 無法學習，卻不是智力、感官或健康因素所能解釋，或以文化不利因素來說明；  

(2) 無法和同儕及教師建立及維持滿意的人際關係；  

(3) 在正常情境下，出現不適當的行為或感覺；  

(4) 呈現全面性、普遍性不愉快或憂鬱的心情；  

(5) 傾向於因個人問題或學校問題而發展成生理症狀或恐懼：無能處理學校壓力情境，而以頭痛或胃痛等

心身性反應行為來應付；  

2. 此一名詞包括了精神分裂症兒童及自閉症兒童（1981 年將自閉症刪除），但不包括社會不適應學生，除

非被確定具有嚴重的情緒困擾的情形。 

˙「行為異常兒童委員會」（Council for Children with Behavioral Disorders）主張使用「行為異常」。 

˙ 1980 年代，「美國心理衛生和特殊教育聯合會」（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Special Education Coalition）組

成跨專業的小組委員會，對「情緒或行為異常」（emotion or behavioral disorder）的定義如下： 

1. 「情緒或行為異常」此一名詞係指一種「障礙」，其特徵是個體的行為或情緒反應，異於其同儕團體、文

化或族群的常態表現，導致對其教育表現造成不利的影響，包括社會的、職業的或人際互動的技能。此外，

此一障礙具有以下的現象： 

(1) 面對環境中壓力事件時，所表現的不指是暫時的、可預期的反應。  

(2) 一致性的呈現在兩種不同場合，且至少有一種是在學校有關聯的情緒。  

(3) 即使施予個別化的教育處理，其障礙仍持續的存在。    

2. 情緒或行為異常可能和其他障礙同時存在。  

3. 此一類包括精神分裂異常、情感性異常、焦慮症活其他持續性的行為或適應困擾的兒童或青少年，只要上

述症狀對其教育表現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如第 1 項所述）。 

二、我國的定義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民國 102 年 09 月 02 日） 

第 9 條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27&FLNO=3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27&FLNO=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H0080065&FLNO=9


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第一項所定情緒行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

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補充－精神疾病 

精

神

病 

失去了與外界區隔

的自我界限或整體

現實檢驗受損。 

精神分裂症 

˙是一種腦部疾病。 

˙影響一個人清楚的思考、對現實的理解、處理情緒、作決定及與

他人互動等諸多能力。 

˙妄想、整體混亂的行為或語言。 

情感性精神病 
˙以情感表現障礙為住要症狀的精神病。 

˙躁鬱症：情緒調節出現問題，會有躁期和鬱期兩種症狀的表現。 

妄想症 

˙妄想情境有可能發生於日常生活中。 

˙X：慮病症（關心的事疾病本身的進展與影響）、身體畸形性疾

病（焦點是身體某些外顯的部位）、強迫症。 

˙亞型：色情狂型、自大型、忌妒型、被迫害型、身體型、混合型、

未註明型。 

精

神

官

能

症 

指病人心理社會適

應障礙的臨床表現 

（憂鬱、焦慮或自主

神經亢奮等症狀）。 

精神官能性 

憂鬱症 

˙表現的憂鬱症狀是慢性化，常持續兩年以上。 

˙除了情緒低弱的核心症狀之外，也經常合併有身體不舒服的症

狀。 

廣泛性焦慮症 
˙焦慮的持續時間比一般人來得久，且沒有特定的對象，亦即自由

浮動性焦慮。 

畏懼症 

˙分為特定對象畏懼症和社交畏懼症。 

˙症狀與廣泛性焦慮症大致相似只是出現的時機不同。 

˙治療強調早期暴露於產生焦慮的情境以減少疾病所造成的障

礙。→出現反畏懼現象。 

失眠症 ˙指進入或維持睡眠發生困難，或睡眠無恢復性、睡眠品質不佳等。 

適應性疾患 
˙對於一個或數個可認明的壓力源所發展出情緒或行為症狀，介於

正常反應與病態反應之間。 

恐慌症 ˙在無預期的狀況下突然發生強烈的擔憂害怕及恐懼。 

強迫症 
˙有反覆出現或持續的思想、衝動或影像等強迫性意念。 

 如：檢查、計算、清潔等。 

三、出現率的意義及預防：2% 

貳、成因與理念模式 

一、成因 

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 

1. 生理、病理因素：腦傷、遺傳、

腦部功能失調等。  

2. 心理因素：低自尊、精神異

常、道德意識薄弱等。  

3. 智力因素：低智力、閱讀、學

1. 社經因素：貧窮、社會階層、種族、性別。  

2. 家庭因素：身體發展史、性虐待、父母教養不良、兄弟姊妹的爭鬥等。  

3. 意外事件或環境中的事故：親人死亡、父母分離、親人的疾病或殘障等。  

4. 學校因素：升學主義、智育導向教學、管教不當、教育環境不適當等。  

5. 社會文化因素：次文化、電視、電影、廣告、新聞媒體的不良報導或示範，



習困難或其他能力低弱者等。 抑或不當娛樂場所的影響等。  
 

生理因素 

1.遺傳：研究中發現有些精神疾病與遺傳有較大關聯。  

2.生化因子：生化學的研究發現：  

 (1)躁鬱症與納電解質有關聯。  

 (2)情感性精神疾病與中樞神經系統及腦下垂體、荷爾蒙的變化有關。  

 (3)中樞神經系統的神經介質傳導功能失調、變異，可能導玫情緒／行為的障礙。  

家庭因素 
低社經地位、破碎家庭、單親、管教態度不一致、嚴苛、放縱、家庭暴力、虐待兒童…等，

均較易導致兒童的情緒與行為問題。 

學校因素 

1.學生學業成績低落、低成就。  

2.低的 IQ，無法跟上學習進度。  

3.升學主義，過度強調智育導向。忽略其他方面的教育價值  

4.教師的管教態度不當。  

5.同儕不良行為的相互影響。 

社會文化因素 

1.文化價值與標準的衝突。  

2.大眾傳播媒體的不良影響。  

3.幫派、次文化、社區同儕團體的影響。  

4.社會階級、種族歧視或衝突的因素。  

5.倫理觀或道德意識的淡薄。 

其他原因 不明原因 

 

參、特徵與分類 

*補充：依據特殊教育法（教育部，民 86）所列情緒障礙類型，以下就本年度優先鑑定之類別，參考 DSM－Ⅳ

（APA，1994）說明其特性如下： 

1.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 

  ADHD 者通常具有注意力不能集中、過動、及衝動三種症狀；依該三種症狀出現之有無與多寡

情況，ADHD 者可分為注意力不良型、過動－衝動型、或複合型。 

2. 焦慮性疾患 

環境衝突 個人困擾 

1. 侵略－干擾：對環境中之人或物採取攻擊或干擾的

行為。 

- 行為：凌虐、欺負、打架、尖叫、哭鬧、敵對、

反抗或污辱師長等。 

- 亦常犯罪或其他不良的適應事情。 

- 出現率：男多於女。 

2. 過動 

-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注意力缺陷、衝動、

不當的過度活動。 

- 出現率：1-5%。 

3. 社會不良適應 

- 指觸犯法律、違背學校規定的行為，卻符合其所

屬次級團體之行事規範。 

- 行為：破壞、偷竊、鬥毆、逃學、性濫交、吸毒

等涉及幫派的行為。 

- 出現率：男生為女生的五、六倍。 

1. 焦慮－自卑： 

- 行為：在教室不願說話、對生活表現悲觀、消極、

面對作業表現緊張、缺乏自信、容易預期危險失敗、

容易感受身體的不舒適、思想混亂、逃避害怕的情

境等。 

- 出現率：2-4%。 

2. 社會能力不足 

- 行為：不得人緣、不受歡迎，不易與同其同儕建立

或維持友誼，減少了從互動關係中學習的機會。 

- 無互動型：很少參與遊戲及其他同儕間的互動，拒

絕參加正式的教育活動，不常與人溝通，極度害羞

及情緒不穩等。 

- 被拒絕型：雖主動與人交往，但由於方式不當，以

致於其互動方式被其他而同排斥或忽視，不願與之

交往。 



焦慮性疾患有多種類型，以下為其中常見者： 

(1)特定對象恐懼症：害怕特定對象或情境，例如：某些動物、高處、暗處、打雷和閃電、飛行、打

針及血等。 

(2)社交恐懼症：害怕參與社交活動或與陌生人相處；拒絕從事日常活動（例如：交作業、上學），或

特別害怕自己會丟臉而不敢表現。 

(3)分離焦慮：當父母、主要依附對象或親人離開時，就會顯得焦慮不安無法放鬆下來。 

(4)廣泛性焦慮：不論在什麼情境中，都無法控制地焦慮。 

(5)強迫症：強迫思想及行為。 

3. 情感性疾患 

情感性疾患者以情感障礙為主，可能併有其他之思想、行為及生理之症狀；病程有週期性之發作。 

(1)低落性情感疾患。 

(2)重鬱症。 

(3)雙極性疾患：躁症或混合發作。 

4. 精神性疾患 

  精神性疾患者常出現不適當的情緒表現、講話怪異及行為怪異、幻覺或妄想，和同儕比較起來

顯得很不尋常。 

肆、輔導原則與方法 

輔導原則 輔導方法 

1. 瞭解狀況、力求獲得學生的合作與信任。 

2. 就事論事以分析問題的成因。 

3. 選擇適切的輔導原則。 

4. 劉易學生的日常生活，隨時與家長保持

聯絡。 

5. 持之以恆，充分運用各種資源。 

1. 瞭解與接納： 

- 瞭解：探討問題的現象，甚至了解學生的態度、情緒、觀念等。 

- 接納：對學生的接納，不是對行為的認同。 

2. 澄清觀念： 

- 價值澄清法：澄清式的問答→價值觀作業→角色扮演（空椅

法）。 

3. 善用增強：外在增強→社會性增強→內在增強。 

*補充：行為介入方案 

˙內涵主要有四項：1.情緒或問題行為描述；2.過去的介入情形描述；3.行為介入評估與 4.行為介入效果追蹤。 

 

介入目標 策略 執行方式 負責人 執行結果 1 

      

本方案所需行政支援服務  

行為維持或類化的計畫  
1 方案評鑑時填寫，參考代碼：A 已執行（敘明結果）,  B 執行中（敘明結果）,  C 未執行（敘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