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4 年度「校園正向管教-個案輔導」範例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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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範例架構 

一、名稱：烏雲的背後，是曙光 

二、目標 

 （一）透過正向管教的方式，輔導已中輟兩年的學生找回生命的價值。 

 （二）培養學生以正面的能量，勇敢的去面對自己所遭遇的困境。 

 （三）提供機會，鼓勵學生參與有意義的活動，培養復原力。 

 （四）透過技藝教育課程，從學習中找尋人生的目標，也找回失落的自信心。 

 （五）引導家庭能夠提供愛、包容與支持，家人的愛是最好的助力。 

三、對象 

（一）姓名：小風（化名） 

（二）性別：男 

（三）年級：國中一年級 

（四）案主家系圖： 

               

 

 

 

 

 （五）案主家系圖說明：案主父母離異，與母親及哥哥同住。 

四、問題類型： 

     案主小風（化名）父母離異，與母親及哥哥住在外婆家，母親的工作

不穩定，生活勉強過得去，兄長不忍母親工作辛苦，半工半讀補貼家庭開

銷。小風從小六升國中的暑假期間，開始沈迷於網路世界，沈迷到足不出

房門的程度，甚至三餐都沒吃也無所謂，必須案母把飯送到房間才會用

餐，與家人之間漸漸失去互動，沈浸在自己的網路遊戲的世界裡。 

     小風開學後即沒來上學，因而造成中輟。對於前來家訪的校長、主任、

輔導老師的關心問候總是不回答，依然自顧自的打著線上遊戲。一次遇然

的磨擦，案主與案兄打架，案兄遭抓傷流血，之後案主的脾氣明顯變得暴

躁易怒，對於家人要求案主到校上課，採取激烈抗爭的態度，不惜以暴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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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向。一天夜晚，因案母制止其上網，遂以鋁棒毆打案母成傷，家人報警，

警消以救護車將案主綑綁在擔架上，強制就醫，醫生診斷後安排案主強制

住院三個月治療。 

五、情境說明 

     第一次看見案主是在他家的房間裡，房間在頂樓，陰暗沒有窗戶。案

主明顯比一般同年齡學生高壯，但精神萎靡，對於我們的問候沒有反應，

輔導老師逗他，只露出一絲微笑，隨即繼續玩起線上遊戲。於是一行人到

一樓的客廳討論案主的情況與改善方式。後來幾次的家訪，均是如此。 

某次與校長一同前去家訪，小風將自己反鎖在房裡，過了許久才開

門，稍微看了一下校長的長相後，又玩起線上遊戲，對於校長的鼓勵，偶

爾點點頭。失去了同齡孩子應有的天真及活力，卻多了一份頹癈的神情。 

案母到學校救助，表示已經身心俱疲，又要忙工作，又要管教孩子，

不知將來的路要怎麼走下去，想辭了工作好好照顧小風，讓他可以穩定的

來上學，說到傷心處案母潸然淚下。輔委會安排心理師與案母晤談，案母

採其建議辭去工作，專心照顧案主。 

六、採行策略 

（一）啟動認輔制度：安排認輔教師，建立良好關係，並深入了解學生狀況。 

（二）找尋改變的契機：思考及尋找個案到校上學並接受晤談及相關處遇的所

有可能。 

（三）引發個案改變現狀的內在動機：善用焦點治療，接納當事人的觀點，並

將其觀點視為輔導的珍貴資源，幫助當事人接受事實並有意願改變現

狀，創造他們所想要的改變。 

 （四）應用正向管教法：運用正向心理學，在生活中實現個人的長處，並對於

其優秀的表現，立刻給予獎勵。 

（五）創造個案價值：透過參與學生志工，給予合適的表現機會創造個案的價

值，強化自我認同，提升到校意願。 

（六）善用團體諮商：運用團體動力，協助其自我情緒的管理，並提升與他人

互動技巧。 

（七）提供正向楷模：藉由優秀的正向楷模，給予學習的典範。 



（八）尋求社會資源協助：透過家庭教育中心、家扶中心協助改善親子關係， 

   運用醫療資源鑑定，改善個案身心狀態。 

（九）參與公益活動：提供機會鼓勵有意義的參與，鼓勵參加公益活動，學習

為弱勢團體付出心力。 

（十）實施生涯輔導：利用技藝教育課程，並在晤談中協助案主了解自我興趣，

認識未來職業世界。 

七、進行流程 (含步驟、流程及所需時間，可表列) 

（一）啟動認輔制度： 

透過個案家長，了解小風所喜愛的老師類型，並徵求老師的意願和

評估其能力，使其成為認輔教師，透過與家長及個案晤談，深入了解學

生的狀況，並評估處遇方式。 

（二）找尋改變的契機： 

案母得知小風想要更新電腦設備以加快電腦遊戲進行之速度，遂與

案母討論後，決定以到學校上課為條件，如達到標準，再逐步購買。為

達到想更新電腦設備之想望，小風如期到校，並先在輔委會與輔導老師

晤談及協助工作，待心理準備好，適應後入原班上課。 

（三）引發個案改變現狀的內在動機： 

個案在學校與網路世界脫離了，使用的時間減少了，引導案主覺察

自己是為了逃避上學而沈迷於網路中。漸漸地體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

什麼，逐漸的回到了現實的世界，並思考生命的本質及自我的價值。 

（四）應用正向管教法： 

運用正向心理學，看到小風的重承諾的精神、工作的認真態度、資

訊能力優秀等優點並給予肯定，並給予實質獎勵（喝飲料、小禮物、文

具用品）。案主慢慢覺得，其實到學校沒有想像中難受。 

（五）創造個案價值： 

輔導老師透過晤談，得知案主較擅長電腦打字及文書處理，安排案

主當輔委會學生志工（如附件一），給予充份的工作量及表現機會，肯

定案主能力及認真積極的態度，提升其自我效能，使之有動力每天準時

到校。 



（六）善用團體諮商： 

安排小風參加輔委會小團體(如附件二)，在團體中表現優異，也結

識了新朋友，並會期待下一次小團體的到來。 

（七）提供正向楷模： 

在偶然的機會下，另一位輔導老師認識一位曾經重度網路成癮的朋

友，並邀請他來與小風分享，談當初的心路歷程，及如何放棄網路世界，

追求現實的成功人生。此舉讓小風徹底的回到了現實的世界，並著手規

劃未來要走的路，並表示要回歸原班教室上課。 

因為中輟了近兩年，課業也跟著落後了，但小風還是努力的想跟上

進度，並為自己設下了人生的目標。遂另外安排高中的志工學生週六及

課餘時間指導小風課業，期間課業進步許多。 

（八）尋求社會資源協助： 

轉介家庭教育中心、家扶中心，其安排社工（志工）協助，利用白

天或假日訪視案母，並協助案母改善親子關係。 

（九）參與公益活動： 

安排小風擔任園遊會的愛心義賣志工，及身障機構的參訪、服務，

透過有意義的活動，珍惜當下所有，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及創造未來無

限的可能。 

（十）實施生涯輔導： 

安排小風參加技藝教育課程(如附件三)，在課程中案主認真的學習

及肯定自己的能力，並找到了未來想當電腦工程師的志向並引導其時時

刻刻都要自我要求，堅持下去，才會成功。有了目標，未來的路就不遠

了。 

  實施原則，大致如下表 

 

 

 

 

 



 

 

 

 

 

 

 

 

 

 

 

 

 

八、所需資源 (含人力設備與教材) 

（一）學校校長、教職員工，給予案主的支持、關心與協助。 

（二）專業心理師諮商及費用 

（三）改變生命的重要他人。 

（四）專聘團體諮商之心理師、輔導老師開設相關之課程及經費、場地。 

（五）心理諮詢資源(家庭教育中心、家扶中心、社會局社工、學校輔導教師)。 

（六）鄰近技職教育課程之合作學校 

 （七）義賣場地及參訪機構的支持 

九、效益評估 

在校長、教職員工的協助、相關老師及輔導老師的努力之下，小風的

價值觀轉為正向積極的態度，並放眼未來的人生。一年來，小風都是持之

以恆的按時到校上課，沒有再中輟，也常常會到輔委會幫忙，並努力的準

備課業，這樣的轉變，在他當小老師準備上課用具、協助老師工作事項時，

那種認真的表情，那就是努力付出、發揮自己的價值就看得到，而這樣的

成長，將協助他能夠更堅強地面對人生的未知與挑戰。 

 



貳、延伸學習（如學習單、配套措施等）。 

一、網路成癮診斷準則(柯志鴻醫師)： 

      在以下九項中符合六項因素即符合網路成癮症狀： 

（一）整天想著網路上的活動 

（二）多次無法控制上網的衝動 

（三）耐受性：需要更長的上網時間才能滿足 

（四）戒斷症狀：產生焦慮、生氣等情緒，並需接觸網路才能解除 

（五）使用網路的時間超過自己原先的期待 

（六）持續的想要將網路活動停止或減少，或有多次失敗的經驗 

（七）耗費大量的時間在網路的活動上或離開網路上 

（八）竭盡所能來獲得上網的機會 

（九）即使知道網路已對自己造成生理或心理的問題，仍持續上網 

 二、國立臺灣大學心理學系陳淑惠教授－臨床心理學研究室編製量表 

   需下載同意書（如附件四），獲同意後，得無償使用。 

 三、網路成癮的構成及認識，請參考下圖： 

 

 

 

 

 

 

 

 

 

 

 

 

 

 



參、回饋與建議（對採行正向管教措施後的學生/家長回饋或建議）。 

一、小風回饋（經過整理後，以條列式敘述） 

Ｑ１：你參加技職教育課程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呢？ 

Ａ１：我覺得技藝課程很實用，很好玩，成品做出後，很有成就感。也讓我 

   知道目標與現實是有一段差距的，比較有貼進現實的感覺，也能及早 

   接觸未來的工作環境，是個不錯的課程，我覺得參加這個很有意義。 

 

Ｑ２：快接近會考了，最近有沒有在忙什麼呢？ 

Ａ２：在忙著準備功課，英文及數學落後較多，準備起來較吃力。還好你們 

   有幫我安排高中的學長姐來幫我複習及教導，我因不好意思再去問老 

   師，可以就問年紀相近的學長姐。 

 

Ｑ３：最近還有在玩遊戲嗎？ 

Ａ３：很少在玩了，因為國三的功課較多，沒時間玩。也沒有時間想其他事 

   情，只有把心力專注在課業上，希望考試可以考好。 

 

Ｑ４：最近跟家人相處得如何呢？ 

Ａ４：很好啊！我最近不用媽媽接送上下學了，我都自己來。我也有去找爸 

   爸，跟哥哥也都相處得不錯，他是我的偶像。 

 

Ｑ５：未來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Ａ５：我想讀資訊相關科系，將來想當電腦工程師，但是可能會好久才能達  

   成，我有看到報紙上很缺水電工，我想先學水電專長，考取水電技術 

   師的專業證照，這樣子有很多專長，出社會後才不會失業。 

 

 二、小風的母親回饋（以口述的方式表達） 

     感謝學校老師的用心，讓小風變了個人，變得較懂事，也比較會想，

會負責任，他現在變成一個很貼心的孩子，我現在也已有穩定的工作了，

謝謝你們。 



肆、心路手札（可提供採行正向管教後之心得，如能附上照片或相關資料者更

佳）。 

    小風今年已畢業了，對於他的改變，相信是有目共睹的，校內師長也都

給予高度的肯定，雖然不捨，但還是需讓他努力去追求未來的璀燦人生，小

風目前已考取心目中理想的學校，並朝自己的目標勇往直前。 

化名小風，希冀小風能像風一樣，自己吹散陰霾、趕走烏雲，迎向希望

的陽光。 

以下是他在校的生活花絮。 

（一）小風在校長、導師及輔導老師的鼓勵    

下，參加了「超越達人基金會」的網  

路心得投稿，獲得該基金會肯定，並 

寄送精美小禮物「超越達人」書籍，   

校長與之合照肯定他的努力。 

 

（二）畢業典禮當天，小風依依不捨 

地到輔導室來與老師們道別。     

並帶著師長們滿滿的祝福，迎  

向未來嶄新的旅程。 

 

 

伍、參考資料。 

一、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http://www.heart.net.tw/） 

二、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http://iad.heart.net.tw/） 

三、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http://www.ticrf.org.tw/） 

四、網路諮商、網路成癮與網路心理健康。 (台北市：學富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五、網路成癮-評估及治療指引手冊(心理出版社) 

六、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http://www.heart.net.tw/） 

 



附件一 

大灣高中輔委會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小天使徵選報名表 

一、 報名資格：凡具有服務熱忱之中一、中二、中四、中五同學，皆可報名參

加。 

二、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3年 9月 2 日〈星期三〉止 

三、工作項目：協助各項輔導工作之資料整理。 
個 

人 

資 

料 

班 

級 
 

學 

號 
 

座

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是否曾擔任學校其他單位義工 否□ 是□ 曾經於    學年度＿＿學期擔任＿＿義工 

◎曾擔任輔委會小天使 

□否 

□是 

專長  ◎曾擔任班級幹部 

※                幹部 

報名 

動機 

  （請以 30 字左右簡短說明） 
同學 

自評 

1.1.1.1. □□□□我我我我總是能準時到校總是能準時到校總是能準時到校總是能準時到校    

2.2.2.2. □□□□我我我我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    

3.3.3.3. □□□□我我我我總是能認真確總是能認真確總是能認真確總是能認真確實實實實完成各項交辦的完成各項交辦的完成各項交辦的完成各項交辦的公公公公務務務務((((如掃地工作如掃地工作如掃地工作如掃地工作、、、、抬送抬送抬送抬送    

        營養午餐營養午餐營養午餐營養午餐))))    

4.4.4.4.    □□□□我我我我做事做事做事做事態度一向謙虛有禮態度一向謙虛有禮態度一向謙虛有禮態度一向謙虛有禮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1.1.1.1. □□□□該生該生該生該生總是能準時到校總是能準時到校總是能準時到校總是能準時到校    

2.2.2.2. □□□□該生該生該生該生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總是能完成各項作業    

3.3.3.3. □□□□該生該生該生該生總是能認真確總是能認真確總是能認真確總是能認真確實實實實完成各項交辦的完成各項交辦的完成各項交辦的完成各項交辦的公公公公務務務務((((如掃地工作如掃地工作如掃地工作如掃地工作、、、、抬抬抬抬    

        送營養午餐送營養午餐送營養午餐送營養午餐))))    

4.4.4.4. □□□□該生該生該生該生做事態度一向謙虛有禮做事態度一向謙虛有禮做事態度一向謙虛有禮做事態度一向謙虛有禮    

                                                                                            請導師簽名請導師簽名請導師簽名請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 

意見 

組 

長 
 

主 

任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人際關係成長團體計劃書 

一一一一、、、、    團體名稱：人際關係成長團體。 

二二二二、、、、    團體目標： 

1.學習有效的人際溝方式與技巧。 

2.學習解決人際困擾或衝突的方法。 

3.改善與增進自己的人際關係。 

三三三三、、、、    團體性質：成長團體。 

四四四四、、、、    領導者：吳淑萍老師吳淑萍老師吳淑萍老師吳淑萍老師((((永康榮民醫院臨床心理師永康榮民醫院臨床心理師永康榮民醫院臨床心理師永康榮民醫院臨床心理師)))) 

五五五五、、、、    時間：每星期五每星期五每星期五每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131313::::10~1510~1510~1510~15::::00000000，詳細日期如下 

10/17 10/24 10/31 11/7 11/21 11/28 12/19 12/26 

六六六六、、、、    地點：大灣高中團輔室。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大灣高中 103 學年度辦理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學生選讀國三技藝職群 意願申請表 

 
※本學年辦理群類別，共計七類(合計約錄取 140 位同學)如下說明： 

(A)電機與電子電機與電子電機與電子電機與電子職群課程：職群概論、室內配線、工業配線、工

業電子、    視聽電子 

(B)動力機械動力機械動力機械動力機械職群課程：職群概論、機汽車基本認識、汽車修護、

引擎基礎實習 

(C)商業與管理商業與管理商業與管理商業與管理職群課程：職群概論、文書處理、銷售實務、產

品推廣、簡易記帳((((有意願有意願有意願有意願技優甄審技優甄審技優甄審技優甄審台南高商相關科系者必選台南高商相關科系者必選台南高商相關科系者必選台南高商相關科系者必選)))) 

(D)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職群課程：職群概論、基礎描繪、色彩學、設計基礎(電

腦繪圖、設計) 

(E)食品食品食品食品職群課程：職群概論、烘培食品(麵包、蛋糕)  

(F)餐旅餐旅餐旅餐旅職群課程：職群概論、餐飲、中餐 

(G)美容美髮美容美髮美容美髮美容美髮職群課程：職群概論、美容、美髮、家政 

 

☆本申請表僅調查同學個人意願，是否錄取仍需待學校薦輔會審查通過決定(以

低收入戶家庭且經遴選規則排序為前 140名同學優先錄取)。 

※有意參加之同學填妥申請表後，將本表於 4444 月月月月 1111333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放學放學放學放學前前前前由輔導股輔導股輔導股輔導股

長長長長將全班申請表收齊後交至第四棟輔委會，逾期視同棄權。 

※待學校薦輔會審查通過後，再請同學填具家長同意書、學生行為規範切結書。 

※因名額僅 140名，各班發給 10張申請表，不足部份麻煩請自行影印。 

 

 

------------請沿線撕下後 交回至第四棟輔委會 資料組沈老師------------- 



 

※職群志願請填代碼 

班
級 

二年＿＿
班 

座
號  姓名  導師

簽名  

職
群
順
位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第四志
願 

第五志願 

職群 職群 職群 職群 職群 

 

 

 

技藝教育學程錄取家長通知書技藝教育學程錄取家長通知書技藝教育學程錄取家長通知書技藝教育學程錄取家長通知書 暨 學生行為規範約定學生行為規範約定學生行為規範約定學生行為規範約定  
親愛的家長您好： 

恭喜貴子弟獲「本校技藝學程薦送輔導委員會」推薦參加 104學年度國三之

技藝教育課程，請您詳閱以下事項，閱畢後於下方簽名處簽名，感謝您!! 

一一一一、、、、課程方面課程方面課程方面課程方面：：：：    

（一）技藝教育學程主要目的在於「職業試探」，讓同學實際去做自己有興趣的

職業類科，真正動手去做後，才知道適不適合自己、職業工作內容跟自己的期望

是否相同。 

（二）採抽離式辦理，唯唯唯唯部分課程安排部分課程安排部分課程安排部分課程安排仍仍仍仍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科課程的學科課程的學科課程的學科課程的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三）辦理方式是利用每週四下午 3節課至合作高職上課，其餘課程仍在原班上

課。 

二二二二、、、、升學進路方面升學進路方面升學進路方面升學進路方面：：：：比其他同學多出 2個升學管道，分別如下    

 (一)【技藝優良學生技藝優良學生技藝優良學生技藝優良學生】每年約於五月份辦理，參加資格為『技藝競賽獲獎學生』

或在『技藝課程上課成績優良』，詳細辦法以每年之簡章為主。 

 (二)【實用技實用技實用技實用技能能能能學程學程學程學程】為獨立之升學管道，每年約於五月底辦理，參加資格為

『有參加技藝課程之學生』，以輔導就業為目的，並取得專業證照以利就業需求。 

三三三三、、、、行為規範方面行為規範方面行為規範方面行為規範方面：：：：    

    同學在校外之行為比照在學校內之校規辦理同學在校外之行為比照在學校內之校規辦理同學在校外之行為比照在學校內之校規辦理同學在校外之行為比照在學校內之校規辦理，較常見之違規事項如下： 

 (一)違反手機使用規定：如攜帶手機只能做緊急聯絡用途，在技藝課程上課全



程時段(包含坐車期間及在他校上下課期間)皆不能開機使用，違規同學比照在校

內上課之校規辦理(記警告一次)。 

 (二)替同學購買食物回校：因回校後只剩不到一小時即放學，以往有同學幫同

學買外食回校，因上課吃東西而影響第 8 節課程之進行，亦因放學後食物殘留於

教室而孳生蟑螂及老鼠而影響同學健康。違規同學比照在校內上課之校規辦理

(記警告一次)。 

 (三)未佩戴(或遺失)學生識別證：主要讓他校任課教師能認識同學，並因在其

他學校上課，本校學生身份為訪客，應佩戴識別證，以利他校人員管制，保障師

生安全。請同學全程佩戴學生識別證，違規者或遺失補發者將予以勞動服務。 

 (四)如參加期間行為不檢、屢勸不聽或在校被記過處份者，將請同學回歸原班

上課，空餘之缺額由候補之同學遞補。 

           大灣高中輔委會資料組敬啟   電話 06-2714223 分機 17 

 -----------修習 103 學年度技藝課程家長同意書回條(請沿線撕下) ------------  
班級：二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導師簽章：                       家長簽章：                              
                     請於 4/13 之前由貴子弟交給學校輔委會沈志銘老師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網路成癮量表網路成癮量表網路成癮量表網路成癮量表(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 

量表使用同意書量表使用同意書量表使用同意書量表使用同意書 填寫說明填寫說明填寫說明填寫說明 

1. 請自行填寫下一頁中藍色部分。 

2. 填完後，請於「申請人」的欄位簽上您的大名，並註明日期。 

3. 同意書請填一式兩份，兩份皆須簽名。 

4. 請將兩份同意書連同研究摘要，寄到以下地址，我們收到後會簽

名表示同意，並寄回一份給您備存。 

 

 

或者您可以透過傳真或電子郵件遞交相關文件：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所 

陳淑惠 教授 

傳真號碼：+886 –(0) 2– 3366 3958 

電子郵件：psy.smiling@gmail.com 

To:  陳淑惠老師 收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所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網路成癮量表網路成癮量表網路成癮量表網路成癮量表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 

 

使用同意書使用同意書使用同意書使用同意書 

本人  
(單位名稱，如**大學**系) 

  
(姓名***)， 

基於（請勾選所有適用欄位）
 

□研究（請概略註明研究題目：
 ） 

□教學（請概略註明課程名稱：
 ） 

□個案衡鑑 

□校園篩選 

□其他（請概略註明：
 ） 

之需要，擬使用台灣大學心理學系陳淑惠老師所研發之「網路成癮量

表」，特此附上此研究計畫或方案之摘要，並徵求授權同意。 

本人瞭解本同意書僅限於同意該量表做為上述臨床或輔導之

用，將來若有發表，將在適當處註明研究工具與參考文獻之出處，以

符合學術論著之規定。 

    

申請人 

(此處請簽上您的大名) 

     

同意人 

 

     

日期：西元 20   年     月    日 日期：西元 20   年     月    日 



研究計畫摘要研究計畫摘要研究計畫摘要研究計畫摘要 

*您可以使用自己的計劃書，請涵蓋以下資訊。 □創傷後心理症狀指標量表(PTSRI) □創傷後心理症狀指標量表－短版(PTSRI-SF)  □網路成癮量表(CIAS)  □復原力量表中文版(Resilience Scale)  □青少年版社會問題解決量表中文版(SPSI-A) □UCLA 創傷後壓力反應症狀量表—青少年版(UCLA PTSD RI) □臺灣版非語言情緒辨識測驗(DANVA-2-TW) □急性壓力症狀量表 □精神疾病污名感受量表(PPSS) 
日期 20  年    月 

 

1. 申請人資料 

姓  名 小姐／先生 所屬單位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2. 研究／方案主題 

目  的 □研究 □教學 □個案衡鑑 □校園篩選 □其他 

主題名稱  

3. 施測對象 

受試者條件

（請條列） 

1. 

2. 

3. 

4. 

5. 

6. 

受試者年齡  施測人數  

施 測 地 點 □同申請人所屬單位 □其他
（請說明）

： 

4. 研究計畫摘要 

（請描述研究問題、研究假設、預期結果等概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