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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下載網址

4

說明

短址：http://goo.gl/MQ1x4K

○╳問答題
請您根據接下來的敘述做出選
擇，認為敘述是對的請選○(舉
綠牌)，敘述是錯的請選╳ (舉
紅牌) 。
2

5

災難與創傷心理資訊網
https://sites.google.com/a/psychology
.org.tw/trauma/

壹、接觸與允諾協助
目標：
回應主動前來接觸的受創者，或者以非打
擾、憐憫（compassionate）、且有助益的
方式接觸他們。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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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應該避免的一些行為p4
不問細節︰避免像「debriefing」一般詢
問經歷細節。
不預設立場︰要不對倖存者目前或先前的
遭遇作假定。
不疾病化︰不要假定所有經歷災難者都會
產生創傷。基於遭遇災難者的經歷，多數
急性反應是可以理解與預期的。不要將反
應稱為「症狀」，或是用「診斷」、「疾
病」或「疾患」等字眼。

心理急救的目標是減輕不適感、協助處理
目前需求、及促進適應性功能的運作，因
此詳細詢問創傷經驗與失落的細節很重要
。

○或╳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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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創傷經驗可能引起額外痛苦

應該避免的一些行為p4

在澄清和災難相關的創傷經驗時，避免要
求深入描述創傷經驗，因為這可能會引起
額外的痛苦。依循倖存者的步調來討論發
生過的事。不應強迫倖存者揭露任何創傷
或失落的細節。

不要傲慢︰不要用上對下或施惠的態度對
待倖存者，或聚焦在他/她的無助、軟弱、
錯誤、或失能情況。
不要急著說話︰不要假定倖存者都想談話
或需要和你談話。通常，僅僅支持與平靜
的存在，便能協助倖存者感到較為安全與
較能因應。
不要猜測︰避免臆測或提供可能錯誤的資
訊。如果你無法回答倖存者的問題，盡力
可能了解事實。
8

如果他們想要談論…

11

問題

如果倖存者對談論自身經歷感到焦慮，可
採取有禮貌且尊重的態度告訴他們，目前
對他們最有幫助的是獲得一些基本的訊息
，以便提供他們當前的需要，並規劃未來
的照護。讓他們知道，未來會有機會安排
他們在適當的情境下談論其創傷經驗。

你應該優先接觸主動找你的倖存者。如果
一些人同時來找你，在能力所及下，盡可
能接觸較多的人。

○或╳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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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敬愛的鄉親！

接觸是為了提高接受度

這次宜蘭遭逢百年來罕見的天災，對大家造成很大的衝擊，相
信您一定也相當關心與在意。
有關因應的資訊

助人者與倖存者的第一次接觸是重要的。
如果以尊重與憐憫的方式進行接觸，能建
立有效的協助關係，並且提高倖存者對後
續協助的接受度。
助人者與倖存者接觸時，即使簡短的表達
興趣與關懷，也能穩定與幫助情緒氾濫或
混亂的人。
維多麗亞酒店

現在的您或您的親友，也許有許多複雜的情緒與念頭，例
如：驚慌害怕、心情低落、生氣、焦躁不安、感覺會有可怕的
事發生、覺得不知所措、甚至頭痛、腰痠背痛、血壓飆高。這
些都是意外事件發生後的正常反應。為了減輕您這些不舒服，
縣府衛生局整合各專業醫療團隊的資源，隨時提供您心理諮詢
服務。 接觸與允諾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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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和協同
服務連結
7. 因應
資訊
6. 連結
社會支持

1. 接觸與
允諾協助

心理急救
核心行動

5. 實際
協助

若您或您的親友有任何心理醫療上的需求(例如：無法順利入
眠…)，請聯絡當地衛生所或諮詢電話1995，希望能在這個危
難的時刻為您提供支持與協助。
縣長 林聰賢 關心您！
和協同服務連結

接觸與允諾協助
有關因應的資訊
您好，
很遺憾您的親人發生這樣的意外。現在的您或許有許多
複雜的情緒與念頭，例如抑鬱、憤怒、焦躁、徬徨、負面的
念頭、可怕的預感、覺得不知所措…。這些都是意外事件發
生後的正常反應，但會讓您非常難受，可能會讓您失眠、情
緒失控、甚至有生理上的疼痛(胃、頭、肩膀…等)。
為了減輕您這些壓力反應造成的不適，我們駐紮在您下
榻的飯店。若您有任何醫療或心理上的需求(例如，無法順利
和協同服務連結
入眠)，請聯絡我們。

2. 安全
與安適

3. 穩定

4.蒐集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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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心理專業人員，希望能在這
個危難的時刻為您提供支持與協助。您可以透過房間電話直
撥602或1016，或請觀光局聯絡官林XX先生協助轉告。
此外，我們建議您不要在這個時刻持續觀看相關新聞報
導(因為這對往後的心理健康有不良影響)，建議您利用這個
機會讓親友緊密相處在一起。
謝謝您的閱讀，更希望能為您服務。
安全與安適 17

四不︰

問題

有關因應的資訊

•不要過度追蹤新聞報導：關心事件最新進展是人之常情，但過度追蹤後續報導會對身心有不良的影響
。尤其是兒童和青少年，一再重播的畫面，等於去強化接觸創傷事件，所以過度觀看這類新聞報導很
可能會造成明顯困擾，或產生模仿行為。
•不要過度揣測行兇動機：追根究底是人性，但追逐新聞報導去診斷行兇者或是揣測行兇動機，除了滿
足好奇心之餘，也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恐懼或恐慌的情緒，例如出現草木皆兵的感覺而不敢外出。況且
人類行為是複雜的，絕不只是因為沈迷電玩、教育偏差或課業壓力…等單一因素而形成。
•不要過度災難化、疾病化：意外事件與災難事件並不完全相同。即便北捷事件對倖存者來說是個災難
、是個創傷，但不代表他們一定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因為人類對於生理與心理的創傷具有強大的復
原力。
•不要過度疑神疑鬼：倖存者與未受波及民眾最近不敢搭捷運是常見的，這是出現不尋常事件之後的正
常反應，不需懷疑自己是否不對勁。當自己疑神疑鬼，害怕事件再發生時，可以試著解釋自己疑心擔
憂是因為想起了那事件，接著告訴自己現在是安全，這樣的感覺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終究會消散
。

心理急救的八大核心行動有其順序，需要
從第一個核心行動開始，不同的核心行動
不能同時使用。

○或╳
╳

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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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續例行的活動：縱使人類對於創傷具有強大的復原力，但「復原」是持續、日常、漸進的過程，
非突然好轉。而持續日常生活的行動，例如工作、上學、照顧家人都有助於對自己身心的復原。
•要懂得向他人求援：意外的發生後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不要怕麻煩他人，被求助的親友事實上
也受惠。除了周遭的人，向助人專業的團體尋求服務也是好方法，例如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就承諾
盡力提供義務的諮詢服務。（可用信箱taipei.psy@gmail.com聯繫）
•要從苦難尋找希望：在這樣令人驚駭的事件中仍可以見到人性的希望，例如在事件現場老婦人的鎮定
與一名前護理人員的機警，或是有人主動到事發現場附近為罹難者哀悼，或是有人發起勇敢坐捷運的
活動…這些新聞都讓人感到溫暖與希望。除了看到別人所作的，自己也能思考如何用正面的力量面對
18
這場苦難，這些方式都有助於建立實實在在的希望感。

問題
留意與確保特定次團體倖存者的安全，基
於其所屬的族群、宗教或組織，他們可能
成為迫害的目標。

貳、安全與安適
目標：
提升立即與持續的安全，並且提供身體及
情緒的安適。
p12

○或╳
○
19

22

問題
如果助人者缺乏明確資訊，不要為了讓倖
存者安心而猜測或創造資訊。

重建安全感是災難與恐怖攻擊發生後即刻
的重要目標。
安全感︰確保當前的人身安全。
留意與確保特定次團體倖存者的安全，基
於其所屬的族群、宗教或組織，他們可能
成為迫害的目標。
補充：在台灣可能較需要注意倖存者的身
心障礙、信仰、生活習慣來安排住宿。例
如基督教、一貫道。

○或╳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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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太太，我不確定土石崩塌的情形是不
是完全被控制住，但是目前我們所做的，
就是讓你們更安全。我們監控了天氣預報
、土石的危險程度，所以才決定搬遷收容
地點。現在您還有對安全上的顧慮嗎？」
讓倖存者獲得因應這些擔憂的資訊。
不要向人們擔保他們是安全的，除非你有清楚
正確的資訊指出確實如此。
你可以依據目前對局勢的掌握，處理人們對安
全的掛慮，
21

24

25

28

26

29

27

30

《論死亡與臨終》
一個人被診斷出不治之症到臨終前的五個
情緒階段。
伴隨親人死亡、家園流失的哀傷不應套用
「階段」的概念，因為每一段關係都是獨
一無二的。
「否認」親人去世→罕見

31

34

問題

心理急救的觀點
悲傷反應是反映死者重要性的健康反應。
悲傷反應人人不同，沒有特定的悲傷方式
是對或錯的；而且沒有「正常」的悲傷時
期，沒有單一的「正確」悲傷歷程。
最重要的是尊重與瞭解，彼此可能經歷自
身特有的悲傷歷程。

悲傷反應並非人人不同，有「正常」的悲
傷時期，有「正確」的悲傷歷程。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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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lisabeth Kübler-Ross

不要說：

接受

否認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或許這是最好的情況。
他現在的狀況比較好。
這是她該離開的時刻。
至少他走得快。
我們來談其他的事。
你必須努力克服這件事。
你夠堅強去處理這件事。
你應該為他能這麼快離開
感到高興。
• 殺不死我們的會讓我們更
堅強。
• （對一個孩童）你現在是
這個家的男主人/女主人。
•
•
•
•
•
•
•
•
•

憤怒

討價還價

沮喪
33

很快的你就會感覺比較好。
你已盡你一切所能了。
你需要悲傷。
你需要放鬆。
還好你還活著。
還好沒有其他人死亡。
它可能是糟糕的；你還有
個兄弟/姐妹/媽媽。
• 一如上蒼（神旨）的指示，
任何事都有其最佳的意義。
• 我們所經驗到的無法超過
我們所能忍受的。
• 有一天，你會有答案。

•
•
•
•
•
•
•

36

一個人的療癒

心理急救的觀點p20
 向悲傷者保證，他們現在經歷的情況是可瞭解與
可預期的。
 使用死者的名字，而非將他/她稱為「死者」。
 讓悲傷者知道，他們很可能持續經歷一段難過、
孤單、或憤怒的時期。
 告訴他們，如果持續經歷干擾日常功能的悲傷或
憂鬱時，和神職/宗教人員或專門處理悲傷的諮商
者談話是可行的。
 告知他們的醫生、城市或社區心理衛生機構、或
當地醫院可以轉介他們接受適當的服務。

•John W. James
•美國傷心療癒協會創辦
人
•Russell Friedman
•現任協會的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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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的感受。」

40

同場加映

「…大多數人認為，他們完全沒有被這句
話安慰到。…答案在於…所有關係都是獨
一無二的，無一例外！」
「有類似的失落，只不過是一個理性的事
實罷了，在情緒上幫不了忙。」

記者：「空難後有些罹難者家屬會一直想
著因空難往生的家人。這時候是不是要他
們不要去想比較好？」
不想比較好：請舉紅牌
 想比較好：請舉綠牌

38

我們來談其他的事。
你必須努力克服這件事。
你夠堅強去處理這件事。
你應該為他能這麼快離開感到高興。
「失落的起因是理性的，但產生的反應是
情緒性的。」
「沒有幫助的話都是出自善意…訴諸理性
…提供很困難…的建議…」
傷心的人「想要被聽到、需要被聽到，而
不是被修補。….某個程度來說，有效的療
傷就是傷心被聽到罷了。」
39

41

問題
悲傷會讓人處於濫用非處方藥物、增加抽
菸、和飲酒過量的風險，但對這樣的行為
，助人者應既不鼓勵也不勸阻。

○或╳
╳
42

問題
悲傷會讓人處於濫用非處方藥物、增加抽
菸、和飲酒過量的風險。協助倖存者察覺
這些危險、自我照顧的重要、以及哪裡可
獲得專業幫助。

多數受到災害衝擊的倖存者，立即想要的
就是希望能聯繫到他們的重要親友、鄰居
、或神職人員。

○或╳
○
43

問題

46

多數受衝擊個體的立即掛慮，就是希望能
聯繫到他們的重要他人（如配偶∕伴侶、
小孩、父母、其他家人、親近的朋友、鄰
居，及神職人員）。
提高倖存者與家人或重要他人的接觸機會
助人者習慣提供自己的社會支持，而忘了
去幫協助倖存者重新連結先前的社會支持
，提升他們的自然復原力。

張先生目睹兩歲兒子罹難，但一直深信回
家後就能見到兒子。 因為這是倖存者處於
毀滅性情況下持續運作的方式。不鼓勵但
也不勸阻這類希望。

○或╳
○
44

問題
張先生︰目睹兩歲兒子罹難，但一直深信
回家後就能見到兒子。
倖存者可能會表達對奇蹟的盼望，即使面
對所愛者已逝的事實。不要將此作為他/
她與現實脫節、或未聽見已說明的事情的
證據，這是倖存者處於毀滅性情況下持續
運作的方式。不鼓勵也不勸阻這類希望是
重要的。

因為兒童身心未成熟，身為專家應不建議
兒童到場參加葬禮。

○或╳
╳
45

48

補充：空難罹難者遺體處理流程

兒童到場參加葬禮可能有其助益。雖然葬
禮帶來情緒挑戰，卻能幫助兒童接受死亡
的物理現實，而這是悲傷過程的一部分。
如果兒童未被納入參與，可能會覺得遺漏
掉某些對家庭重要的事。
不過，可以鼓勵兒童，但不應強迫。應該
讓兒童選擇是否要參加葬禮或其他儀式。
在詢問兒童的選擇前，告知如果參加時預
期會經歷的事，包括讓其得知大人可能會
難過哭泣。讓他們知道儀式進行期間會發
生的事。

心理急救提供者通常不會參與遺
體辨識的程序，但是可能會在遺
體辨識前後提供罹難者家屬協助
，所以了解流程會有幫助。

49

52

補充：空難罹難者遺體處理流程

問題
較大的兒童可能要求在辨識遺體時在場；
然而，大部分情況下，應勸阻兒童參與這
個過程。

○或╳
○
50

p27

•第一階段：
–空難事故通報
•第二階段：
–搜尋救護
–撿傷分類
–現場處理
•第三階段：
–遺體分類
–罹難者清單
–通知家屬
–罹難者生前資料
–遺體檢查記錄

•第四階段：
–遺體比對
–確認遺體身分
–家屬說明會
–開具相驗屍體證明書
–家屬領回遺體
•第五階段
–遺體運送
–公祭法會
–撫卹賠償
–事故調查結果
53

問題

兒童可能不瞭解遺體敗壞或改變的程度，
而且可能發覺看到遺體極度讓其困擾。
照顧者可以對孩子這樣說：
「包叔叔不會想要你看見他那個樣子。我會
去確認那是不是他。 」
 人們看過遺體後會有各式反應，包括震驚
、麻木、昏厥、嘔吐、顫抖、尖叫、或打
擊某物或某人。

當罹難者家屬接獲死亡通知，出現強烈情
緒反應，身為助人者應馬上介入處理。

○或╳
╳
51

54

不要急。家屬需要時間處理消息與詢問問
題。
容許初期出現強烈反應；這些可能會隨時
間改善。
當談論到證實死亡的人時，使用「死亡」
（died，往生），而非「失去」（lost）
或「去世∕逝世」（passed away）等字詞
。
記住，家屬不想知道你感覺如何（同情〔
sympathy〕）；他們想知道你正嘗試瞭解
他們感覺如何（同理〔empathy〕）。

你對這些父母可以怎麼說？
「你已經經歷很多了，盡可能保護你和你
的孩子免於更多驚嚇惱人的畫面和聲音是
個好方法。即使電視播放的災難畫面，也
可能會嚴重困擾孩子。你可以發現，當你
限制孩子觀看災難的電視報導時，他們會
覺得比較好。對大人來說，休息一下不看
這些報導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55

問題

58

問題

看太多電視或玩太多電動遊戲是無益的壓
力因應行為。

失蹤者的家屬可能會經歷許多不同的感覺
：否認、擔憂、失望、生氣、震驚、或愧
疚。

○或╳
○

○或╳
○
56

59

失蹤者家屬可能的感覺與想法

你對這些父母可以怎麼說？
額外接觸的創傷事件和創傷喚醒物：
使倖存者驚恐的景象、聲音、或氣味。
我們可以這麼做：
向倖存者指出過度觀看這類新聞報導很
可能會造成明顯困擾，尤其是兒童和青
少年。

當所愛者失蹤時的感覺：否認、擔憂、失
望、生氣、震驚、或愧疚。(蘇花公路事件)
可能交替出現此人必定還活著─即使面對
矛盾的證據，以及無望與絕望的情況。
可能責怪管理當局未給予答覆、不夠努力
、或拖延。
可能也想報復那些他們認為負責尋找失蹤
親友的人。
57

60

土石流防災資訊-地圖版

幫助失蹤者家屬的重點

http://goo.gl/yZzg9

對家屬保證警察、以及其他緊急應變人員
，正在盡任何可能找尋失蹤的所愛者。
在協助所愛者失蹤的家屬時，可透過幫助
他們獲得有關失蹤者的最新消息、指引他
們到提供最新簡報的地點、以及告訴他們
在聯繫∕重聚倖存者地點的相關計畫。(福容

http://goo.gl/bYUoK

飯店)

61

64

62

65

幫助失蹤者家屬的重點

幫助家人失蹤的倖存者-1991專線

僅僅待在那裡，傾聽倖存者的希望與害
怕，真誠提供資訊與回答問題，便常能
獲得深刻感謝。
安撫並阻止他們自己去尋找失蹤親友。
協助他們回想失蹤親友的可能位置：
學校或工作地點是否疏散計畫？
緊急的連絡電話或會合地點？

簡介：
內政部有鑑於重大災害發生時，常因災區電話
系統損壞或民眾關心家人互報平安之話務，造
成電話線路不通或壅塞，緊急報案電話亦無法
撥通，因此於民國99年建置完成兼具容錯、備
援功能、使用簡單、語音及數據分流之整合性
報平安留言平台（包含「1991報平安語音留言
專線」及「1991報平安網路留言板」兩項系統
），民眾可直接用本平排互相交換平安訊息。
63

66

1991專線使用方式：(高振傑 編寫)
手機或市話直撥1991(專線不需加區碼)，語音會詢問您
要聽取何種語言的訊息，有國台客英四種語言可選擇。
選擇語言後，可繼續選擇要「留言」或「聽取留言」。
若選擇「留言」，系統會自動抓取您所用電話的號碼，
並以電腦語音報出，作為「約定電話」。如果您用別人
的電話，想更改「約定電話」為您的家中電話或您的手
機號碼，可以在稍後的語音指示下更改「約定電話」。
若選擇「聽取留言」，電腦語音會請您輸入「約定電話
」。倘若您沒有和家人約定好用哪個電話號碼當作「約
定電話」，您可以試著輸入那位家人的手機號碼、家中
電話、公司電話來嘗試。您也可以用「留言」來等待家
人跟您的聯繫。
67

保持鎮定、安靜地待著，而非嘗試直接和
對方談話，此舉可能造成認知∕情緒過度
負荷。只要保持在可服務的狀態，同時給
對方幾分鐘鎮定下來。
留在附近與其他倖存者談話、做些文書工
作或其他事情，同時，當個體需要或想接
受進一步協助時，可予以服務。p30

70

情境
參、協助穩定（若有需要）
目標：
讓被情緒淹沒與失去定向感（disoriented）
的倖存者平靜並恢復定向感。
p29

如果陳太太在和你交談的過中，看起來極
度激動，顯露說話急促、似乎與周遭環境
脫節、或是持續大哭。
你可以怎麼幫助她？

68

問題

71

你可以怎麼幫助她？

如果倖存者太過於煩亂不適、激動、退縮
、或喪失定向而無法談話，或顯露極端的
焦慮、害怕、或恐慌，這是急需介入的徵
兆，建議一直嘗試直接和對方談話，才能
穩定倖存者。

要求對方聽你說話，並且看著你。
確認他/她是否知道自己是誰、在哪裡、以
及現在發生什麼事。
要求他/她描述周遭環境，說出你們目前在
哪裡。
「安心穩步（grounding）」

○或╳
╳
69

72

安心穩步-1
1. 採取一個舒服的姿勢坐著，腿和手不要
交叉。
2.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3. 觀看你的四周，找出五個你能看見，但
不會讓你感覺困擾的東西。例如你可以
說：「我看見地板、我看見一隻鞋子、
我看見一張桌子、我看見一個人。」
4.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如果這些方式均無助於情緒穩定，應諮詢
醫療或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因為可能需要
藥物。

73

安心穩步技術-2

76

問題

1. 接著，找出五個你能聽見，不會讓你覺
得困擾的聲音，例如你可以說：「我聽
到一個女人在說話、我聽到我自己在呼
吸、我聽到門關起來、我聽到有人在打
字、我聽到電話鈴聲在響。」
2.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安心穩步（grounding）」技巧能幫助情
緒激動的倖存者，但需要按部就班才有效
果，所以不能更動其內容與程序。

○或╳
╳
74

安心穩步技術-3

77

p32

1. 接著，找出五個你能感覺到的事物。例
如你可以說：「我可以感覺到手臂靠著
的扶手、我可以感覺到在我鞋子裡的腳
指頭、我可以感覺到我的背部緊靠著椅
子、我可以感覺到我手上的毛毯、我可
以感覺到我的嘴唇抿著。」
2.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對於有視覺、聽覺、或表達言語困難者，
修改介入方式。
例如針對年紀較小的孩子，可以讓兒童命
名他們所看到周遭的顏色。
「從你坐著的地方能看見的五個不同顏色的
東西嗎？試試看把你看到的顏色說出來。
你可以看到藍色的東西嗎？黃色的東西？
綠色的東西？」
75

78

問題
肆、資訊蒐集：當前需求與關注
目標：
辨識當前的需求與掛慮之事，蒐集額外資
訊，並量身訂做心理急救介入的策略。
p33

若發現倖存者有身體、心理疾病或藥物需
求，他們需要優先被關注

○或╳
○
79

情境

82

蒐集資訊時發現…

你被派到另一個收容地點，大約有三十戶
左右的人家。指揮總部希望你能在一小時
內搜集這三十戶倖存者的資訊。一戶人家
大約有3-6個人不等，而你只能用每戶2分
鐘的時間評估他們的狀況。
在沒有時間進行完整評估的狀況下，你的
評估重點要放在哪裡？

身體、心理疾病或藥物需求
自傷或傷人的想法
你會怎麼做？
需要立即轉介
需要額外的服務
安排後續的會面
使用心理急救中可能會有幫助的行動
80

83

倘若時間充分

你的評估重點要放在哪裡？
是否需要立即轉介
是否需要額外的服務
是否安排後續的會面
是否使用心理急救中可能會有幫助的行動

資訊蒐集表（講義）
適合挨家挨戶訪談用。

外展服務個案記錄表(講義)

81

84

情境

馮大姊的先生在這次意外去世。目前她與
妹妹一起住在收容中心，不過她妹妹的先
生也在這次意外中失蹤。由於有高血壓病
史，因此當覺得自己臉紅或頭痛時就會要
求量血壓，不過在量完且得知正常就能較
為冷靜。
身心遭受創傷[風險因子]
親近者死亡[風險因子]
身體疾病、心理疾病或藥物需求★★
[立即關注][風險因子]

馮大姊的先生在這次意外去世。目前她與
妹妹一起住在收容中心，不過她妹妹的先
生也在這次意外中失蹤。由於有高血壓病
史，因此當覺得自己臉紅或頭痛時就會要
求量血壓，不過在量完且得知正常就能較
為冷靜。
請利用「資訊蒐集表」分析馮大姊的狀況
，並規劃後續協助的方向？
85

身心遭受創傷[風險因子]
親近者死亡[風險因子]
擔心災後人身安全[立即關注]
親友下落不明[立即關注]
身體疾病、心理疾病或藥物需求★★
[立即關注][風險因子]
? 巨大資源流失[風險因子]
? 過度的罪惡或羞愧[立即關注]

V
V
?
?
V

88

資訊蒐集表的提醒
協助建立「優先順序」，
而非「PTSD篩檢」
蒐集資訊的目的：提供「後續協助」

86

?
?
?
?
?
?

自傷或傷人的想法★★[立即關注]
缺乏社會支持[風險因子]
曾使用酒精或違禁藥品[風險因子]
先前經歷創傷與親近者死亡[風險因子]
原先的重要規劃被打亂
其他任何擔憂的事情

87

89

伍、實用性協助
目標：
提供倖存者處理其當前需要與掛慮事務的
實用性協助。
p41

90

情境

您要怎麼幫忙黃小姐？

黃小姐在收容中心不斷走來走去，表情相
當焦躁不安。您上前詢問是否需要幫忙，
結果黃小姐連珠炮似地向您訴苦。「我跟
上了年紀的媽媽走散，不知道怎麼找到她。
房子不知道現在怎麼了？會不會已經被土
石流淹沒了？我的親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在
這裡，手機電話又不通，要怎麼辦？撤離
的時候，我忘了帶金融卡，身上的現金用
完怎麼辦？沒錢沒辦法看醫生，那我氣喘
發作該怎麼辦？」

步驟二：澄清需求
跟倖存者談話，以便具體指明他們的問
題。在問題得以被瞭解與釐清後，便比
較容易確定處理該問題的實際步驟。
「…撤離的時候，我忘了帶金融卡，身
上的現金用完怎麼辦？沒錢沒辦法看醫
生，那我氣喘發作該怎麼辦？」
澄清需求時可以參考p33「肆、資訊蒐集」

討論：您要怎麼幫忙黃小姐？

您要怎麼幫忙黃小姐？

P42

請各組討論以下問題：
1.黃小姐有哪些需求？
2.您認為哪個需求最重要？

步驟三：討論行動計畫
•倖存者可能會說出他/她希望能做什麼，或是專
業人員也可以提供建議(目前與日後可得的資源
有哪些)。
1. 食物、衣物、住所或 5. 投入救災行列的志
工服務機會
醫療資源
2. 心理健康與靈性宗教 6. 可能資源與支助、
申請資格的判準，
的照顧
以及申請程序。
3. 經濟援助
4. 協尋失聯的親友

您要怎麼幫忙黃小姐？
•步驟一：標認最立即的需求
•一次聚焦於一個 「聽起來好像有幾件不同的
–找到走散的媽媽 事讓你很擔心，像是家裡
–得知房屋現況
現在的情況如何、媽媽在
–連絡親友報平安 哪裡、沒錢要怎麼辦。這
些都很重要，但是讓我們
–經濟問題
–醫療問題：氣喘 來想想看，現在最重要的
是哪個，然後，我們一起
•挑選需要立即協助

針對它來想個辦法。」

您要怎麼幫忙黃小姐？
步驟三：討論行動計畫
需求可以立即解決。
例如：提供醫療、提供飲水或
食物打電話給家人報平安。

需求無法立刻解決，但可以針對這些問題
採取進一步的具體行動。
例如；找到失蹤的重要他人(申報失蹤人口)、
回復慣常的生活、取得財產損失的理賠(填寫
保險理賠表格)、有年老或失能的家人要照顧
(申請照護服務）。

您要怎麼幫忙黃小姐？

情境

步驟四：因應需求的行動
幫助倖存者採取行動。例如，幫助個案與
負責的服務單位約定會面，或者協助他/她
完成文書工作。
前進指揮所或聯合服務中心通常會有政府
相關單位或能提供資源的
民間團體進駐。

阿同伯，六十三歲男性，他太太在十年前
因癌症過世，此後就和未婚的女兒住在一
起過生活。不過，女兒卻在這次災害中喪
生，高大的他卻因此而顯得憔悴衰弱，住
的房間也混亂不堪。他的其他兒女遠在印
尼，無法立刻趕到。他對於女兒喪生的這
件事情不知所措，尤其自己的生活幾乎都
是女兒打理，例如幾點吃降血壓的藥，要
吃多少，都是女兒提醒的。

您如何提供阿同伯所需的支持?
陸、連結社會支持
目標：
協助倖存者建立與主要支持者或其他支持
來源的短暫或持續連結，包括家人、朋友、
以及社區援助資源。
p44

女兒在這次災害中喪生
顯得憔悴衰弱
住的房間混亂不堪
其他兒女無法立刻趕到
生活無人打理，例如幾點吃降血壓的藥，
要吃多少
建議︰可以回顧「壹、安全與安適」、
「肆、蒐集訊息」或「伍、實用性協助」。

98

您如何提供阿同伯所需的支持？

社會支持的形式
情感支持
自我價值的再保證

可靠的支持

社會連結

社會支持

提供建言與資訊

被需要的感覺

物質上的協助
體力上的協助

多數受衝擊個體的立即掛慮，就是希望能
聯繫到他們的重要他人（如配偶∕伴侶、
小孩、父母、其他家人、親近的朋友、鄰
居，及神職人員）。
提高倖存者與家人或重要他人的接觸機會
例如︰幫阿同伯連絡到在海外的兒女或其
他親友。
助人者習慣提供自己的社會支持，而忘了
去幫協助倖存者重新連結先前的社會支持
，提升他們的自然復原力。

注意！避免保證壓力反應會消失
柒、有關因應的資訊
目標：
提供有關壓力反應與因應的資訊，以減低
困擾不適與促進適應功能。
p49

助人者應避免給出壓力反應一定會
消失的全面、無條件保證。以免讓
倖存者對於復原所需要的時間，產
生不實際的期待。

103

問題

106

除了提供災後反應的基本訊息…

為了避免疾病化，對那些經歷嚴重創傷者
與失落者，你應避免告訴他們關於壓力反
應的基本知識，避免回顧這些壓力反應。

提供「能有效因應災難後壓力反應與逆境
的方式」。p52
有益的因應方法
無效的因應行為
參考<附錄E；給倖存者的講義>p84
以下介紹幾種特定情境下的因應方式。

○或╳
╳
104

若有必要仍可回顧創傷反應
降低倖存者的焦慮︰
回顧這些反應，並強調這些反應都是可理
解的意料之事。描述常見的壓力反應，並
告知劇烈反應的強度會隨時間減弱，是有
助於倖存者的。
協助倖存者自我監控︰
告知倖存者，若這些反應持續存在，且妨
礙正常功能達一個月以上，則應尋求心理
機構的協助。

情境
相對烏來嫂怨天尤人，烏來伯(50歲)則是
對自己有很深的罪惡感。因為他認為如果
當初買房子時不要買在坡地就不會發生這
樣的事情，如果注意到附近山坡地被過度
開發，即時對建商抗議，那麼這場意外也
許能夠避免。

您要如何協助烏來伯？

魯濱遜漂流記練習法

聆聽這類負面信念，並協助他們以沒那麼
負面的方式看待這個情境。
告訴倖存者，即使他/她認為錯在自己，並
不會使這就變成真的。
若倖存者願意接受，你可以提供一些看待
事情的替代方式。
協助去澄清那些會惡化苦惱、沒有根據的
罪惡感、或羞愧感的那些誤解、謠言與對
現實的曲解。(非理性想法)

您要如何協助烏來伯？
「有沒有其他你可以看待這件事情的方式，
可以降低你的困擾，而且比較有幫助？」
「其他思考這件事情的方式可能是什麼？」
「如果你的好朋友像這樣說他自己，你可能
會如何回應？」
「你會對他說什麼？你可以對自己說一樣的
話嗎？」

演練：您要如何協助烏來伯？
一人扮演烏來伯，另一人扮演心理急救提
供者，2分鐘後交換角色。

不幸：我被沖上一座孤島，離開無望。
幸：可是我還活著，不像同伴那樣已經淹死。
不幸：全體船員中偏偏是我來當這個最不幸的人
。
幸：可是全體船員中只有我被選中逃過一死。
不幸：我沒有衣服可以蔽體。
幸：可是我在一個熱帶地區，就算有衣服也幾
乎不想穿。
結論：「從現在開始我的結論是，比起地球上其
他可能出現的一切情況，我在這孤寂的情
況下都還能覺得滿幸福的。」

兒童與青少年的情緒管理
針對不易指認這些想法的孩童或青少年，
可以將一些負面想法寫在紙上（例如「我
做了錯事」、「我使這件事發生」、「我
之前不乖」），並讓孩子繼續加上去。
接著你可以和他們討論每一個，澄清其中
的誤解，並且討論更有助益的想法，然後
寫下來。
提醒孩童或青少年他/她並沒有錯，即使他
們沒有表達出這方面的想法。

問題
不要要求兒童直接描述他們的情緒（如告
訴你他們覺得難過、害怕、困惑或生氣）
，因為這對兒童的身心發展可能有害處。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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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兒童談論身體與情緒反應是有幫助的
簡單解釋災難相關經驗如何導致令人不悅
的情緒與生理感覺，對很多孩子會有幫助
。P52
先別要求兒童直接描述他們的情緒，因為
要他們找到適當的字眼並不容易。取而代
之的是，請他們告訴你生理感覺，例如：
「你身體感覺如何呢？你會覺得胃在翻攪
或全身很緊繃嗎？」

捌、和協同服務連結
目標：
將倖存者連結至當下或未來所需且可取得
的服務。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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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兒童談論身體與情緒反應是有幫助的

119

情境
您和烏來嫂會面幾次之後，發現她的失眠
狀況並未緩和，情緒也愈來愈糟糕。除了
容易發脾氣，低落的情緒讓她吃不下飯，
且無心照顧孩子們。您和夥伴討論之後，
決定要轉介給當地的心理衛生中心。
您會做哪些事情讓烏來嫂的轉介過程較為
順利？

如果他們有能力談論自己的情緒，可以提
出幾種不同的情緒，並讓他們從中挑選一
個（「你現在覺得難過、害怕嗎？或者其
實都還好呢？」），而不要問開放性的問
題（「你現在覺得如何？」）
你可以簡單的畫出（或要孩子畫）一個人
的輪廓，並利用這張圖，讓孩子談論他╱
她的生理感覺。
117

如何作好轉介工作

如何作好轉介工作(p61-62)

1.摘要主訴：摘要你和倖存者對其需求與掛
慮之事的討論內容。
「案主在進入收容中心三週以來，一直有失
眠與情緒低落的困擾，且容易生氣、食慾
降低、無力照顧孩童，因此轉介心衛中心
。」
2.核對摘要：核對你的摘要是否正確。

1. 摘要你和倖存者對其需求與掛慮之事的討
論內容。
2. 核對你的摘要是否正確。
3. 說明轉介的選擇，包括轉介如何有所幫助
，以及當個體希望獲得進一步幫忙時可能
出現的情形。
4. 詢問倖存者對轉介建議的反應。
5. 給予書面轉介資訊，或若可能，預約日後
轉介服務進行的地點與時間。(制式表格)

如何作好轉介工作

問題

3.說明為何轉介：說明轉介的選擇，包括轉
介如何有所幫助，以及當個體希望獲得進
一步幫忙時可能出現的情形。
「收容中心工作人員已協助案主孩童照顧與
專人固定會談，但失眠與情緒困擾仍無改
善，且疑似惡化，近日有自殺意念出現，
因此需要進一步評估其危險性，請該單位
協助安排心理衛生或醫療專業人員協助。
」

當助人者離開時，受到協助的倖存者可能
會感覺到被遺棄或被拒絕。

○或╳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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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持續照護的感覺(p62-63)

4.詢問反應：詢問倖存者對轉介建議的反應
。
「烏來嫂，因為妳一直睡不好，吃飯也吃
不下，所以我安排妳到心衛中心做一些檢
查，好不好？」
5.給予書面資訊：給予書面轉介資訊，或若
可能，預約日後轉介服務進行的地點與時
間。

給予倖存者志願提供服務的當地健康或心
理衛生服務人員之姓名和聯絡資訊。
引見倖存者認識其他心理衛生、健康照護
、家庭服務、或救災工作人員，以讓他們
得知你以外的其他助人者的姓名。
減低倖存者和助人者們永無止盡的會面，
別讓他們不停告知每個人自己的故事。(不
經手兩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