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心理衛生訓練課程-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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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急救訓練工作坊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蘇逸人助理教授1 高振傑臨床心理師2
1長庚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臨床心理組
2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臨床心理科

 高雄市政府於 8 月 1 日凌晨成立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管制相關路口，宣布撤離武慶路以西、二聖路以北、
民權路以東、 三多二路以南區域內的所有居民置高雄
市立文化中心與數個學校 (如光華高中、五權國小) 或
竹西里活動中心避難。8 月 3 日晚間另在普賢寺及勞
工育樂中心的獅甲會館開設 2 處收容所。收容人數最
多高達 1200 人。
 8 月 1 日及2 日前鎮區、苓雅區停止上班上課。許多
大樓疏散住戶，路邊站滿居民，許多人夜宿公園、足
球場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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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與大型創傷初期心理介入：
綜合演練與實務討論

 您身為災難心理衛生的專家，於氣爆發生凌晨被邀請

至高雄市衛生局討論對策。會議中，衛生局請您提供
災害初期的心理衛生工作重點要放在哪裡？請您舉出
三個重點工作，並指出這三個重點工作分別包含哪些
「核心行動」。

蘇逸人、高振傑、潘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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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31日23 時至8月1日凌晨，在高雄市前鎮區

 災害初期「安身」為主 (1: 接觸與允諾協助; 2:安全與

與苓雅區發生多起石化氣爆事件，造成 32 人死亡、
308 人受傷，罹難者包含五名警消、2 名義消。氣爆
也造成三多一、二路、凱旋三路、一心一路等多條重
要道路嚴重損壞。8 月1 日凌晨啟動大量傷患機制，
高雄市各大醫院提供緊急救護。

安適 )
 建議與能滿足當前需求的專業合作（如社工師提供補
助、醫療人員提供治療、慈濟志工提供飲食、發佈搜
救更新資訊的負責小組）。
 協助減少環境中可能造成危險的事物。
 協助增加居住環境的舒適感 (如隔間、耳罩眼塞)。
 提供目前災難應變的資訊。
 促進穩定的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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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安心」為主 (1: 接觸與允諾協助; 2:安全與安適;

 對於有親友罹難、失蹤者的預備 (1: 接觸與允諾協助;

3: 協助穩定; 6: 連結社會支持; 7: 有關因應的資訊 )
 先前促進安身的資訊，可促進安心。
 預期與協助減少可能遭遇情緒不穩定的情況
 協助與重要他人取得連結
 提供可能常見的反應與因應資訊
 教導簡易的因應焦慮的技巧

2:安全與安適; 3: 協助穩定; 6: 連結社會支持; 7: 有關
因應的資訊 )
 助人者應事先準備與預期，尋獲罹難者、發佈死亡通
知、辨識遺體、殯葬事宜、保險理賠歷程中，家屬可
能的情緒與行為反應（如悲傷情緒），及可能所需的
心理與物質支持。據此，可預先對志工提供上述說明
與訓練，協助預先瞭解可能遭遇的情況，及可採用的
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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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有素的心理急救人員，可教育與輔助其他在地專

業/半專業人員從事初期
 1: 接觸與允諾協助「蒐集訊息」(PFA-4) 、「允諾協
助」(PFA-1)、與協同服務連結 (PFA-8)
 蒐集訊息：蒐集受災者當前的需求與關注的事物。
 允諾協助：讓受災者知道「你是誰」、「你可以做什
麼」及「哪裡可以找到你」。
 與協同服務連結： 根據對受災者的需求，連結轉介至
適當的資源。

 氣爆發生第二天，你進入收容安置所提供心理協助。

負責的社工人員表示某位倖存者吳先生可能需要協助，
其呈現心情低落、對外界無興趣、食慾不振情況。其
太太在氣爆當晚騎車出去，迄今音訊全無。
 吳 XX ，32歲，育有一子，與太太於 2008 年結婚。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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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新聞媒體、社群網路，及文宣發放提供受災者災

後反應、針對災後反應的因應資訊 (PFA-7) 與連結協
同服務的方式(PFA-8)。
 因應的資訊：同理與常態化。
 連結協同服務：專線電話、聯繫地點
 預先瞭解經歷親友失蹤者可能的情緒與行為反應（如
急切想去現場），請相關單位與人員規劃可能的因應
措施。例如，根據手冊p.18，應定時進行搜救簡報，
說明搜救人員目前的搜救情況與進度，針對疑慮統一
給予澄清。

 您到現場後，發現吳先生目前的情緒是混合擔憂與悲

傷，擔憂部份較多。
 他先前無飲酒、抽煙、使用藥物的習慣，意外發生之
後亦無使用酒精，但出現早醒且睡眠常中斷，因此朋
友給予助眠劑。
 氣爆後開始出現頭痛，其他身體抱怨則為胃痛，但吳
先生表示胃先前一直不好。
 吳先生目前首要需求為找到其妻。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2

練習

講師解說

13

 請您依據心理急救的八大核心行動內涵回答下面問

題︰
1. 吳先生哪些部份需要特別留意？
2. 這些需留意的地方，您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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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爆發生第二天，你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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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資訊不足夠，故需要多收集
瞭解生理疾病、失眠、頭痛情況
針對基本需求，吃不下的問題先做瞭解
提供資訊，目前對遺體搜尋的進度
最好有聯繫窗口，允諾與接觸協助
提供資訊，關於搜尋的情況，第一時間的情況很重要
妻子過世後的哀傷反應，持續有身心問題、頭痛、胃
痛、醫療上的問題
關於使用助眠劑的問題，有無醫師處方？需要瞭解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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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爆發生第二天，你進入

 若欲接觸吳先生，可參考

收容安置所提供心理協助。
負責的社工人員表示某位
倖存者吳先生可能需要協
助，其呈現心情低落、對
外界無興趣、食慾不振情
況。其太太在氣爆當晚騎
車出去，迄今音訊全無。

(PFA-1: 接觸與允諾協
助）。協助者應納入目前
的指揮體系，如此可提供
其合法接觸吳先生的機會，
且可能有機會減少對方的
排斥與抗拒。參看 p14)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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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爆發生第二天，你進入

 首先，吳太太現在處於失蹤

收容安置所提供心理協助。 狀態，不確定生還可能性。
負責的社工人員表示某位
此可能為災後經歷心理困難
倖存者吳先生可能需要協
的風險因子，顯示吳先生為
助，其呈現心情低落、對
心理急救服務的優先對象。
外界無興趣、食慾不振情  由於吳先生（隨時）可能面
況。其太太在氣爆當晚騎
臨接獲官方死亡通知或辨識
車出去，迄今音訊全無。
遺體的情況，這些歷程均可
協助支持。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涉及宗教性議題，提供者需
預先了解，所在場域或在地
有哪些不同的宗教協助資源？
若吳先生有需求，協助找到
適當宗教代表的人去處理 。
(PFA-2 安全與安適，p23.
「關注悲傷與靈性議題」)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工作坊學員回應


 另外，死亡的接納與處理常

收容安置所提供心理協助。
負責的社工人員表示某位
倖存者吳先生可能需要協
助，其呈現心情低落、對
外界無興趣、食慾不振情
況。其太太在氣爆當晚騎
車出去，迄今音訊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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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爆發生第二天，你進入

收容安置所提供心理協助。
負責的社工人員表示某位
倖存者吳先生可能需要協
助，其呈現心情低落、對
外界無興趣、食慾不振情
況。其太太在氣爆當晚騎
車出去，迄今音訊全無。。

 心理急救提供者須謹慎注意，

不給過度/虛假希望與再保
證 (false hope)。協助的重
點放在目前已知 (如目前搜
尋進度與情況，哪裡可得到
最新發佈消息-需先蒐集) 與
可作部分 (如怎麼好好自己
照顧、怎麼與家人取得聯繫
與支持或想作的事)，此部
分屬於 PFA- 2: 安全與安適
(參 p14 )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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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先生目前的情緒是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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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事件剛過兩日，吳先生

擔憂與悲傷，但擔憂的部
份較多。

可能仍抱持明顯希望，同
時相當擔憂或不排除最壞
打算。吳太太的失蹤狀態，
概念上屬於 ambiguous
loss /曖昧失落。
 據此，吳先生目前可能尚
不會有明顯悲傷或哀悼反
應。此可能會在後續尋獲
遺體時出現 (PFA-2: 安全
與安適; PFA-7: 因應資訊）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先前無飲酒、抽煙、使用

 經歷巨變後常出現睡眠問題。

藥物的習慣，意外發生之
後亦無使用酒精，但出現
早醒且睡眠常中斷，因此
朋友給予助眠劑。

可了解吳先生對自己睡眠問
題的看法，可考慮給予適時
衛教、了解生活作息，如睡
前是否觀看災難報導的新聞？
此可能影響睡眠品質 (PFA7 因應資訊，參 p.59「幫助
解決睡眠障礙」) 。
 吳先生使用少量助眠劑，若
在場有身心或精神科醫師，
可轉介提供藥物諮詢。

災難種子教師研習_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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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先生目前的情緒是混合

23

 另需留意的是，若持續無

擔憂與悲傷，但擔憂的部
份較多。

法尋獲吳太太的下落或是
確定找到遺體，由悲傷工
作的階段/觀點來看，會提
高「無法接受親人死亡事
實」的可能，而影響後續
悲傷歷程的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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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先生目前首要需求為找

到其妻。

 首要需求是找到妻子。助人

者可預備其他目前與後續衍
生的需求。其身體症狀的處
理？飲食與睡眠如何？保持
基本作息與身體的活力，有
助於目前狀況。有沒有(想)從
事分心或休閒活動？倘若妻
子確實不幸罹難，可能涉及
後續賠償金？失事責任？與
孩子解釋的問題?（參考 PFA4蒐集訊息：當前需求與關注；
PFA-2安全與安適，保持身體
與情緒的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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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無飲酒、抽煙、使用

藥物的習慣，意外發生之
後亦無使用酒精，但出現
早醒且睡眠常中斷，因此
朋友給予助眠劑。

 關於吳先生對目前擔憂、

悲傷的因應，因為其過去/
現在為使用酒、煙、鎮定
藥物處理，此是好跡象，
顯示至少不會用這些措施
因應悲傷或苦惱。但仍須
保持注意，因為這些情緒
尚未相當明顯。
 助人者可提醒保持基本作
息與身體的活力，補足適
當營養與睡眠，這部分有
助目前的調適與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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