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綜合報告書暨各專業之病歷範例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提供之範例提供之範例提供之範例提供之範例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主要由蘇淑貞老師提供五份病歷範本，包含一份 4 歲 7 個月之疑似

情緒障礙男童心理衡鑑報告範本、一份 7 歲 5 個月之智能不足男童心理衡鑑報告範本、一

份 4 歲 2 個月視覺障礙女童心理衡鑑報告及早療報告書範本、一份心理治療日誌範本與一

份心理治療進展報告範本。如下。 

一、4 歲 7 個月之疑似情緒障礙男童心理衡鑑報告範本 

 

XXX 早期療育發展評估中心早期療育發展評估中心早期療育發展評估中心早期療育發展評估中心   心理衡鑑報告心理衡鑑報告心理衡鑑報告心理衡鑑報告 

（虛擬案例僅供參考，實際請依個案特性擇要撰寫）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xxx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病歷號病歷號病歷號病歷號：：：： xxxxx   衡鑑日期衡鑑日期衡鑑日期衡鑑日期：：：：xx 年年年年 xx 月月月月 xx 日日日日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xx 年年年年 xx 月月月月 xx 日日日日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4 歲 7 個月 

轉介者轉介者轉介者轉介者：：：：xxx 醫師                          轉介日期轉介日期轉介日期轉介日期：：：：xx 年年年年 xx 月月月月 xx 日日日日 

轉介目的轉介目的轉介目的轉介目的/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 

案主目前就讀於 oo 市的某幼稚園。案母表示幼稚園老師發現案主在幼稚園出現

人際關係問題，懷疑案主疑似有亞斯柏格症或是情緒障礙，因此請案母帶案主前來

本早期療育發展評估中心就診，經小兒心智科醫生轉介，評估案主認知功能、適應

及情緒行為。 

心理衡鑑目的心理衡鑑目的心理衡鑑目的心理衡鑑目的：：：： 

鑑別診斷案主在發展上是否有遲緩現象(主要針對認知功能和適應行為)，及人

際情緒困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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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觀察行為觀察行為觀察行為觀察：：：： 

案主由案母帶來，衣著整潔，身高與一般四歲男童相近，體重身材適中，未觀

察到外表或肢體上有明顯異於他人之處。 案主初次在等待區見到臨床心理師時，眼

神接觸正常，無明顯焦慮反應，當案母提醒其向臨床心理師打招呼時，案主立即將

目光及頭轉向他處，並未順從。 

進入遊戲室後，案主立即被放置在地墊上的玩具(積木、玩具車、拼圖、黏土)

吸引，未經臨床心理師及案母之允許，即主動去地墊上獨自玩玩具。在臨床心理師

與案母進行晤談過程中，案主大部分的時間能專心且獨自玩玩具，但在遊戲中，並

無主動展示玩具給案母看，亦無主動與案母或臨床心理師說話；當臨床心理師詢問

其問題時，案主有時會簡單回應 (例如：有、沒有、不知道)或是保持沉默地繼續玩

玩具。當遇到挫折時(例如：積木卡住拔不出來)會用力敲打玩具或是將玩具用力丟

到一邊，當案母制止他時，案主表情平淡，不理會案母；需案母多次制止，案主才

出現不悅之神情，並停止從事該動作。案主在晤談結束前約十分鐘，開始起身抱怨

「好無聊！」，並出現探索環境之行為(例如：觀看和摸單面鏡或牆上的裝飾)。 

受測過程中，案主情緒反應適當，與臨床心理師可有適當眼神接觸，且對測驗

工具及題本好奇；當題目聽不清楚時會主動請臨床心理師重唸一次，順利完成物型

配置或是圖形設計的題目時，亦會開心地對臨床心理師笑，遇到不會的語文題目時，

也會嘟嘴或是搖頭，並表達「我不知道」；案主偶爾站起來看或是試著將題本翻頁。

案主能積極參與多數分測驗，唯當進行超過一個半小時後，開始出現拍桌子、椅子

來打節奏；轉身觸摸在後方的櫃子。但在整個衡鑑過程（2 小時又 10 分鐘）中，多

能待在自己的位子上，合作地完成受測。 

 

晤談晤談晤談晤談：：：： 

說明：以下有關晤談各子項目之資料，若在此晤談前已做收集，則可省略。 

 

孩子與家庭資料表孩子與家庭資料表孩子與家庭資料表孩子與家庭資料表：：：： 

根據案母報告，案主為家中獨子，目前與案父母同住，案父母皆在自營之成衣

廠工作，父母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 

 

發展史與醫療史發展史與醫療史發展史與醫療史發展史與醫療史：：：： 

案母表示相較於同年齡之其他兒童，案母自覺案主在動作、語言和認知發展上

並無遲緩現象。案主到目前為止未曾至兒童心智科就診，且未曾接受過其他心理

評估、輔導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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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及分娩懷孕及分娩懷孕及分娩懷孕及分娩：：：： 

案母表示在懷孕及分娩過程順利，生產時雖因胎兒體型過大而剖腹產，但為足

月生，案主出生後也無其他併發症。 

 

健康與氣質健康與氣質健康與氣質健康與氣質：：：： 

晤談前已做收集，在此省略。 

依附史依附史依附史依附史：：：： 

根據案母報告，案父母因工作上較為忙碌，因此案主從出生至四歲之前，與案

祖父母同住於 XX 縣(距案父母目前所住之地區約有 1.5 小時之車程)，因此，案主

之前的主要照顧者為案祖母。案母表示，案主自回來與案父母同住後，案母為照

顧案主，較少去成衣工廠工作。案母表示剛回來的 2 個月，曾不斷吵著要回去案

祖父母家住，案父在案主屢勸不聽後，開始對案主生氣，甚至使用愛的小手打案

主的臀部，案母對案父因應案主吵鬧的方式，雖不贊同，但表示較不便插手，只

是在旁沉默觀看，之後案主便不再吵著要和祖父母同住。 

早期的發展里程碑早期的發展里程碑早期的發展里程碑早期的發展里程碑：：：： 

案母表示案主出生後的發展歷程，如坐(7 個月)、爬(9 個月)、放手行走(14 個

月)、進食(1歲半時可自己拿湯匙進食)、口語表達(2歲時可說出至少兩個字的語詞)、

完成上廁所訓練(約在 3 歲半時)等皆在正常範圍內，沒有明確發展上的落後。 

 

健康史健康史健康史健康史：：：： 

說明：包括是否有會影響發展的長期慢性疾病或中毒或腦部外傷等。 

案母表示案主在 3 歲時曾經因為腸病毒而住院 3 天，出院後，即無大礙；過去

並無其他重大就醫紀錄(例如：手術、多次住院或進急診室)，健康狀況還算良好。 

 

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家庭關係/教養教養教養教養：：：：  

案母表示，當案主不聽話時，案母的管教方式大多是以責罵為主，若是案主在

責罵後仍不聽話，才會使用體罰的方式進行管教，包括：罰站、用手掌或是愛的

小手打案主的屁股；而案父較為沉默寡言，因工作忙碌，較少有機會管教案主。

但當案主犯了大錯時，案父才會出面，其管教方式主要是責罵和用愛的小手打案

主的屁股。經詢問案母表示案祖父母皆十分寵案主，在案主做錯事時會捨不得打

罵，且會盡可能地滿足案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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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 

家人與鄰里的互動狀況良好，鄰居常來家裡聊天，也大約知道案主的情形，

在案母忙碌時，也會幫案母看顧案主。在假日時，特別是連假時，案父會開車載

案母及案主回案祖父母家，讓案母和案主在那邊過夜。 

 

教育史教育史教育史教育史：：：： 

案母表示案主本身在認字、認顏色、學數字、學形狀，以及其他學習上並無

明顯困難，目前幼稚園老師也未特別提起案主有學習上的問題。  

 

同儕人際關係同儕人際關係同儕人際關係同儕人際關係：：：： 

案母表示案主之幼稚園老師發現案主目前在學校出現人際關係問題，懷疑案

主疑似有亞斯柏格症或是情緒障礙。案母轉述案主幼稚園老師之報告，表示當同

儕讓案主不高興(案主易被同學所說的話激怒，例如：當玩玩具時，同學說「這個

你不會裝啦」)，案主會發脾氣罵人，或是摔玩具和文具，同儕會因而主動遠離案

主，因此請案母帶案主來就醫。 

 

衡鑑工具衡鑑工具衡鑑工具衡鑑工具/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修訂版 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Revised（WPPSI-R） 

表 1-1、智商分數表 

 智商 百分等級 95%信賴區 分類描述 

作業量表 108 70 98-116 中等 

語文量表 112 79 105-118 中上 

全量表 112 79 105-118 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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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分測驗量表分數 

分測驗 
量表分數 

百分等級 分類描述 
作業量表 語文量表 

一、物型配置 13  84 中上 

二、常識  11 63 中等 

三、幾何圖形 10  50 中等 

四、理解  17 99 優秀 

五、圖形設計 11  63 中等 

六、算術  10 50 中等 

七、矩陣推理 12  75 中等 

八、詞彙  11 63 中等 

九、圖畫補充 10  50 中等 

十、類同  11 63 中等 

 

案主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修訂版的表現，全量表智商分數為 108 (95%信賴區間：

98-116)，百分等級為70，顯示案主所測得的全量表智力表現與100位同齡的台灣幼兒相較，

勝過 70 位，且落在中等範圍(參見表 1-1)。除全量表智商分數外，案主獲得之語文與作業

智商分數皆為 112(95%信賴區間：105-118)，百分等級為 79，顯示案主所測得的語文與作

業智商表現與 100 位同齡的台灣幼兒相較，勝過 79 位，且皆是落在中上類別 (參見表 1-1)。

進一步比較案主在語文與作業智商分數上的差異，發現案主在語文智商和作業智商上並無

達顯著差異，顯示其在此二能力上平均發展。而針對案主自身，各智力能力間，進行強弱

項比較時，發現語文量表中的理解分測驗為案主之強項(分類描述屬中上類別；參見表1-1)，

顯示案主在對詞彙理解、常識、社會情境下判斷及邏輯推理等能力，與其自身其他能力相

較，較為良好。 

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 Adaptive Behavior Assessment System, second edition 

(ABAS-II) (台灣版) — 幼兒版父母/主要照顧者評量表(2-5 歲) Parent/Primary Caregiver 

Form (ages 2-5) 

 

表 2-1、一般適應組合分數及各領域組合分數 

組合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95%信賴區間 表現分類 

一般適應組合 100 50 97-103 中等 

各適應領域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95%信賴區間 表現分類 

概念知能 103 58 98-108 中等 

社會知能 97 42 91-103 中等 

實用技巧 102 55 98-106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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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ABAS-II 分測驗量表分數 

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 量表分數量表分數量表分數量表分數 分類描述分類描述分類描述分類描述 

溝通 12 12   中等 

社區應用 10   10 中等 

學前功能 10 10   中等 

庭生活 11   11 中等 

健康與安全 10   10 中等 

休閒 12  12  中等 

自我照顧 10   10 中等 

自我引導 10 10   中等 

社交 6  6  中下 

動作技巧 9    中等 

組合組合組合組合 一般適

應組合 

概念 

知能 

社會 

知能 

實用 

技巧 

 

 

本次幼兒版父母/主要照顧者評量表由案母填答完成，並經訪談澄清確認相關內容，評

估結果顯示案主在一般適應組合分數為 100(95%信賴區間：97-103)，百分等級為 50，顯示

案主所測得日常生活適應功能表現與 100 位同齡的台灣幼兒相較，勝過 50 位，且落在「中

等」範圍(見表 2-1)。 

進一步細看案主在三個適應領域的表現，案主在概念知能（組合分數 103，95%信賴

區間：98-108，百分等級為 58）、社會知能（組合分數 97，95%信賴區間：91-103，百分

等級為 42），和實用技巧（組合分數 102，95%信賴區間：98-106，百分等級為 55）的表現

皆落在「中等」範圍（見表 2-2）。而當進一步對案主在此三領域的表現進行差異比較，發

現並無達顯著，反映案主在所需溝通與學業技巧、人際與社會能力，獨立生活與日常生活

技巧之表現相當。當進一步針對案主自身，各適應能力間，進行強弱項比較時，發現案主

在與他人溝通所需之口語、語文及聆聽技巧(表現分類為中等範圍)，為案主之強項，但在

與人相處及互動所需之技巧 (表現分類為中下範圍)，則為案主之弱項。 

 
診斷推論診斷推論診斷推論診斷推論：：：： 

案主是一 4 歲 7 月大的男孩，目前就讀於幼稚園，根據案母表示，由於幼稚園老師發

現案主目前在學校出現人際關係問題，懷疑案主疑似有亞斯柏格症或是情緒障礙，案母因

此帶案主至本早期療育發展評估中心就診。由案主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修訂版和適應行

為評量系統第二版— 幼兒版父母/主要照顧者評量表的表現，顯示案主的整體智力屬中等

範圍，語文和作業智能皆屬中上範圍，且案主的整體日常生活適應功能，及在所需溝通與

學業技巧、人際與社會能力，獨立生活與日常生活技巧之表現，皆屬中等程度範圍，因此

案主目前並無呈現發展遲緩現象，此評估結果與案母在晤談時表示其自覺案主在動作、語

言和認知發展上並無遲緩現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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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案主是否符合亞斯柏格疾患（Asperger Disorder）的診斷，案主在由案母所填適應

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幼兒版父母/主要照顧者評量表的結果顯示，案主在整體適應行為屬

中等程度範圍，雖然與人相處及互動所需之技巧屬案主適應功能中之弱項表現，但此表現

分類未達遲緩標準(屬中下範圍)。此外，根據本次案母晤談報告及衡鑑時對案主之行為觀

察，案主目前並無呈現符合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四版修訂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Text Revision, DSM-IV-TR）有關亞斯柏格疾患

（Asperger Disorder）的診斷標準。案主目前在亞斯柏格疾患診斷標準 A 之 4 項診斷標準

僅在(2)不能發展出與其發展水準相稱的同儕關係上，較有可能符合診斷標準，其餘皆不符

合(案主在口語和非口語表達上無明顯障礙、衡鑑過程中當順利完成題項時，案主能主動和

臨床心理師分享其喜悅)，在亞斯柏格疾患診斷標準 B 之 4 項診斷標準，並不符合其中任

何一項(案主並無出現相當侷限重複而刻板行為、興趣及活動的模式)，因此案主並未符合

亞斯柏格疾患之準則 A 與準則 B 的診斷標準，初步排除案主有亞斯柏格疾患的可能性。 

有關情緒障礙診斷，根據本次案母晤談報告及衡鑑時之行為觀察，推測案主因自幼與

案祖父母同住，主要照顧者為案祖母，至四歲時才與案父母同住，並開始上幼稚園，此生

活環境及主要照顧者突然地改變，可能造成案主在生活適應上及形成新的依附關係上的困

難。此可由案母報告「案主在自回來與案父母同住後，剛開始的 2 個月曾不斷吵著要回去

和案祖父母同住」得到支持，面對案主的屢勸不聽、持續吵鬧，案父以較嚴厲甚至體罰(例

如：罵或是使用愛的小手打案主的臀部)的方式處理，而案母雖不贊同，但卻因不便插手，

而只是在旁沉默觀看。此外，案父母對案主平日的管教方式亦多採責罵或體罰(包括：罰站、

手掌或是用愛的小手打案主的屁股)，此皆可能影響案主與案父母建立新的依附關係上之困

難程度，甚至會促成案主對案父母之管教出現對立反抗之行為，此可從對案主的行為觀察

得到支持(例如；在等待區，當案母提醒其向臨床心理師打招呼時，案主立即將目光及頭轉

向他處，並未順從；在臨床心理師與案母晤談的過程中，案主並無主動和案母互動，但在

受測過程中，案主則會主動和臨床心理師互動)。除此之外，案主長期與案父母在依附關係

上的困難，可能造成案主情緒困擾(例如：不開心、易怒)，而案父母較嚴厲及體罰式的管

教方式，此可能影響到案主在校與他人互動的模式(例如：案主較易被同學激怒或可能無形

中學習案父母的方式，對同學發脾氣、甚至打人)。 

 

綜合上述，案主目前並無呈現發展遲緩問題，但其可能在親子關係上出現問題，宜考

慮 Parent-Child Relational Problem 之診斷之診斷之診斷之診斷。此問題除可能造成案主情緒困擾，進而影響

到案主在校人際互動外，甚至亦可能會影響到案主對案父母管教順從度，而呈現對立反抗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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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針對案主之親子關係問題、情緒困擾、在校人際互動問題及對立反抗行為，建議繼續

觀察評估。若案主在上述問題上達臨床顯著，建議案主及案父母可接受有實驗證實之親職

訓練方案以處理上述問題，例如：「親子互動治療」，可透過教導案父母遊戲治療技巧，來

增進親子關係及緩解案主之情緒困擾症狀。教導案父母適當的管教技巧，將有助於協助案

父母適當地給予有效率的指令，及在案主不順從、發脾氣和出現攻擊行為時，提供其一致、

貫徹性、非暴力的(非嚴厲和體罰性的)負向行為後果，以協助案主學習自我情緒控制，發

展合乎家庭及社會規範之行為。  

臨床心理師 ooo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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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 歲 5 個月之智能不足男童心理衡鑑報告範本 

○○醫院○○科(中心) 心理衡鑑報告[虛擬案例 僅供參考] 

評估日期：YYYY/MM/DD 

姓名：○○○ 性別：男 生日(年齡)：YYYY/MM/DD (7 歲 5 個月) 慣用手：右手 

病歷號：xxxxxxx 轉介醫師：○○○ 診斷：Mental retardation 

 

轉介原因轉介原因轉介原因轉介原因：：：： 

39 週出生，3170 克，自然產。檢查發現染色體異常(18p deletion)。3 個多月大接受唇裂修補手術。自幼

發展遲緩，長期於本院接受療育，1 歲 7 個月走路，約 2 歲開始說單字，但語言進展緩慢且發音不清楚。

聽力檢查無異常，後來發現隱性顎裂，近 5 歲時已修補。前年 YYYY/MM/DD 智能評估結果為中度智能

不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因家庭列低收入戶而接受補助。目前就讀公幼融合班，去年申請小學緩讀，

今年 9 月即將入學。身心障礙手冊即將到期，故安排重新鑑定及完整早療評估，以作為教育安置參考。 

生理心理功能檢查生理心理功能檢查生理心理功能檢查生理心理功能檢查：：：： 

♦ Physical appearance: 衣著整潔。中等身高但體型偏瘦。五官面貌特殊(臉扁平、耳朵外展、下排門牙齒列

不整，鼻樑及鼻頭較塌，且約略可見唇裂修補疤痕)。右眼外斜視，近期眼科追蹤發現視力有輕微近視(尚

不用戴眼鏡)。 

♦ Manner of relating to parents: 由案母陪同前來。觀察其親子互動良好，案母亦可適時引導案主遵循規範。 

♦ Child’s reaction to examiner and setting of the assessment: 案主可接受獨自留在評估室受測，有視線接

觸、互動表現適當；受測配合度高，對不同測驗材料有興趣，也會好奇觀看臨床心理師手上的碼錶與

記錄紙。測驗結束後，案主主動表達想要再次翻看題本，也伸手想拿紙張、說「要寫字」，能獨自安

靜地塗寫直到臨床心理師與案母晤談結束。 

♦ Mood and affect: 評估期間案主情緒大致穩定，較天真、稚氣；自信心稍不足，給予鼓勵則露出得意、

高興的表情。偶爾會固執於自己想做的事，需要額外引導轉移。 

♦ Activity level and motor behavior: 評估期間可持續坐在椅子上，但身體扭來扭去、手摸東摸西。精細動作

弱、操作速度慢，且前臂與手部偶爾出現不自主扭轉動作(chorea)。可跑可跳，但肢體動作不協調，起

身走路時，小腿與腳踝也出現數次微幅扭動。詢問下，案母表示案主平時也有這些動作，走路好像會

絆到腳一樣，尤其在人群中更顯得怪異。 

♦ Speech and language: 案主可理解並遵循簡單口語指令，多數可對題回答，但發音不清、不易辨識，明顯

構音異常。別人聽不懂時，案主會輔以表情及簡單手勢來表達，溝通意願高。已能認讀數字及少數注

音符號。 

♦ Attention and concentration: 注意力專注度及持續度較弱，容易被外界無關刺激吸引而分心。 

♦ Memory: 聽覺短期記憶較弱 (數字順背- 3 碼；句子覆誦- 4 字) 

♦ Overall intelligence: 低於同齡兒童之一般水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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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結果測驗結果測驗結果測驗結果：：：： 

♦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WISC-IV） 

全量表智商 (FSIQ) 65，百分等級 1 (Mild Intellectual Deficiency) 

指數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優劣程度 

語文理解(VCI)  67 1 Extremely Low 

知覺推理(PRI) 78 7 Borderline 

工作記憶(WMI) 72 3 Borderline 

處理速度(PSI) 50 <0.1 Extremely Low 

    

語文理解 知覺推理 工作記憶 處理速度 

類同 4 圖形設計 3 記憶廣度 4 符號替代 1 

詞彙 4 圖畫概念 9 數-字序列 － 符號尋找 1 

理解 2 矩陣推理 7 *算術 5 
－：不理解指導語，無法施測 

*：替代測驗 

 

♦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中譯教室版) 

由案母圈選填答，並晤談澄清相關訊息。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分測驗分測驗分測驗分測驗 
原始原始原始原始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年齡當量年齡當量年齡當量年齡當量 

(年年年年 : 月月月月) 
適應水準適應水準適應水準適應水準 標準分數標準分數標準分數標準分數 百分等級百分等級百分等級百分等級 

溝通 

接受性 19 8:2 適中   

表達性 47 6:10 適中   

讀寫 21 6:3 中低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87 6:8  89 23 

日常生活技巧 

個人 42 4:0 低   

家庭 5 4:0 低   

社區 54 6:8 適中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101 5:0  75 5 

社會化 

人際關係 17 2:4 低   

遊戲與休閒 22 5:4 中低   

應對進退技巧 10 3:10 低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49 3:8  77 6 

動作技巧 

粗大動作 17 2:8 低   

精細動作 9 3:4 低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26 2:10  64 1 

適應行為總量表適應行為總量表適應行為總量表適應行為總量表 263 4:10  7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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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臆斷臨床臆斷臨床臆斷臨床臆斷：：：： 

♦ 案主情緒大致穩定，但稍缺乏自信，人際關係主動性較低；對新事物有好奇與嘗試動機，受測配合度高，

但容易被無關刺激吸引而分心。 

♦ 案主心智能力長處：運用視覺意像思考的推理及歸納能力。 

♦ 案主心智能力短處：視動速度與手眼協調能力；常識推理及事件因果關聯的理解能力。 

♦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WISC-IV）評估結果：全量表智商 65 (輕度智能不足程度)。與前次智能評估結果

(YYYY/MM/DD WPPSI-R: VIQ55, PIQ54, FIQ51)相比較，案主與同齡兒童的落差程度稍減少，尤其經視覺管

道學習所累積的能力表現有明顯進步。 

♦ 整體適應行為功能落在臨界水準，與其智能表現大致相符。語言溝通方面，雖然案母評量案主的語言理

解與表達功能無顯著落後，但案主構音異常、說話發音不易辨識，明顯干擾口語溝通效度，也影響其同

儕人際互動。 

 

處遇及建議處遇及建議處遇及建議處遇及建議：：：： 

♦ 提供心智評估結果與諮詢，協助家長了解案主性格與認知能力水準，促使其對案主行為有更適當的要求

與合理的期待。 

♦ 建議： 

1. 入小學可安置普通班，輔以資源班補救教學，可多利用視覺圖像學習。另須引導促進案主與同儕良性

互動。 

2. 身心障礙鑑定：除智障評估之外，建議納入語障評估。 

(家長擔心若智障等級由中度轉輕度會影響補助，已向家長說明：於門診看報告時，由醫師做障礙類別

及嚴重度之綜合判斷) 

3. 在案主動作能力可及範圍，多訓練其生活自理技能，以增進獨立性。 

4. 案主肢體出現怪異的不自主扭動(chorea)，案母有些擔心，但不確定是否可以或需要治療，建議可轉介

小兒神經科進一步評估。 

 

 

臨床心理師：○○○ (分機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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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 歲 2 個月視覺障礙女童心理衡鑑報告及早療報告書範本 

心理衡鑑報告（含早療報告書～臨床心理師部分） 範例  

說明：提供給家長參考的早療評估報告書，宜具體說明建議事項 

[病歷號碼:             姓名:        男/女女女女   出生: 年 月 日  臨床心理師:    ] 

項目 結果 建議 

 

 

認知

學習 

 

主訴：視覺障礙(視網膜病變、眼球震顫、散光、遠視)、

學習落後，老師建議評估以利教育安置 

評估日期：yyyy-mm-dd 

出生日期：yyyy-mm-dd 

實足年齡：4 歲 2 個月 5 日 

評估方式：訪談、行為觀察、測驗 

測驗結果：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修訂版中文版 (WPPSI-R) 

 總智商總智商總智商總智商:76（百分等級 5） 

 語文智商語文智商語文智商語文智商：：：：95（百分等級 37）各分項量表分數如下： 

  常識=9(12*)，理解=10，算術=11，詞彙=6(7)，類同=11，

句子仿說=12 

 操作智商操作智商操作智商操作智商：：：：58（百分等級 0.3）各分項量表分數如下： 

   拼圖=1(3)，幾何圖形=3，圖形設計=6，矩陣推理=4，

圖畫補充=4 

註註註註：*括號內斜體數字為引導後表現。智商分數調整為：

總智商 79(百分等級 8)；語文智商 100(百分等級 50)；作

業智商 60(百分等級 0.4)。 

(說明：智商分數平均值 100 標準差 15；量表分數為平均

值 10 標準差 3；百分等級表示測驗表現和同齡比較一百

個孩子中勝過的人數。)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整體智能表現落後同齡。但個人內在能力差異顯著，

語文智商為同齡平均範圍，作業智商為顯著落後範圍。 

>溝通/語言方面：可一問一答，語言表達流暢、切題。常

識、開放式問答、語文推理與仿說吻合年齡；但詞彙解釋

表現顯示語彙質量和相關的語意常識落後同齡。看圖片說

名稱常有出人意外的錯誤，不排除視力造成。 

� 個人內在能力差異

顯著，語文智商為同

齡平均範圍；作業智

商 為 顯 著 落 後 範

圍，後者反應視力對

視覺辨識與操作的

影響。 

� 態度合作，但個性

急、自主性過強，疑

有衝動特質。 

� 訂 定 個 別 教 育 計

畫。考量因素： 

--結構環境：整體環

境必須可預測，以降

低不安情緒。空間須

定位，提供觸覺線索

(如貼突起圖案的貼

紙)。作息宜定時，明

確告知活動安排與

其應做之事。 

-- 案主依賴聽覺線

索，需減少環境聲音

干擾以利專注。 

--強化利用聽覺管道

的學習，增廣見聞，

以彌補視覺訊息處

理的瓶頸。 

--提供多元作業，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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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操作方面：圖形辨識有困難，導致涉及圖像或視覺

細節的工作如拼圖、空間分析、圖像推理與視覺記憶與圖

像觀察皆明顯落後。仿畫僅能畫橫直線和圓。空間分析作

業僅能完成直線組合(三個方塊)。工作表現相當反映視力

的影響。 

>算術：有大、高、長、矮等數量相關語詞概念，但不理

解「一樣多」的工作概念。可以一一對應點數，但尚未發

展數到多少是「幾個」的量概念。 

 

增加非視覺(如觸覺)

的問題解決策略。 

� 安排同儕擔任小天使

提供可以勝任的協

助。 

� 安排視障專長的巡迴

輔導教師。並評估接

受啟明式特教的必要

性。 

� 視覺因素可能會限

制案主對人際互動

過程的情境和肢體

語言等細節微妙線

索的掌握，影響社交

能力發展。需從「事

件」的行為功能分析

著手，教導合宜社交

技巧。 

� 安排後續諮商。 

 

 

 

社會

情緒 

 

 

� 測驗參與行為：案主由案母陪同，不會畏懼陌生人；

對環境好奇，注意腳步聲、說話聲，會詢問是誰在外

面，以觸摸、嗅聞的方式探索，頻繁詢問。評估過程

尚稱合作，願意應答與動手操作；多數時候可維持就

座，偶爾離座；個性急、自我主張較強，會急著翻閱

或拿取測驗工具；有時會有節外生枝的行為，如要求

要當主試者、由他來發問，模仿主試者的行為、語言，

導致測驗中斷。評估過程案主因視力問題，必須貼近

測驗工具，才能清楚看見圖片，且仍會看錯，例如：

拼圖作業時將小熊看成小豬。為排除視力影響，臨床

心理師的引導方式是一開始即由臨床心理師「指圖說

名稱」而非讓案主自行辨識，讓案主記住；案主通常

即能記住，之後遇到相同圖型只要稍加提醒即能反

應。整體而言，測驗的程序和材料需要經過修改調

整，以避免視力問題造成的能力誤判。 

� 社會情緒表現：與案母互動親密。一對一互動時會看

著談話對象，但因視力問題無法正確對焦。有指、展

示和分享行為。與他人互動時自主性強，多依自我意

見行事，有時不一定遵從要求，需多次提醒，偶可改

善。 

       案母表示案主領有輕度視障、中度智障身心障礙

手冊。自幼多與大人互動，鮮少有同齡玩伴。注意

力易受環境(聲音)分散，但在安靜場合下可專心從事

靜態活動約 20 分鐘，例如：玩積木、看書；個性較

急，需求必須立即被滿足，需要父母立即給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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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主今年三月起就讀普通私立幼稚園 (師生    

比 2:16，含助教)。老師報告案主可自行就位、不隨

意離座、聽從指令；上課尚稱專心，但課業跟不上

同儕進度(目前只能認讀 5 個以內的注音符號與數

字?)。因視力問題拒絕參與一些團體活動，例如：由

A 點跑到 B 點。人際方面，會主動向老師表達需求，

請求協助，但鮮少主動與同儕互動，多為旁觀者，

偶會被動回應同儕；偶會自顧自地發言，忽略他人

反應與場合。自我照顧方面，案主可自行穿脫上衣、

用餐、保管個人用品，但需要移位時如上廁所、離

開教室至指定地點等，或涉及視覺細節如將物品歸

位等需要老師協助。情緒方面，案主缺乏安全感，

經常哭著準備上學，到校後會黏著老師。整體而言，

案主乖巧、專心，但學習落後、同儕互動少，因視

力問題無法適應快速變動的環境，經常需要老師協

助。 

 

一、總結 

 

認知能力          (V)正常，但視覺操作落後  ()臨界  ()遲緩 (相當於   歲  月) 

情緒/社會          ()正常  (V)臨界  ()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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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訓練項目訓練項目訓練項目訓練項目 評估工具與訓練方向評估工具與訓練方向評估工具與訓練方向評估工具與訓練方向 

 

認認認認 

知知知知 

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 

認知能力 

■正常□邊緣□遲緩 

評估工具:  □貝萊嬰兒發展量（Bayley Ⅲ）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WISC-IV）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WPPSI-R）   

□來特國際操作量表（Leiter-R） 

□其他                        

評估結果：目前認知能力約   歲    月  評估日期：yyyy-mm-dd 

� 個人內在能力差異顯著，語文智商 (95)為同齡平均範圍；作業

智商(58)為顯著落後範圍，後者反應視力對視覺辨識與操作的

影響。 

認知訓練 

□不需要   

■需要追蹤及諮詢 

□需要訓練 

建議 

� 訂定個別教育計畫。教育安置宜考量因素： 

--結構環境：需減少環境聲音干擾以利專注。  

 

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 

互互互互 

動動動動 

行行行行 

為為為為 

及及及及 

情情情情 

緒緒緒緒 

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 

社會互動行為 

□正常 ■ 邊緣□異常 

宜處理衝動、自主性過強的問題行為及人際參與被動的困難 

 

社會互動行為訓練 

□不需要   

■需要追蹤及諮詢 

□需要訓練 

社交技巧訓練。 

 

情緒表現 

■正常□異常  

情緒問題訓練 

■不需要   

□需要追蹤及諮詢 

□需要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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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治療日誌範本 

治療日誌   範例 

姓名：       性別：      病歷號： 

出生年月日：      

診斷： 

Session 別：       日期： 

一、主訴：容易與同儕衝突；與弟弟爭執時會動手，且無法拿捏力道 

 

二、評估摘要： 

>發展問題：綜合智能表現屬優秀範圍。無顯著社交互動發展異常，有與他人互動的社會

興趣。但容易分心、自我控制較弱、行為稍亢奮。情緒表達與社會化行為尚待建立。 

>系統問題：雙薪家庭，父母親忙碌，無法兼顧工作和教養。父母親容易將工作壓力帶回

家。家庭互動過程傾向高張力的情緒表達方式。對孩子管教方式傾向體罰。體罰頻率

高、嚴厲，強度與行為嚴重度不一定吻合，孩子無所適從。由於父親曾有家暴行為，

母親曾離家，目前婚姻已出現問題。 

>父母特質：母親報告自己的人際和社會調適無問題，但壓力下容易動手。父親所處工作

環境競爭激烈、人事不合，探詢下表示父親曾表示有輕生的念頭。 

 

三、治療/諮詢重點： 

>說明童年期暴力經驗(身體和心理)是成年後憂鬱症的危險因子。 

>說明不穩定的管教(小錯大罰、大錯小罰或不罰)會造成孩子無法掌握與人相處的規則，

會出現投機或過度膨脹的恐懼，影響與人（朋友、上司、配偶、親子等）建立關係的

能力；以促進家長理解管教的重要，及調整為適當穩定管教的動機。 

>個案父親疑有憂鬱症，建議就醫。 

>分析手足競爭的原因和處理策略。 

 

                                                 臨床心理師 xxx（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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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理治療進展報告範本 

 

  心理治療進展報告心理治療進展報告心理治療進展報告心理治療進展報告         病歷號病歷號病歷號病歷號：：：： xxxxx 

（虛擬案例僅供參考，實際請依個案特性擇要撰寫）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XXX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XXXX 年年年年 XX 月月月月 XX 日日日日 

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XXXX 年年年年 XX 月月月月 XX 日日日日                      

轉介者轉介者轉介者轉介者：：：：XXX 醫師                    

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臨床診斷：：：： 

 
Axis I:  V61.20 Parent-Child Relational Problem          
Axis II: V71.09 No diagnosis  
Axis III: None 
Axis IV: None 
Axis V: GAF =   55 (目前)  
 

節次節次節次節次*：：：：第第第第_____1～～～～4______次次次次 

 

目前狀況目前狀況目前狀況目前狀況：：：： 

案主在幼稚園與同儕相處困難，易被同學所說的話激怒，例如：當玩玩具時，同學說

「這個你不會裝啦」，案主會發脾氣罵人，或是摔玩具和文具，同儕會因而主動遠離案主。

案主易怒，難以管教，有時案父會用體罰方式處理；案母雖不完全贊成體罰，但也缺乏有

效方法，有時教不動時也會使用；案主與案父母較不親近。 

 

最近幾週，案主在家仍會不服從指示。在幼稚園，也出現打人的行為，例如有一次案

主在操場遇到一位以前住在家附近但已搬走的女同學（A），案主欲前往和 A 說話，但遭到

另外一名女同學（B）阻擋並將 A 拉走一起離開，因 B 認為案主很兇、會打人，不想 A 理

會案主，案主因生氣便出手打 B。事後案師要求案主道歉和在下課時罰站，案主都能接受

照做。上述內容為案母轉述案主幼稚園老師之陳述。 

 

心理治療目標心理治療目標心理治療目標心理治療目標：：：： 

長期目標：透過親子互動治療，(1)改善案主與案母之親子關係、(2)改善案主在校人際互動

問題及對立反抗行為，和(3)降低案主情緒困擾程度。 

 

短期目標：本治療之第一階段目標，教導案母特殊遊戲技巧，以增進親子關係及緩解案主

之情緒困擾症狀。 

 

治療內容治療內容治療內容治療內容、、、、策略策略策略策略與行為觀察與行為觀察與行為觀察與行為觀察：：：： 

1. 澄清案主發脾氣的情境，配合行為觀察發現案主情緒表達傾向以攻擊他人方式來表

現。 

2. 評估案父母的處理困難，發現案家長不易於掌握案主的情緒需求，難以回應，影響良

好親子關係的建立。 

3. 支持案家長面對案主教養困難的挫折情緒，案家長已漸能情緒平穩地討論案主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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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試著考慮案主的情緒需求。 

4. 教導案家長特殊遊戲技巧，因由案母帶來，故以案母為主要對象，請案母轉協助案父

學習，需要時再規劃案父的一同學習。 

a. 說明進行「以兒童為主導式」特殊遊戲的重要性及其治療目標 

b. 說明如何挑選適合在家進行特殊遊戲的玩具 

c. 說明在家執行特殊遊戲時需注意之事項 

d. 教導、示範及練習特殊遊戲治療中「避免做的技巧」和「應該做的技巧」 

e. 教導、示範案母並練習特殊遊戲中選擇性忽略及策略性注意技巧之使用 

f. 以角色扮演來協助案母整合教過之各種特殊遊戲技巧，並進一步進行練習 

 

治療效果評估治療效果評估治療效果評估治療效果評估：：：： 

案母經情緒支持，已較能平靜討論案主的困難，嘗試理解案主的情緒需求，理解藉由

遊戲中的互動與案主建立關係之重要性，及對案主問題的可能改善。 

在教導特殊遊戲技巧期間，案母專注聆聽且看著臨床心理師講述內容，表現出高學習

動機，而臨床心理師在教導完案母「避免做的技巧」和「應該做的技巧」之要點後，現場

舉例請案母對所舉例之技巧類別做判斷，案母對於「避免做的技巧」皆能正確判斷，但對

於「應該做的技巧」則顯稍有遲疑，但仍能正確地回答。在以角色扮演來協助案母整合剛

教過之各種遊戲技巧，並進一步與案母進行練習時，發現案母除可主動模仿臨床心理師之

遊戲行為和在適當的時間點進行策略性忽略及選擇性注意外，對於「應該做的技巧」中之

回應和行為描述技巧和「避免做的技巧」較可掌握，但使用具體稱讚技巧，則顯然為案母

之弱項，案母較無法針對臨床心理師所扮演的兒童從事的遊戲行為主動地給予具體稱讚。

因此，在後續療程中在指導案母遊戲技巧上，可多加強案母具體稱讚技巧之使用。以逐步

建立良好親子關係，改善案主的情緒行為問題，建立良好同儕關係。 

 

總總總總(或下次或下次或下次或下次)心理治療計畫或建議心理治療計畫或建議心理治療計畫或建議心理治療計畫或建議：：：： 

 
1. 建議案母本週先挑選在家進行特殊遊戲所需之玩具，若對挑選之玩具的玩法或執行特

殊遊戲技巧有疑惑，則可在下次療程帶來與臨床心理師一同討論。 

2. 給予案母特殊遊戲技巧教學錄音檔及課程講義，使案母回家後可續熟悉及練習各種特

殊遊戲技巧。 

3. 計畫下次療程開始，進行案母第一次特殊遊戲技巧之現場記錄及現場指導。 

4. 預計下次療程時間：XXXX 年 XX 月 XX 日下午 2：00。 

 

 

 

 

臨床心理師簽名： XXX             簽名日期：XX 年年年年 XX 月月月月 XX 日日日日 

 

【註：可以將記錄採表格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