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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盲童變鐵人 台師大紀錄幸福校園計畫
(106/3/21 聯合報 林良齊報導)           

    就誰說盲人不能玩三鐵！今年 8 歲的瑜涵因早產導
致雙眼全盲，4 年前她的哥哥投入小鐵人後，僅能在一旁
加油，但不服輸的她不因眼疾氣餒，準備超過一年的她
雖然雙眼看不見，「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但憑著驚人
的毅力，她完成了小鐵人挑戰，希望更多盲童能夠走出
戶外……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9/2355285?from=udn-ch1_breaknews-1-99-news 

台灣師範大學師生、串連 13 所大學與
13 所國小合作「幸福校園計畫」，拍
攝 8部科普短片。圖／台師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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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法實施 30 年 身障者外出仍處處難 
(106/4/5 聯合報 謝恩得報導) 

    「很想走出去，但常常走不到，到了又進不去」，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實施 30 多年，許多以電動車代步
的身障朋友外出處處受限，不只無障礙通道被汽機車
擋住，有些店家甚至暗示不歡迎他們，且多數地方沒
有無障礙廁所或設施不足，身障朋友外出都得強忍口
渴不喝水，以減少上廁所不便。  

    身障的淑麗感嘆，騎電動車到銀行，發現無障礙
斜坡道常被汽車機車亂停擋住，「到銀行門口了卻進
不去。」…… 

閱讀全文請連結：https://udn.com/news/story/7326/2383431
嘉義市政府大門很重，身障人士很難推
進門。 記者謝恩得／攝影 

(106/4/14 中國時報 倪浩倫報導) 長庚電子眼 全盲重見光明
    41 歲任職於建築工地主任的高先生，5 年前視力開始退化，連在
大白天巡工地時，都會因看不清楚而遭地上雜物絆倒受傷，近 2 年更
惡化到只剩光反應、雙眼幾乎全盲，確診為俗稱「夜盲症」的視網膜
失養症。長庚醫院眼科團隊上月替他右眼裝設人工電子眼，未來透過
復健可恢復部分視力，該手術也是亞洲首例！ 

    手術團隊成員之一的林口長庚視網膜科主任黃奕修解釋，視網膜失
養症為一種基因突變疾病，視網膜的的感光細胞因不明原因而逐漸凋
零、死亡，最初會出現夜盲症，最終會惡化到全天的視力和視野均喪
失。……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14000499-260114 人工電子眼示意圖

 憂鬱症患者易感同身受 醫師：要預防渲染效應
 (106/4/29 自由時報 蔡淑媛、吳亮儀報導) 

    作家Ａ女生前已是名人，她的尋短可能引發一種「仿同性自殺」潮，精神科醫師提醒病
情不穩定的憂鬱症患者或是正值鬱期的躁鬱症患者，可能感同身受，提醒家長或親友應避免
患者接觸或觀看報導，一旦得知有悲觀想法時，更要趕快就醫。美麗境界關懷之友協會理事
長、精神科醫師林本堂指出，憂鬱症易有悲觀、輕生的念頭，感覺到強烈的無助感……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98174 閱讀全文請連結：

(106/5/7 中國時報 魏怡嘉報導)                   百萬元人工電子耳 6 月 1 納健保

    過去雙耳嚴重聽損的孩子要植入人工電子耳，父母一聽
到要花 100 萬，往往不知如何是好，有些經由社福補助，但
自己仍要自費數十萬元，負擔不輕。健保署決定，最快自 6
月 1 日起，將 18 歲以下兒童人工電子耳納入健保給付，第 1
年增加健保近億財務支出，有 150 多位兒童受惠。  

    健保署醫審及藥材組組長施如亮表示，相關研究均支
持，人工電子耳可有效改善聽損兒童的聽覺表現、語言能
力、溝通技巧，進而提升學習能力及人際關係等生活品質，
考量健保財務衝擊及對重度聽損兒的臨床效益…… 

閱讀全文請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07000983-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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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疾患—憂鬱症、躁鬱症 
面對憂鬱學生，師長該留意什麼？ 
該不該告訴全班，他得了憂鬱症，要同學多照顧他？ 

當他休學後返校，遭遇人際上的適應障礙，該如何處理？…… 
面對多愁善感的憂鬱少年，這些問題是否也困擾著你？ 

 
    「憂鬱症」已晉升為二十一世紀三大疾病之一，但有些人對它的認識仍停留
在「心病無藥可醫」的陌生狀態，甚至心生畏懼。曾幾何時，一般人眼中無憂無慮
的青少年也捲入這場風暴，生活因而變了調，而蒙上陰影。正視憂鬱症的威脅，是
每個人都要關心的課題，然而，當學生得了憂鬱症，在校園中扮演第一線處理的師
長，該如何陪伴，引領孩子揮別憂鬱症風暴，在陪伴的過程中又要注意什麼？ 
 
Q1：學生得了憂鬱症，該不該告訴全班同學，可以怎麼幫他？ 
    台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兒童心智科主任陳質采認為，青少年憂鬱症個案表現
的症狀不全然一樣，再加上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對問題的開放程度不同，再者，
班上的氛圍也不同，理應個別考量。告知的重點在提供憂鬱症的資訊與促進班內的
溝通與瞭解。 
    達人女中輔導室老師張淑瑩表示，當憂鬱症的個案在認知上還不是很穩定的
時候，他們會經由個案的好朋友或老師注意其安全，並瞭解其服藥狀況。待個案病
情趨緩後，師長才進一步向個案分析可能面臨的情況，且徵詢個案是否要告訴同學。
她提醒，即使是生病，還是得協助個案學習面對問題，個案可自己跟朋友說明病情，
也可主動尋求老師協助說明。 
    天母國中輔導室主任楊明惠則指出，他們會先與家長溝通，讓家長瞭解個案
需要同儕的力量來支持與幫助，以度過困境。當家長同意後，他們會透過輔導老師
跟班上的同學說明個案的狀況，特別是憂鬱症的症狀，讓學生瞭解個案是需要關心
的，並告知同學可以如何幫助他，與他相處。同時班上會成立危機小組，以免個案
出現想不開的行為時，能立即因應。這樣，同儕也才能發展出即時察覺問題的敏感
度。 
 
Q2：憂鬱症學生容易想不開，是否該限制他參與活動？ 
    憂鬱症孩子最糟的狀況通常是在醫院或家裡度過，也就是說，當個案回到學
校時，通常情緒已較穩定。張淑瑩認為，這類型的孩子要讓他們多動，除非有安全
上的考量，不宜限制他們參與課外活動。為了安全起見，建議輔導老師特別交代個
案的好朋友，注意其行為，一旦發現異狀，立刻到輔導室求助。 
    老師也應告知孩子，她會安排其他好朋友注意他的安全，當情緒沮喪、不穩
定時，最好與好朋友一起到輔導室尋求協助。教導孩子情緒管理及尋求資源是非常
重要的。 
    假如憂鬱症青少年出現拒學的行為，楊明惠的處理方式是，動員輔導室，召
開個案研討會，告知老師如何處理孩子的課業問題；若處理後，學生仍沒有明顯改
善，會考慮調整課程，以減緩個案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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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質采則提醒，若個案曾出現自殺行為或發出自殺警訊，在往後的三個月應
多注意其安全，避免個案獨處。 
 
Q3：憂鬱症學生課業跟不上，怎麼辦？ 
    楊明惠指出，該校單純憂鬱症的個案很少，多是因出現拒學現象，而被發現
有憂鬱症傾向。拒學的孩子，常自我要求高，無法忍受學習的壓力，而排斥上學。
通常遇到此ㄧ情況，學校會召開個案研討會，幫助家長了解現階段應以個案的健康
為重，依狀況調整課程，引發孩子回學校的動力。 
    倘若孩子的功課一直沒起色，家長或孩子非常焦慮時，校方會支持及提醒家
長接受孩子「生病」的事實。不過，張淑瑩發現，雖然當健康跟成績放在天平的兩
端，家長會稍稍放棄對成績的要求，但當孩子的病情稍有起色時，父母常會跳回舊
有的思考模式，對孩子的功課燃起期待，希望孩子的課業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
到原本的水準，這是需要教育與時常提醒的。 
    專家們也建議，即使孩子的成績不好，最好還是讓他規律上學，以免在家胡
思亂想。 
    陳質采則補充說，如果孩子功課從小到大，一路走來都不好，或者突然變差，
宜進一步評估是否還受其他原因影響，這樣才能依個案的能力與狀況給予合理的期
待。 
 
Q4：憂鬱症學生看過醫生後，「很快」就會好？  
     陳質采表示，憂鬱症是一種慢性病，會因為復發而時好時壞，通常服藥治療
後，2~3 週病情會漸漸改善，不過，要完全痊癒，則需要 3 個多月至半年的時間。 
    張淑瑩在陪伴的過程中發現，憂鬱症愈早發病，愈難痊癒；也就是說，發病
年紀愈小的孩子，癒後會愈差；愈多次發病，症狀也愈難控制。在處理的過程中，
有些孩子會擔心自己的病情永遠不可能好，而沮喪不已，除了給予支持與鼓勵外，
老師宜了解孩子的狀況，提供衛教及按時服藥的正確觀念。 
    楊明惠回憶所接觸的案例，不論成人或小孩，假如急性發病，立即就醫、定
時服藥，病情通常會改善，只是孩子的成熟度通常比成人弱，較不會排解壓力與處
理情緒，可能會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會面臨情緒低潮的衝擊。因此站在輔導的立場，
當孩子被診斷為憂鬱症，進入醫療階段時，學校宜積極協助，主動安排會議，邀請
主治醫師參加，提供衛教，告知資訊、個案的狀況、必要的策略與因應，讓老師清
楚如何對待孩子，校方才能適切地提供必要的協助。 
 
Q5：如何處理憂鬱症學生拒學或休學後返校的人際適應問題？ 
    楊明惠建議，當孩子生病在家時，老師宜在適當時機，讓同學了解個案的狀
況，發動同儕主動關懷，使孩子在不因中斷上學而與學校生活產生距離。 
    其次，憂鬱症的孩子比較敏感，回到學校後，導師是重要的溝通橋樑與示範
角色，以平常心關心對待，可降低個案的防衛與疑慮。張淑瑩則分析，人際關係是
憂鬱症普遍存在的問題，當孩子擔心時，老師除了跟同學說明，個案依醫師指示在
家調養休息外，同時也要注意到以下環節。 
 (一)先告知個案回學校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預先模擬困難情境，減少不當期待。 
 (二)讓個案了解資源所在，減少單打獨鬥的孤單感。 
 (三)在校規容許的範圍內，依循漸進，以「試讀」的方式彈性處理。 
    憂鬱症是可以治癒的，提供憂鬱症的資訊，給予支持，是身為現在的師長及
學子必備的因應常識，也是觀照憂鬱心靈，陪伴憂鬱少年告別憂鬱，迎向藍天的不
二法門。(文/李碧姿) 
 

http://counseling.just.edu.tw/files/11-1049-425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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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感恩 祝福 
給畢業的學長、學姊們： 
跟你們相處的這兩年，有歡笑、有淚水，是多麼地讓人開心又愉快， 
現在你們即將畢業了，希望你們以後都可以成為自己心目中的那個出色的人， 
恭喜你們畢業啦啦啦！！！！記得回來看我們喔~  by 員外 
 
給學長、學姊們：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你們就要畢業了， 
我們才相處了兩年，而四年的大學生涯真的很短暫，但希望我們的友情是長久的，以後相遇
不會是陌生人， 
祝福你們未來出去職場，或是在人生的下一個階段，都能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願上帝
在你們以後所做的事上，都能保佑你們順利。  by 以理 
 
給學長、學姊們： 
很開心能夠認識你們，雖然相處的時間不多，可是…我真的很喜歡你們。 
未來要更努力。  by 小倩 
 
給學長、學姊們： 
祝福各位學長、學姊們，畢業快樂。  by 糯米糰子 
 
給畢業的學長、學姊們： 
祝學長姐們畢業快樂，希望你們畢業後都可以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祝你們身體健康，開開心心過每一天。  by David 
 
給學長、學姊們： 
學長姐們將要畢業了，祝福你們畢業後一路順風，事事順心，找到一個好出路。  by J 
 
給各位學長姐們： 
祝學長姐順利畢業，心想事成、天天 HAPPY！ 
謝謝學長姐在我碰到問題的時候幫助我、指導我、告訴我該怎麼做。 
才能找出方法並解決問題，所以我很感謝學長姐的幫忙和協助！  by 萊恩 
 
給學長、學姊們： 
時光流逝，四年的歲月就這樣過去了， 
即將踏入社會，成為『社會新鮮人』，在未來的這條路上，一定會遇到許多挫折以及挑戰，但
這不就是人生的課題，每個人都必須學習成長。 
「生活，就是逼你一步步地成長」，別想太多，青春就是要勇於衝刺，青春就是本錢，讓青春
過得精彩，別讓自己後悔。 
最後祝福  
畢業快樂!  by WJH 
 
給畢業學姊、學長： 
畢業後，必須迎接更多的挑戰，未來的路也許不好走，也會有很多阻礙。 
希望你們自我鼓勵： 
「Fly away，不管流下多少眼淚，堅持下去。」  by 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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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各位學長姐們 : 
時間過得很快，又是時候說 bye bye。記得當初我見到學長、學姐才大二大三，轉瞬間你們
就要畢業了。 
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無論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階段都有畢業，但是學長、學姐們的
這些畢業都是人生的過程。如果沒有經歷這些過程，人生就沒有精彩，而學長、學姐的美好
回憶都是從這裡來的。 
畢業後，學長、學姐將要迎接更多的挑戰和進入就業市場面對新的歷練，正所謂『人如果不
接受新的挑戰是不會成長的』，不管學長姐未來的前路有什麼阻礙，希望你們能鼓勵自己努力
衝破困境。 
生命有很多場合，都要痛下決心去選擇離開；離開，不一定是悲傷的，有時候是為了到達另
一個新境界的轉折。 
最後，人生的旅途就是如此，有相聚也會有離散，即使再怎麼不願意還是要說再見。 
See you, hope find good job.  by Fmb 
 
nicki 
感覺大學唸了好久，這中間經歷很多事情，發生許多事，讓我從中獲得不少寶貴的經驗。 
曾經以為，畢業這件事情離我很遙遠，如今再過不久，也即將離開這所學校。  
或許「年紀漸漸大了」，不再有太多傷感情緒，反而更加看開離別之事。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們終將各自分飛，耕耘屬於我們自己的領域，各自發展屬於我們的一
片天地。 
相信緣份帶領我們在下一個轉角遇見，再次談笑大學精彩的生活， 
闊別四年的精彩，我相信我的人生會更豐富。 
 
音師 
曾經，我目送著高唱驪歌的學長姐們離開學校 
現在，輪到我在這高唱驪歌的季節裡與學校道別 
在這所學校裡我曾為了未來而迷惘，曾因不成熟而與人爭執 
回想起這些過往，我的心中就會掀起許多的漣漪 
有的是懊悔，有的是喜悅，但最多是不捨與感謝 
這次的畢業象徵著我將走向人生的下一個篇章， 
前方雖有道路卻仍迷霧籠罩，而現在的我已經不再畏懼了 
在學校的期間我學會了懂得將過去所經歷的一切轉化成我的養分 
讓我學會這些的正是我的老師與朋友還有學弟妹們 
老師引導著我，讓我看見了未來的道路 
朋友陪伴著我，讓我去正視過往的陰影 
學弟妹們也推動著我，讓我成為一位成熟的學姐 
在此，向你們表達我的感謝 
謝謝你們讓我理解自身的不足，謝謝你們讓我得以成長至今 
祝福各位畢業生，能早日實現自己的理想 
也祝福各位老師和學弟學妹們，能乘風破浪不被挫折給打敗 
希望這次的離別能成為下次相聚的契機，各位畢業快樂～ 
 
柏澄 
大學畢業就代表人生又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會更加看見社會的現實，而且要開始更獨立和
自主，想起這些就會對自己即將離開的大學非常捨不得。 
比爾蓋茲說過：「生命不是以學期來劃分的，你不會有暑假，更不會有老闆有興趣幫你表現自
我，你得開始自己找時間做。」 
祝福畢業生在未來的旅程裡一帆風順、順利如意。 
謝謝各位老師的照顧。 
 
秉瑋 
祝福各位學弟妹，我今年暑假要畢業了，開學以後你們要加油。 
有空我會常回來資源教室看看你們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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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物特別報導 

 

燃燒的向日葵 
文 / Irving Stone         譯 / 余光中 

「你是個十分神經質的人，文生，」雷大夫曾經告訴過他，「你對於生命和自然具有高度的

敏感，所以你才能為別人解釋自然。可是如果你不當心的話，這種過度的敏感便會引你走向

毀滅。這種壓力摧殘著每一位藝術家。」 

 

文生梵谷明白，要達到籠罩在他那些作品上的激揚的黃色情調，他必須坐立不安，必須緊張，

必須激動得顫抖，敏感得縱情，神經給剉得毛躁躁的。如果他容許自己陷入那種境界，他就

能重新畫得像以前那麼光彩動人，然而這條路卻引向毀滅。 

 

「藝術家應該是工作的人，」他喃喃自語道，「要我活著而不能隨心所欲地畫下去，多麼愚

蠢啊。」 

 

於是，他去野外徜徉，吸收著太陽的熱力。他飲入了夏空瘋狂的色彩，黃橙橙的火球，綠油

油的田野，和怒放的花朵。他讓北風鞭打他，濃密的夜空窒息他，讓向日葵鞭策他的幻想，

到飛迸的一點。等到他的亢奮上升時，他的胃口便喪失了。他開始僅賴咖啡、苦艾酒和菸草

度日。夜間他失眠了，四郊那濃烈的色彩在他充血的眼前疾馳而過。終於他揹上畫架下鄉去

了。  
 

他的熱力恢復了；他在數小時內便畫成一幅巨畫並使它滿溢著眩目的陽光的才氣，都回來了。

每一天有一幅新作畫成；每一天他熱情的度數上升一級。他一口氣畫了三十七幅油畫。 

 

一天早晨，他醒了過來，感到無精打采。他無法工作，他坐在椅上，他凝望白壁，他幾乎整

天都不曾動彈。怪聲又回到他的耳中，向他訴說荒誕怪異的故事。黑夜降落了，他走進那灰

色的店，揀一張小桌坐下，他點過菜湯，女侍把湯端上。一種聲音在他耳中尖鳴，警告著他。 

 

他把湯盤一掃落地，盤子撞得粉碎。 

 

「你想毒死我！」他叫道，「你在湯裡下了毒！」 

 

他跳起來，把桌子踢翻。幾個顧客奪門逃走，其餘的都張口結舌向他愕視。 

「你們大家都想毒死我！」他吼道，「你們想謀害我！我看見你們在那盤湯裡下了毒！」 

 

兩個警察跑了進來，抬他上山到醫院裡。 

 

過了二十四小時，他才完全安靜下來，和雷大夫討論這事件。每天他只做一點工作，去野外

散步，然後回到醫院裡吃晚飯，睡覺。有時他陷入難以形容的精神痛苦，有時那時間之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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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逃避的環境之網，像在轉瞬間被揭了開來。 

 

雷大夫准許他重新作畫。文生畫了一幅以阿爾卑斯山為背景的路旁的桃樹園子；一幅長著古

銀色葉子，但是襯著藍色轉成了綠色的橄欖樹林，下面是橙色的耕地。 三星期後，文生回到

了黃屋。可是現在的阿羅鎮，尤其是拉馬丁廣場，都被他激怒了。割掉了的耳朵，下了毒的

菜湯，是他們無法泰然忍受的。阿羅的居民堅信，繪畫能逼人發狂。每當文生走過，大家都

向他注目，高聲議論，有時還越過街去，避免和他相遇。 

 

鎮上沒有一家飯店肯讓他進門了。 

 

阿羅的群童圍集在黃屋前面，想出各種遊戲來作弄他。 

 

「紅頭瘋子！紅頭瘋子！」他們吶喊道，「瘋子！瘋子！」 

 

文生鎖上窗子，群童的笑喊仍透進窗來。 

 

文生用棉花塞住耳朵。他守在架前作畫，臨摩自己的草稿。頑童的笑喊從窗隙和牆縫裡透了

進來，烙進了他的心裡。文生從畫架前悄然起立。三個頑童正坐在他窗台上合唱，文生向他

們衝去，他們逃下了搭版。 

 

「滾開！」他吼道，「你們這些魔鬼，滾開！天哪，讓我安靜一下吧！」 

輯錄自梵谷傳，余光中譯，大地出版社 

 

附記： 

梵谷的精神狀態被後世醫學家解釋為『躁鬱症』，是一種結合亢奮與沈鬱的精神疾病，然而，

這位荷蘭最偉大的畫家，卻是在極度亢奮，所謂『躁鬱症』的狀態下，創作了一幅幅撼動人

心的名畫，當時人們對他的不解與冷落，在他的畫作裡，被轉換成不朽的永恆美感……。 

 

梵谷的畫，和當時的主流印象派相比，並不唯美也不「真實」。但梵谷說，真正的真實，不只

存在於外在世界，也存在於心靈，不處理心靈，只能說是捕捉到外在世界的真實。以梵谷的

向日葵系列為例，他往往捕捉的向日葵，是即將凋萎前的瞬間，彷彿是要透過這種捕捉，陳

述一種心靈狀態—永不妥協的堅持、儘管現實對己不利。 

 

當梵谷的「向日葵」系列叫成天價，梵谷的畫展排成長龍，或許，我們也該深思，梵谷的藝

術其實不只是藝術品、也是一個藝術家尋找生命、尋找社會救贖的心靈之旅！ 

（「附記」一文，輯錄自〝心靈小憩〞網站 http://life.fhl.net，陳韻琳「悲憫與苦難」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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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之河 
盛正德 (畫家) 

 

憂鬱症就像陷入流沙之境 

看似無奇卻使人越掙扎越沉淪 

到最後只剩下一隻僵硬的手 

伸向空中，想攫住那永不可得的救贖  
 

創作成了一片空白，我的內在與外在，一點一滴地在消融。內在是創作的動力、精神的集中、

思考的能力；外在是身體的力量，在提筆時手會顫抖不止。是的，我在退化，退化到一個灰

黯之境裡。 

 

我想畫一個漂浮的人，那是當下一種最強烈的感覺。身體是浮在半空中的，或者也可以說是

處在一個無法到底的深淵之中，一直往下沉淪，見不到盡頭。我害怕、蜷曲，滿身的傷痕。

我塗鴉式地畫出一些形象，畫筆呆滯笨拙，但那豈不是最能顯出身體的實際狀況嗎？ 

 

雖然畫得不好，還是決定保留下來，因為這是自己真實生命的呈現。接下來，可能看到越來

越不成形的畫，記錄著一個生命的漸次凋萎；也可能看到一個生命如何與宿命拔河， 掙扎著

爬出那一片能使人滅頂的流沙。 

 

記得在初中時的某個假日，騎著腳踏車到蘭陽溪的上游，在完全不覺知的情況下，踩入了流

沙之中，人與車都陷入那彷彿有無限吸力的沙裡，當時的害怕、驚悸，現在還能感受得到。

拉起車子，身體卻不斷地往下陷，細沙很快地就升到胸口，濕冷滑滑地磨擦著，皮膚敏銳地

感覺到沙子在流動。褲子、衣服緊緊裹住雙腿及軀體，雙腳像被捆住般的無法使力，慌亂之

下，把車子鬆手。眼看著車子往下沉，更是恐慌。最後還是同伴找到樹枝才把我及車子拉上

來，但腳上穿的鞋子就在流沙裡脫落，沉到那深暗的底部。 

 

現在想來，憂鬱症就像陷入流沙之境，看似無奇卻使人越掙扎越沉淪，到最後只剩下一隻僵

硬的手，伸向空中，想攫住那永不可得的救贖。 

 

但此刻我把繪畫當成一條救贖之道，或者是一段自我的療程，藉著塗抹的過程，畫出真實的

或想像的心理傷痕，所有的壓抑也靠著畫筆宣洩出來，這時創作對我而言已不只是藝術，而

是生命的一部分。畫了三十多年的畫作，也從來沒有覺得與生命貼得這麼密切過。至於技巧

的問題，都變得不重要了，我只是單純地藉由畫來延續隨時會斷裂的生命與靈魂，藉由繪畫

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輯錄自《以畫療傷》，盛正德著，心靈工坊出版） 

 

http://www.heryin.com/mono_20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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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影片連結 
 [ DeluCat 條漫作品] 憂鬱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ETpvawT8zg 
 
認識心理疾病系列：憂鬱症及躁鬱症 Depression 
and Man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PnVcbi4BjU 
 
情緒鞦韆的背後：基因 X快樂丸 X健康節奏(雙相症
處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WS7DlFzyY 
 
TED 中英雙語字幕：憂鬱，我們共享的秘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vtBrvl2-M 
 
TED 中英雙語字幕：生命中的難關如何造就我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3An1-bRVE  

相關資源連結 
情感性疾患—KingNet 國家網路醫藥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heartsustain/a-8.html 
 
情感性精神疾病—身心障礙 e 能網 
http://www.enable.org.tw/res/detail05.php?id=52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http://www.depression.org.tw/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http://www.tsos.org.tw/ 
 
憂鬱症防治—學生篇@教育部生命教育資訊網 
http://life.cpshs.hcc.edu.tw/files/15-1003-2322,c285-1.php 
 
雙極性人格疾患(bipolar disorder) 
https://smallcollation.blogspot.tw/2013/06/bipolar-disorder.html#gsc.tab=0 
 

✿∵∴✿∵∴✿∵∴✿∵∴✿ ✿∵∴✿∵∴✿∵∴✿∵∴✿點子精靈 

校園生活無障礙，老師同學一起來 
為讓校園中之身障朋友有更便利的生活環境，請各位老師及同學發揮愛心，提供在校園

中需要改善或增加的無障礙設施，讓身障朋友的校園生活零障礙。請將您的點子及想法寄到
elitaluo@must.edu.tw，資源教室羅翠華老師信箱 感謝您!

資源教室「第 35 期」電子報徵稿 
徵稿啟事：資源教室預計於 106 月 9月 25 日出刊第 35期「傳愛天使」電子報，特邀請同學

們發揮創意，將校園生活中的感受，與大家分享。 
內容參考：有關校園生活、寒暑假活動、心情抒發、小說短文創作、書籍閱讀或影片觀賞的

感想等等。 
(投稿格式：請用Word 檔或用 A4紙手寫皆可 請註明系級、姓名、聯絡方式)。 

徵稿日期：１０6年 5月 18 日～１０6年 9月 15 日止。 
elitaluo@must.edu.tw繳交方式：紙本直接繳交到資源教室或將電子檔寄到信箱 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