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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簡介
此項訓練向學員簡介兒童心理急救知識。學員需要參加8至9個小時的訓練活動，有關訓練活
動可以在一天或一天半內完成；有關訓練專門為從事兒童心理支援工作的人員和義工，以及
向受困擾的兒童及其照顧者提供直接照顧和支援的人士（例如護士、教師、社會工作者、醫
護義工或救護人員）而設，旨在幫助學員：
• 深入了解兒童面對不幸時會出現的反應
• 了解甚麼是兒童心理急救，以及甚麼不是兒童心理急救
• 認識有關支援兒童的三個行動原則 － 「觀察、聆聽、連結」
• 學會向受困擾的兒童和照顧者提供心理急救
• 考慮複雜反應及情況
• 認識到幫助兒童時，同時懂得「自我照顧」的重要性
本訓練單元是心理急救的四個單元之一，附有一套心理急救材料，包括《紅十字會與紅新月
會心理急救指引》導論書及《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心理急救簡介》小冊子。
四個訓練單元如下：
訓練單元
1: 心理急救簡介

2: 基本心理急救

3: 兒童心理急救

4: 小組心理急救
－ 團隊支援

訓練時數

4-5 個小時

8.5 個小時

8.5 個小時

21 個小時
（三天）

訓練對象

紅十字與紅新月
會的所有員工及
義工

在提供社會心理
支援方面有一定
知識及經驗的員
工及義工

工作涉及與兒童
及其照顧者互動
的員工及義工

管理人員或向員
工及義工提供照
顧及支援的其他
人員

訓練內容

向學員簡介心理
急救基礎技巧

簡介心理急救基
礎技巧，介紹成
人所面對的各種
情況、成人面對
危機的反應，以
及心理急救員應
如何妥善應對

關注兒童面對壓
力的反應，以及
與兒童及其父母
和照顧者的溝通

向共同經歷過不
幸事件的群組提
供心理急救，例
如紅十字會與紅
新月會的員工及
義工團隊

各訓練單元互相獨立，但修習單元四：小組心理急救 － 團隊支援訓練課程之前，必須先參加
單元二：基本心理急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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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訓練單元取材及改編自丹麥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 Denmark)
(2013)的《兒童工作者心理急救訓練手冊》(Psychological First Aid
Training Manual for Child Practitioners)，有關內容可於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 查閱

Save the Children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Training
Manual for Child Practitioners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for Children: 2 Days
Stress Management for Staff: 1 Day

從事與兒童接觸的工作
強烈建議向兒童提供心理急救的工作人員接受相關訓練，並且有信心能夠遵循所合作的國家
及國家紅十字會 / 紅新月會有關兒童保護的指引和常規。請登入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學習平
台：www.ifrc.org，了解更多有關保護兒童的資訊。
下表提供有關從事與兒童接觸的工作之實用建議

在從事與兒童接觸的工作時，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
應該
• 尊重兒童，並將他們視作本身享有權利的個體。
• 聆聽兒童的心聲、重視並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
• 對兒童拍照或拍攝影片前，徵求兒童、他們的父母或照顧者的同意。徵得同意後，務必確保所
有兒童形象得體、衣著整齊，並避免性暗示的姿勢。
• 注意，接觸兒童肢體（也許是為了給予安慰）可能會引起旁人或兒童的誤解。
• 遵守兩個成年人在場的規則 － 在從事與兒童接觸的工作時，確保時刻有兩個成年人在場，
且盡可能在其他人的視線範圍內。
• 賦予兒童權利，促進兒童的權益和認知。
• 與兒童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並解釋如何提出他們的關注。
• 為兒童及成年人舉辦認知工作坊，辨別可以及不可以接受的行為。
• 辨別哪些情況可能會引起非議，並避免陷入這種使自己難堪或易受非議的情況。
• 如果懷疑有人對兒童作出可疑的行動或行為，請作出舉報。
• 有意討論或舉報懷疑或已知的虐待行為時，須知會所屬機構的聯絡人。

不應該
• 當兒童討論某個題目時，要求他們轉換話題。
• 與兒童接觸時，作出可能會對兒童構成風險或危險的行為。 (時刻從兒童最佳利益的角度行事。)
• 強迫兒童參與 － (參與應為自願。盡量鼓勵沒有參與的兒童多多參與。)
• 給兒童提示以進行引導 － 讓兒童自由發言，而不是把你的觀點強加給他們。
• 對兒童進行可能會受到質疑或惹人非議的行動或意圖。
• 使用任何形式的體罰，包括拍打、身體攻擊或身體虐待。
• 羞辱、侮辱、輕視或貶低兒童或施行情緒虐待。
改編自Terres des Hommes (2008)的《兒童保護社會心理訓練手冊》(Child Protection
Psychosocial Training Manual) 和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 (2007) 的《減低兒童導向的
災難風險：實用指引》(Child-L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 Practical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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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手冊
本單元介紹有關兒童心理急救基礎的訓練課程。有關課程可於8.5個小時內完成，並採用廣泛
的訓練方法，包括簡報、積極討論、角色扮演以及小組和個人活動。
為了更符合學員的實際需要，你可以運用你作為訓練人員的判斷，對訓練內容作出調整，例如
針對不同的需要和活動而調整訓練課程（「何時」），或是加入若干建議的訓練方法（「如
何」）。不過，建議你使用多元的方法，以滿足所有類型的學員，同時令訓練充滿互動性和有
趣；尤其建議你運用角色扮演等更為體驗式及活潑的訓練形式，因為這些形式可令學習更有
成效。
本手冊使用以下圖標：
圖標

圖標的含義
活動所需時間

活動目標

所需材料
訓練人員的話
訓練人員提示
投影片

訓練準備工作
必須做足準備，才能確保訓練順利進行。以下是準備工作中需要考慮的事項列表。

場地
• 進出場地的設施，包括附近的巴士或火車站、停車場、洗手間等。
• 適當的訓練室內溫度及照明，如果使用投影儀或投影屏幕，可以將室內光線調暗。

兒童心理急救·心理急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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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室佈置
• 考慮如何佈置訓練室，以鼓勵學員參與，並讓他們感到舒適。
• 確保有足夠的空間同時進行多角色扮演（如將學員分成多個小組），或有額外的訓練室
供學員使用。
• 將時鐘放在所有人均可看見的地方。

材料
• 訓練講義及手冊的影印本
• 鋼筆或鉛筆
• 帶有支架的白板或活動掛圖
• 白板筆
• 電腦及投影機（如使用投影片及視頻）。

其他
• 制訂訓練時間表。
• 預備小食、茶水、咖啡和膳食（如提供）。
• 考慮是否需要輔助人員或其他人員協助你管理時間、安排用餐時間，或在白板或活動掛
圖上，記下討論小組提出的要點。
• 訓練人員與輔助人員的訓練技巧，以及彼此之間的良好溝通與默契，都有助學員學有
所成。

訓練課程
所提供的訓練課程列出本單元的各個環節及所需的材料，並列明所有活動的時間（不包括休
息及用餐時間或醒神活動等）。你需要根據實際需要訂立自己的課程時間表和計劃。有關醒
神活動的示例，請參閱附錄A，有關訓練時間表的兩個示例，請參閱附錄B，第一份時間表是
關於為期一天的訓練，第二份時間表是關於為期一天半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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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角色扮演
訓練中進行的角色扮演分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示範性角色扮演」，由訓練人員親自扮
演心理急救員，向扮演受困擾者提供心理急救；第二種是「實踐性角色扮演」，由學員
練習向扮演受困擾者的學員提供心理急救。可以嘗試在訓練時使用這兩種角色扮演。
示範性角色扮演：使用相同的個案示例，進行兩次實習演示會更有幫助。第一次，你可
以演示較差的心理急救技巧及心理急救員的常見錯誤；第二次，你可以演示較佳的心理
急救技巧。這樣就可以幫助學員了解提供心理急救時，應當做甚麼，以及避免做甚麼，
或當中要注意的禁忌。
個案研究：可供在「實踐性角色扮演」中使用，由學員使用訓練資源中的範本制訂。你
可以提供相關細節，以配合你工作環境的文化和社會背景。
實踐性角色扮演的指示：你可以先鼓勵學員用心想像自己正在經歷個案示例中所描述的
情況，以及由此衍生的反應 ; 這樣，學員才能更切實地反應及回應心理急救員的提問。
訓練員亦要提醒扮演受困擾者的學員，要假裝對心理急救知識一無所知。不過，學員也
不宜提出使心理急救員難以連繫受困擾者的問題，因為這樣的示範對學習沒有裨益。

兒童心理急救·心理急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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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

AURÉLIE MARRIER D’UNIENVILLE

訓練課程

訓練課程
單元三：兒童心理急救
活動
1.

時間
(分鐘)
簡介

1.1 訓練簡介

材料

45

10

一個球
寫有訓練課程的活動掛圖，或向每位學員提供
訓練課程的影印本
紙和筆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膠帶或大頭針

1.2 熱身遊戲

25

1.3 訓練課程

5

1.4 基本規則

5

2.

甚麼是兒童心理急救？

20

附錄C.1.「心理急救陳述」的影印本（剪成單項
陳述）
預先準備的活動掛圖，列明甚麼是心理急救以
及甚麼不是心理急救
活動掛圖紙及白板筆

3.

不幸事件

15

活動掛圖紙、便利貼及白板筆

4.

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

60

附錄C.2.「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發展」的影印本
附錄C.3.「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的影印本

5.

辨識需要心理急救的兒童和照顧者

30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6.

觀察、聆聽、連結

20

附錄C.4.「觀察、聆聽、連結」卡片影印本（制
作三套卡片）

7.

與兒童溝通

60

附錄C.5.「與受困擾的兒童有效溝通的七個技
巧」影印本（剪成多個部分）

8.

示範「觀察、聆聽、連結」

30

無

9.

制訂個案研究

15

附錄C.6.「 制訂個案研究」的影印本
紙和筆

10. 心理急救角色扮演

60

各小組在第9個環節中制訂的個案示例
影印本
附錄C.7.「角色扮演反饋表」的影印本

11.

複雜反應

60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附錄C.8.「一個情境及相關問題」
現有的本地轉介資訊（如有）

12. 自我照顧

45

一個球

12.1 在提供心理急救前後照顧好自己

35

12.2 呼吸練習

10

13. 工作坊結束

15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附錄D：「訓練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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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環節
1. 簡介

投影片 1

45

歡迎學員，就訓練目標形成共識。
營造積極和安全的學習環境。
一個球
寫有訓練課程的活動掛圖或向每位學員提供的訓練課程影印本
紙和筆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膠帶或大頭針

1.1 訓練簡介

10

1. 歡迎各位參加訓練，並介紹訓練人員。告訴學員他們稍後將有機會介紹自己。
2. 請學員分成二人一組，並給他們兩分鐘討論各自對心理急救的認識。甚麼是心理急救？
3. 兩分鐘後，請他們尋找另一位拍檔，這次討論甚麼是兒童心理急救。我們為甚麼需要學習
專門的兒童心理急救技巧？
4. 現在將學員聚集一起，請他們分享各自對心理急救的理解。
5. 在幾位學員回應後，用下面一段話作總結：

心理急救技巧與態度並重，如此才能幫助受困擾及需要援助的人擺脫困境及應付
眼前挑戰。學會這些技巧後，在個人及工作中面對危機事件時就可以派上用場。現在請
學員分享各自對兒童心理急救的理解，並請他們說明為甚麼需要專門的兒童心理急救。
6. 現在請學員分享各自對兒童心理急救的理解，並請他們說明為甚麼需要專門的兒童心理
急救。
7. 在幾位學員回應後，用下面一段話作總結：

兒童心理急救與成年人心理急救相似。但是，兒童並非小成人，他們在受困擾時
會有不同的體驗和反應，因此需要不同的幫助和保護。今天，你們將學習心理急救知識
和三項行動原則 — 「觀察、聆聽、連結」，以及如何運用這三項行動原則為受困擾的兒
童提供具體的幫助。

1.2 熱身遊戲

12

25

1.

請學員站成一圈，告訴他們準備玩一個互相認識的遊戲。叮囑他們仔細觀察和聆聽。

2.

把球給一位學員，並請他 / 她說出自己的名字以及關於自己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例
如有甚麼嗜好？是否會演奏樂器？或是否喜歡某種獨特的食物等。

3.

該學員說過後，請他 / 她將球傳給圈內的另一人，依次輪流，直到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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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說明當球扔給某位學員時，接到球的學員必須說出扔球人的名字以及扔球人所分享的個
人事情，然後將球扔給另一位學員，接到球的學員必須說出第二位扔球人的名字以及此
人所分享的個人事情。讓遊戲一直持續下去，直到你認為大多數學員都已參與其中。

5. 幾分鐘後，請學員在房間裡尋找與自己有共同之處的同伴，並與對方牽臂並肩。然後請每
組尋找有共同之處的另一組，使每組人數不斷倍數增加（4 X4、8 X8），直到所有有共同
之處的人都已連結在一起。如果他們找不到任何共同之處，你可以提示他們都正在參與同
一個訓練課程。
6. 結束遊戲，並請所有學員站成一圈，就活動進行檢討。指出他們已經練習心理急救的主要
行動原則，即觀察、聆聽和連結。這個遊戲展示了在人們分享有關自身情況的資訊時需專
注聆聽的重要性。

1.3 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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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展示及介紹當天的訓練課程，並簡要介紹各個環節。提供實用資訊，例如開始及結束時
間、用餐時間、洗手間位置等。
8. 說明這次訓練的內容是關於兒童心理急救，包括如何辨識受困擾的兒童和照顧者，以及如
何與兒童溝通，還包括處理具體的複雜情況或反應，並為心理急救員提供有關自我照顧的
策略指引。
9. 告訴學員心理急救訓練還包括其他單元，例如為期半天的基本心理急救簡介訓練、為期一
天的基本心理急救訓練，以及為期3 天的小組心理急救 － 團隊支援訓練。簡略說明在教
授這些單元時可能會作出甚麼安排。告訴學員，單元四：小組心理急救 － 團隊支援訓練
只為已完成單元二：基本心理急救訓練的學員而設。

1.4 基本規則

5

1. 說明為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讓每個人都能夠安心參與和交流，全體學員需要為訓練一致
制訂基本規則。
2. 將學員分為四人一組，請他們列出這次訓練最重要的五條基本規則。
3. 幾分鐘後，請每組舉出各自的五條規則。在每組匯報後，請正在簡報的小組不要重複已經
提過的規則。最後制訂一份一致同意的最終規則，並寫在活動掛圖上。
良好的基本規則示例包括：
• 訓練期間關閉手機
• 嚴格守時。準時開始和結束，休息後準時歸隊
• 不要打岔
• 互相尊重，包括尊重個人界線
• 邀請每個人分享觀點，但不強迫任何人發言
• 全神貫注地聆聽
• 當其他人分享經驗時，不要妄加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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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困難請告知訓練人員
• 鼓勵提問
• 對小組內披露的內容保密
4. 確保訂立保密規定。強調個人資料只限在訓練過程中的小組分享，不得向小組以外的人討
論或披露；這不但有助於建立互相信任的開放氣氛，亦能讓學員安心分享個人經驗和感
受。請同意的參與者舉手示意其同意有關基本規則。
5. 告訴學員不必參加所有的活動，如果他們對參加某個活動感到不安，可退出並從旁觀察。
6. 將基本規則列表展示於工作坊及每個人都能夠清楚看見的地方。

2. 甚麼是兒童心理急救？

投影片 2-4

20

讓學員了解甚麼是兒童心理急救，以及甚麼不是兒童心理急救。
附錄C.1.心理急救陳述的影印本（剪成單項陳述）
預先準備活動掛圖，列出甚麼是心理急救以及甚麼不是心理急救，
或使用投影片 2-3。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在本環節開始時，盡量不要以說話引導學員如何將有關陳述分成兩個主要類別。讓他
們透過互相交流找出答案。這些陳述實際上混合了有關心理急救的正確和錯誤陳述。
1. 隨機分發心理急救陳述。
2. 說明你剛才分發了一些不同的陳述，這些陳述中，有些是心理急救的正確陳述、有些是心
理急救的錯誤陳述。在不提供任何進一步指示的情況下，請學員根據這些陳述是否正確而
組成兩個小組。
3. 分成兩組後，問學員兩組的不同之處是甚麼。他們應回答一些陳述是正確的，一些陳述則
是錯誤的。
4. 請每組分享各自的陳述。
5. 確定學員是否理解有關陳述的含義。例如請一些學員解釋為甚麼心理急救不是專業輔導或
治療，並確保他們明白答案背後的原因及解釋。
6. 展示預先準備的活動掛圖或投影片，當中列明兒童心理急救是甚麼，以及兒童心理急救不
是甚麼。
7. 現在，按照學員組成的兩個小組，給學員幾分鐘討論他們認為為甚麼要專門向兒童提供心
理急救的訓練。請他們列出不同的理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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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急救是 …
•
•
•
•
•
•
•

安慰受困擾的兒童和照顧者，讓他們感到安全和平靜
評估需要和擔憂
保護兒童免受傷害
提供情緒支援
幫助解決即時的基本需要（例如食物、水、一張毛毯或庇護所）
聆聽兒童和照顧者，但不強迫他們說話
幫助兒童和照顧者獲取資訊、服務及社會支援

心理急救不是…
•
•
•
•
•
•

（正確）

（錯誤）

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做的事
專業輔導或治療
鼓勵對不幸事件詳細討論
要求兒童或照顧者分析他們所經歷的事件
向兒童或照顧者追問經歷事件的細節
強迫兒童或照顧者分享他們的感受和反應

8. 幾分鐘後，請兩組分享他們的理由，並寫在活動掛圖上。
確保包含以下內容：
兒童
• 依賴成年人或年長兒童的照顧和保護
• 對情況的理解和反應不同於成年人
• 需求因年齡和性別而異
• 所需要的照顧和支援不同於成年人
9. 用下面一段話總結回應：

兒童的反應和思想不同於成年人，他們有特定的需要，而這些需要與他們的年
齡、成熟度及對事件和反應的理解相關。由於他們的體型、社會依賴性和對照顧者的情
感依附，他們特別脆弱；因此，我們制訂了兒童心理急救訓練，關注兒童的反應，以及
如何根據他們的特定需要為他們提供最好的幫助。
10. 指出全球和各地都有保護兒童安全的法律和指引。學員應與時並進，了解所屬組織有關兒
童保護的政策和指引，以了解如何在當地環境中處理有關暴力和虐待行為的揭發和指控。
11. 請學員觀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兒童保護網上簡報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Online Child Protection Briefing)，並鼓
勵還未觀看的學員觀看。
12. 強調向他人提供心理急救時，必須尊重受助人的安全、尊嚴及權利。 請學員舉例說明他
們會怎麼做到。
13. 確保提及下文列出的要點：

兒童心理急救·心理急救訓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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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避免別人因你的行為而置身於更大危險之中。
盡力確保受助人的安全，保護他們免受身心傷害。

尊嚴
按照他人的文化及社會規範尊重他們。

權利
確保他人公平及不受歧視地獲得幫助。
幫助他人爭取權利及獲得可提供的支援。
無論遇到任何人，都在符合他們最佳利益的情況下行事。

3. 不幸事件

15

邀請學員討論有哪些不幸的情況或事件可能導致兒童需要心理急救。

活動掛圖紙、便利貼、白板筆

在訓練稍後的角色扮演環節中將會用到便利貼
1. 請學員和新的同伴二人一組。給他們幾分鐘討論有關兒童可能會在甚麼情況下需要心理
急救。
2. 幾分鐘後，詢問他們的答案。在他們作答時，請兩位學員將所有建議寫在便利貼上 －
每張便利貼寫下一個例子，並貼在活動掛圖上。請他們概述學員所說的內容，把便利貼
上的例子以一個詞或短語總結。告訴學員，他們將會在稍後的訓練中，根據這些情況進
行角色扮演。
例子如下：
•
•
•
•
•
•
•
•
•
•
•
•

16

和朋友發生衝突
欺凌或其他形式的暴力
被確診患有重疾
戀愛關係問題（青少年）
失去寵物
父母離異
車禍
家人離世
自然災難
大型人為災難或事故
目睹他人受到傷害或生病
和家人失散或無人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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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出不幸事件可以是非常個人的，例如和家庭有關的事件。不幸事件也可能是規模較大的
公眾事件，例如自然或人為災難，導致許多人受到影響。
4. 問學員是否所有經歷不幸事件的兒童都需要心理急救？
5. 強調一些兒童和成年人一樣能很好地處理困難經歷，不是所有兒童都需要心理急救。說
明下一個活動是關於兒童面對壓力事件時的各種常見反應，以及如何辨識兒童需要心理
急救。

4. 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

投影片 5

60

討論兒童在不同年齡發展階段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附錄C.2.「兒童的認知、情緒和社交發展」的影印本
附錄C.3.「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的影印本
1. 將學員分為四組，並向他們分發活動掛圖紙和白板筆。給每組分配以下不同的年齡範
圍：0 – 2 歲、3 – 6 歲、 7 – 12 歲 ，以及13 – 18歲。請他們在活動掛圖紙寫下所分配的
年齡範圍作為標題。
2. 在活動開始前，給各組幾分鐘時間互相增進了解。請他們分享他們是否有孩子，或者他們
在從事與兒童接觸的工作方面有甚麼經驗。
3. 然後給各組分發有關兒童的認知、情緒和社交發展的講義影印本。
4. 告訴學員，他們接下來會聽到兩個個案，然後要討論與他們所分配的年齡組別有關的一些
問題。說明他們在討論有關問題時，可以使用講義作為輔助。如果講義遺漏任何重點，他
們可以補充。

有關兒童反應的問題：
你認為兒童在這種情況下會如何反應？
描述內在和外在反應。
男孩和女孩的反應會是一樣嗎？

5. 強調內在反應是關於情緒、思想和身體方面的感受；這種反應是可隱藏的。外在反應是他
人可見的，例如哭泣或攻擊行為。
6. 現在讀出第一個個案示例：
在你所服務的本地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兒童俱樂部，有一名兒童身體不適已經持續幾
個星期。今天你得知這名兒童確診患上末期癌症。

兒童心理急救·心理急救訓練 17

訓練課程

7. 給各組約5分鐘討論，如果在他們所分配的年齡組別有一名兒童確診患上末期癌症，他們
認為他 / 她可能會如何反應。請他們思考男孩和女孩的反應會有甚麼不同。
8. 現在讀出第二個個案示例。請他們思考和前面相同的問題，但這次他們需要創作一段簡短
的一分鐘角色扮演，以展示在他們的年齡組別的兒童可能會有甚麼樣的內在和外在反應。

在一次地震中，你所居住的城市遭受大規模破壞。在穿梭於這個城市時，你遇到一
名兒童（屬於你所關注的年齡組別）孤身一人淒涼地走在大街上。他 / 她和家人失
散，一路上看見了幾具尸體，到處是殘垣斷壁。

9. 約5分鐘後，請各組進行角色扮演。針對任何展示出來的性別差異展開討論。
10. 分發附錄C3 「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的影印本。請各組回顧本講義上的示例，並與
各自列表上的示例進行比較。他們的列表上有沒有任何內容是講義中沒有的？或講義中有
沒有任何內容是他們的列表上沒有的。
11. 接著解釋，一些兒童在經歷壓力事件時，相比其他兒童更有可能會產生更強烈的反應。
12. 說明有四個主要因素會影響兒童的反應，包括環境、生物 / 生理、社會以及照顧者和家庭
因素。
13. 四組各分配一個類別，給各組幾分鐘思考有關兒童反應會如何受到影響的示例。
14. 將活動掛圖劃分成四部分，每部分以不同類別為標題。請四組提出答案，並邀請一位學員
在活動掛圖的相應部分寫下他們的
示例。 答案示例如活動掛圖所示：
15. 結束活動，並強調在幫助兒童和他
們的照顧者時，牢記所有潛在的影
響因素是很重要的。

環境因素

生理因素

• 他們經歷了
甚麼

• 身體狀況

• 情況有多危險

• 身體受傷

• 發育和身體力量

• 他們目睹了
甚麼

社會因素
• 社會經濟因素
• 社會支援

照顧者和家庭
因素
• 照顧者的反應
• 照顧者和家人的
困擾程度
• 和家人或照顧者
失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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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辨識需要心理急救的兒童和照顧者

30

辨識可能需要心理急救的兒童和照顧者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1. 提醒學員，不是所有經歷壓力事件的兒童都需要心理急救。
2. 在四個小組中，請學員思考在他們所分配的年齡組別的兒童當中，有哪些跡象和徵狀能顯
示他們受到困擾和需要幫助。要記住，人們對於困擾的表達通常與文化背景有密切的關
係，因此，鼓勵學員討論兒童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會如何表現出他們受到困擾。
3. 約5分鐘後，請學員提出答案，並在活動掛圖上列出答案。
4. 提醒參加者早前關於影響兒童反應的
因素、以及照顧者的健康狀況和面對
壓力事件的反應及其重要性的討論。
此外，重要的是，支援者還要考慮兒
童的父母或照顧者如何反應，才能確
定他們在照顧自己的孩子時是否需要
額外的協助。
5. 問學員有哪些跡象和徵狀可能顯示照
顧者受到困擾及需要心理急救。

兒童的困擾跡象可能包括：
• 身體出現不適的徵狀，例如發抖、頭痛、
食欲不振、疼痛
• 經常哭泣
• 焦慮不安、驚恐
• 具有攻擊性並企圖傷害他人（打、踢、
咬等）
• 緊貼照顧者

父母或照顧者的困擾跡象可能包括：

• 看起來困惑或不知所措

• 看起來不知所措或困惑

• 看起來沉默寡言或非常安靜，很少或沒有
運動

• 無法正常活動或照顧自己或孩子，
例如即使有食物和洗手間，他們都
沒有進食或沒有保持清潔

• 躲避他人
• 行為大變

• 行為失控，舉止難以預測或具有
破壞性

• 不適當的性暴露行為

• 威脅自殘或傷害他人

• 非常害怕

• 不回應他人，或完全不想說話

6. 問學員有哪些方法可以幫助受困擾的照顧者。說明「觀察、聆聽、連結」的原則同樣適用
於成年人。另外強調，若能幫助照顧者，也能提升他們照顧孩子的能力。
7. 請學員參閱《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心理急救指引》導論書，了解有關父母和照顧者應如何
幫助受困擾兒童的技巧。告訴學員，他們也可以閱讀兒童救助會有關兒童心理急救的訓
練，了解更多這方面的內容。
8. 強調如果父母或照顧者和孩子在一起，務必與父母或照顧者溝通，徵求他們的同意後才與
孩子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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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觀察、聆聽、連結」

投影片 6-8

20

介紹行動原則 － 「觀察、聆聽、連結」。
每個小組一套分發「觀察、聆聽、連結」卡片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1. 將學員分為三個小組。
2. 說明兒童心理急救有三項核心的行動原則，即「觀察、聆聽、連結」。
3. 給每個小組一套「觀察、聆聽、連結」卡片。在分發卡片前先洗牌，以確保卡片按隨機順
序組合。
4. 請每個小組討論卡片上所描述的行動。結合心理急救員在提供心理急救時可能會如何行
事，討論這些行動的含義。請各組將卡片分成三組（觀察、聆聽、連結），以及決定這些
行動是否應按照任何特定順序排序。
5. 給他們約5分鐘來把卡片正確分組，並列明順序（如需要）。
所列舉的行動包括：

觀察
•
•
•
•
•
•

有關已發生的事件的資訊
安全和保安風險
兒童和誰在一起或是否獨自一人
身體受傷情況
即時的基本、實際和保護需要
情緒反應

聆聽
•
•
•
•
•
•

指心理急救員如何

接近兒童和介紹自己
安撫兒童（及父母）
給予關注並積極聆聽
接納並肯定兒童的反應和感受
通過與年齡相符的問題，詢問其需求和憂慮
幫助兒童找到解決即時需要和問題的方法

連結
•
•
•
•

20

評估兒童的需要和陪伴兒童（如可能）
幫助兒童獲得保護和滿足基本需要的服務
提供適齡資訊
幫助兒童聯絡摯親及社會服務（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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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分鐘後，請第一個小組分享他們選擇了哪些屬於「觀察」組別的行動，請第二個小組
分享他們選擇了哪些屬於「聆聽」組別的行動，以及最後一個小組分享他們選擇了哪些
屬於「連結」組別的行動。請每個小組分享他們認為是否應按照特定次序或要順序採取
有關行動。
7. 指出這些行動雖然看起來可能存在一定的邏輯順序，但始終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以及兒童的
實際需要而定。例如，如果兒童因為與父母失散而感到焦慮，那麼心理急救員可首先尋求
採取「連結」行動，讓兒童與父母重聚，然後才採取「觀察」或「聆聽」行動。
8. 邀請學員就以上三個行動提出任何問題。提問幾位學員，以確定他們是否理解三項行動原
則所包含的內容。

7. 與兒童溝通

60

練習與受困擾的兒童溝通的多個技巧。
附錄C.5.與受困擾的兒童有效溝通的七個技巧（剪成多個部分）
1. 在活動開始前，說明在向兒童提供心理急救時，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知道如何與不同年齡及
性別的兒童作適當的溝通。
2. 將學員分為七個小組。說明本環節重點講述七個溝通技巧，這些溝通技巧已獲確認有助與
受困擾的兒童溝通。
這七個技巧是：
• 初次接觸
• 搜集訊息
• 積極聆聽
• 正常化
• 普遍化
• 三角法
• 安撫
3. 簡單解釋這七個技巧的含義。
4. 說明接下來將會給各組提供有關其中一個技巧的一些文字資料。他們有10分鐘討論有關技
巧並創作一段角色扮演，向小組示範有關技巧；他們應通過角色扮演，強調他們認為在使
用有關技巧與兒童溝通時必須牢記的重要事項。
5. 給各組提供有關技巧的影印本 。每個小組的技巧各不相同。說明角色扮演不應超過2分
鐘，時間越短越好。在開始角色扮演時，應先介紹兒童的年齡和性別等詳情。
6. 10分鐘後，請各組輪流進行角色扮演。
7. 每輪角色扮演結束後，邀請各組評論或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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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示範「觀察、聆聽、連結」

30

運用兩個不同情境示範「觀察、聆聽、連結」行動原則。
無
本環節主要講述「論壇劇場」的技巧，由觀眾決定演出的動作。這種技巧已獲確認為
有效的學習工具，可促進行為的改變。
本環節包括兩個情境。你可以使用這兩個情境或自己創作。提示有關情境可能會使學員感到
困擾。
1. 請學員圍坐成半圓，說明在示範「觀察、聆聽、連結」的過程中需要學員扮演「觀眾」，
由觀眾引導心理急救員要扮演的動作。另外，說明稍後將會根據兩個簡短的情境來進行兩
段演示，需要一些學員扮演兒童和父母的角色。
2. 在示範期間，心理急救員的扮演者要示範觀察、聆聽、連結等步驟 ，並由觀眾引導。任
何觀眾成員均可叫停心理急救員，並請他們作出不同的扮演。每當發生這種情況，觀眾成
員須解釋他們引導心理急救員演示的是「觀察、聆聽、連結」的哪個部分，並說明他們為
甚麼認為這樣會有幫助。確保學員明白他們在演示中引導的是心理急救員，而非兒童。
3. 根據第一個情境開始演示。說明你將會在第一段演示中扮演心理急救員的角色，並請一位
學員扮演兒童的角色。
4. 現在讀出情境：

你（心理急救員）走在路上，看見一名兒童在暴風雨後與父母失散，由於河水氾
濫，女孩回不了家，她迷路了，既害怕又緊張。
5. 在開始實際演示前，給學員幾分鐘思考幼童面對不幸事件時的不同反應；學員應決定在此
情況下，扮演兒童哪些主要反應。此時不要與該學員就此展開討論。
6. 開始演示，詢問觀眾作為心理急救員首先應該做甚麼。心理急救員要按觀眾成員的指示去
行事或反應。如果學員在應如何扮演的問題上意見不同，則發起討論，直至達成共識。扮
演兒童的學員根據實際情況，按他 / 她認為合適的方式，對所採取的每個行動作出反應。
當你完成一個行動後，你可以停下來，說：
• 「我現在應該做甚麼？」或
• 「我應該說甚麼？該怎麼說？」
7. 繼續扮演下去，直到該名兒童與父母安全重聚，或由有關機構接手負責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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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下面的第二個情境繼續演示。在開始演示前，請三位學員分別扮演年齡較大的兒童、
父母和心理急救員。
讀出第二個情境：

母親和兒子遭遇車禍，丈夫和父親喪生；事故發生時，母子二人睡著了。
9. 按照和前面相同的方式開始演示。這次由扮演心理急救員的學員問觀眾在此情況下他首先
應該做甚麼；接下來的演示同樣由觀眾引導，配合扮演母子的學員的反應。
10. 在兩段演示結束後，請學員思考他們的觀察或參與。就此體驗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挑戰展開
討論，並邀請各組提出應對挑戰的解決方法。

9. 制訂個案研究

投影片 9

15

制訂個案研究，供學員在下一個環節「心理急救角色扮演」中使用。
附錄C.6. 制訂個案研究的影印本
紙和筆
1. 將學員重新分成四人一組。
2. 給各組分發制定個案研究的範本之影印本。告訴學員，他們將有10分鐘時間制訂一個個
案研究，另一個小組將在下一個環節以此進行角色扮演。
3. 讀出範本，並解釋制訂個案研究的步驟。

制訂個案研究的步驟
1. 選出其中一張在環節三的時候寫了「不幸事件」的便利貼，，並將便利貼帶回小組。
2. 決定由誰扮演受困擾的兒童和照顧者。給人物取名，並編造心理急救員可能需要了解有
關人物的一些資料，例如性別、年齡等。
3. 提供有關角色扮演場景的背景資料，例如背景是在農村還是城市？甚麼時段？周圍有沒
有其他人？該人是獨自一人還是與其他人在一起？
4. 花些時間在小組內討論個案示例中受困擾者可能會有甚麼反應。盡可能思考各種反應，
並記在另一張紙上。然後從這些反應中，為兒童選出兩種反應，以及為照顧者選出兩種
反應，並加到範本中。
5. 花幾分鐘時間回顧細節，確保已提供所有所需的資料，使個案研究可用於現實的角色扮
演當中。

4. 當各組完成任務後，收集各組的個案研究，留待用於稍後的角色扮演活動。檢查學員是否
已在紙上寫下所屬小組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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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心理急救角色扮演

投影片 10

60

以小組形式進行心理急救角色扮演。
練習提供有用的意見。
各組在第9個環節中制訂的個案示例影印本
附錄C.7.角色扮演反饋表

在本環節中，學員將以四人一組的形式，運用在上一個環節中制訂的個案研究學習心
理急救技巧。如果任何小組有超過四位學員，則需要合理安排時間，確保每位學員都有機會
進行角色扮演，示範向兒童及照顧者提供心理急救。
注意，如果學員所扮演的角色與個人經歷相似，或在某程度上引起反應，則角色扮演會對學
員的情緒產生影響。因此，在所有角色扮演結束時，務必察看學員的情緒狀況，確保每個人
都感覺良好，並且在沒有任何不適的情況下才繼續訓練。如果有任何學員需要支援，確定是
否應以小組的形式提供支援（鼓勵朋輩互助），或個別支援是否會對該學員更有利。
建議在每輪角色扮演之間進行1至2分鐘簡短的中場醒神遊戲。醒神遊戲示例見附錄A。
1. 邀請學員組成四人一組。說明各小組將通過一系列的三人角色扮演練習心理急救，每組成
員輪流扮演 1) 受困擾的兒童、2) 受困擾的照顧者、3) 心理急救員及 4) 觀察者。
2. 告訴學員他們將運用早前制訂的個案研究。給各組分發影印本，如果有任何小組拿到自己
小組制訂的個案研究，請他們與其他小組交換。
3. 說明角色扮演將分三輪進行，每輪將在示意後開始。當到時間進入下一輪角色扮演時，各
組應與其他小組交換個案研究。告訴各組相同的個案研究不得使用兩次，也不得使用自己
小組制訂的個案研究。
4. 在開始練習前，先熟習有關提供反饋意見的步驟（如下文所示）。向學員強調，觀察者必
須懂得如何運用此方法提供反饋意見，以便向同伴提出一致及正面的意見；這是促進學習
的一項重要因素，可用於各種情境。
學員也可以將這項技巧應用於工作或家庭生活當中。
5. 現在請各組準備第一輪角色扮演。各組需要決定由誰扮演受困擾者、誰扮演心理急救員及
誰扮演觀察者。給各組幾分鐘作決定及準備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時間為5分鐘，然後3分
鐘進行反饋意見。
6. 5分鐘後示意結束，接著進入反饋意見的環節，然後利用短暫的1分鐘時間進行破冰遊戲
或提神遊戲。（有關破冰遊戲和醒神遊戲的示例見附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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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觀察者請心理急救員思考：

• 哪些方面做得好？
• 下一次會有甚麼不同的做法？

第2步

觀察者向心理急救員提出意見：

• 觀察者先提出正面的意見，並具體指出哪些方面做得好。
• 觀察者然後提出具體的意見，指出哪些方面需要改進（如必要）。
• 觀察者最後作出總體正面的評價。

第3步

觀察者邀請扮演受困擾的兒童及照顧者的學員補充意見：

• 扮演受困擾者的學員先提出正面的意見，並具體指出哪些方面做得好。
• 扮演受困擾者的學員然後提出具體的意見，指出哪些方面需要改進（如必要）。
• 扮演受困擾者的學員最後作出總體正面的評價。
7. 在第二輪、第三輪和第四輪角色扮演中重複上述步驟，直到每人都已扮演全部四個角色：
受困擾的兒童、受困擾的照顧者、心理急救員和觀察者。
8. 四輪角色扮演結束後，將學員聚集一起，並感謝他們的努力。確保每人都感覺良好，並已
從角色中走出來，如有需要，在最後一次討論前，先進行一段簡短的提神遊戲。
9. 用最後幾分鐘時間與學員一起回顧體驗，請他們評價哪些方面容易、哪些方面困難。鼓勵
每人舉例說明如何應對困難，然後再提出你的意見。

11. 複雜反應

60

討論複雜反應及可能會帶來更多困擾的因素。
討論專業援助的轉介制度。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附錄C 8.一個情境及相關問題
現有的本地轉介資訊（如有）
為本環節作準備，熟悉當地有關兒童保護轉介的指引。另準備一份有關當地現有轉介
資訊（如有）的準確列表。
1. 說明在幫助兒童時，有些反應及情況可能會比其他反應及情況更複雜，在這些情況下，通
常有必要轉介兒童尋求其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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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學員分為三人一組，給他們5分鐘思考三個示例，說明兒童處於極度受困擾時可能會有
哪些複雜的反應。
3. 請各組輪流分享示例，在他們分享時，將有關示例寫在活動掛圖上，但不要重複相同的
示例。
4. 當所有小組都提出意見後，再次問他們列表是否有任何遺漏。盡量確保包括以下所有
示例：
有關示例包括兒童：
• 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險
• 有自殺念頭或企圖自殺
• 表現出極端、持續地抽離(例如毫無情緒反應、表情冷漠)
• 不停地抽泣、啜泣或失聲痛哭
• 與周圍環境脫節及情緒反常
• 出現幻聽或幻覺
• 持續焦慮發作
• 作出性暴露行為
• 表現出智力障礙徵狀，例如在語言理解和社交互動方面存在困難
5. 現在接著討論可能會導致兒童及照顧者受困擾的因素。開場白：

有時候，人們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比之前所描述的更複雜，有些因素會令反應更
強烈、更複雜。你們能想到哪些因素？
有關示例包括：
• 兒童與父母或照顧者失散
• 兒童曾遭到虐待，需要保護以免受到進一步傷害
• 有一名以上的兒童（或父母或照顧者）需要幫助。
6. 強調在這些情況下，或當有人表現出本環節所提到的任何複雜反應時，心理急救員應轉介
兒童尋求專業援助（如有）。
7. 現在給各組分發附錄C.8.「一個情境及相關問題」的影印本。給他們10分鐘閱讀情境並回
答問題。
8. 10分鐘後，請人數較多的小組提出答案。問他們認為在面對此類情況時會遇到哪些挑戰。
針對每個挑戰展開討論，請學員找出應對這些挑戰的解決方法，然後提出你的意見。
使用以下提示，確保學員適當回應所提出的問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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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案情境的提問及答案範本：
1. 你認為在事故現場會見到甚麼反應？
我們認為會見到許多不同的反應。一些兒童和成年人可能會驚恐、困惑、不知所措、
震驚、憤怒或無法感受到任何東西，其他人可能會保持冷靜和鎮靜，並能夠幫助和支
持同伴。
2. 你會先幫助誰？為甚麼？
我們會一起努力找出最需要優先幫助的人。在受困擾者眾多的情況下，這實非易事，但
如果我們仔細留意，可以通過一些明顯的跡象去找到需要幫助的人，例如是否有人驚慌
失措，且出現身體不適，如呼吸困難或感覺馬上就要暈倒，我們也會留意任何受困擾且
沒有父母或照顧者在身邊可以傾訴的兒童。
3. 如有需要，你還會聯絡誰，以尋求更多幫助？
當地有一間不錯的兒童醫院，我們可以把任何需要身體治療的人轉介到這間醫院。對於
受到打擊或陷入悲痛的父母或其他親屬，本地有一個援助組織，可以向受此影響的家庭
提供援助。

9. 問學員他們當地有哪些轉介服務，他們會把兒童轉介給哪個專業援助或其他服務。確保討
論涵蓋當地兒童保護轉介的指引。
10. 向學員提供有關當地轉介資訊的最新列表（如有）。

12. 自我照顧

45

加深認識自我照顧的重要性，練習自我安撫和呼吸技巧。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12.1 在提供心理急救前後照顧好自己

35

1. 展開活動，請學員分成二人一組。請他們討論向受困擾者提供心理急救時，他們認為哪些
方面可能會對自己具有挑戰性。
挑戰的示例：
• 情緒被他人的痛苦所影響
• 認為自己做得不夠或未能解決對方的問題
• 因未能（在重大事件中）幫助更多人而感到難過
• 害怕不幸的經歷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2. 請各組討論在工作或生活其他方面遇到挑戰時，他們通常會如何反應。
3. 請他們分享以前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或者他們所認識的人會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問他們是否
曾向他人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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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的示例：
• 與別人傾訴自己的感受和挑戰
• 休息一會
• 做運動
4. 接著補充：

心理急救員向受困擾者提供心理急救時，不管是身體上還是情緒上都面臨考驗。
與受困擾者溝通會是艱難的，即使你們已竭盡所能提供幫助，你們可能仍會覺得自己做
得不夠。從目前為止的活動可以看出，「觀察、聆聽、連結」的行動原則也適用於自我
照顧。你們分享了自己在面對挑戰和感到挫折時的反應，這些是你們可以「觀察」到的
跡象和徵狀。你們還分享了可以採取甚麼行動以應對這些反應— 這說明你們懂得「聆
聽」自己。你們當中許多人所採取的行動亦涉及和其他人「連結」。
幫助他人總會遇到挑戰。從現在開始，我們將重點關注你們在提供幫助前後可以做哪些
事情來照顧自己。
5. 請學員起立，並繞著房間走動，互相交流各自認為照顧自己的方法，以準備好自己向受困
擾者提供更好的心理急救。請他們與不同的學員交流，聆聽不同的觀點。
6. 幾分鐘後，觀察到他們已與不同學員進行了交流，便請他們坐回圈中。請他們分享所交流
的心得。在活動掛圖上列出他們的示例。
你可以加入以下示例（如果未被學員提到）：
• 了解自己的極限，即認識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能力範圍，懂得在甚麼時候向別人尋求專業
援助。
• 在提供幫助前，先做好心理準備，讓自己冷靜下來。
• 如果與同事組成二人一組或組成小組，要熟悉與你合作的人，並了解每個人的角色。
• 保存小組負責人或你所認識的其他人的電話號碼，在需要幫助轉介時可以打電話聯絡
他們。
• 熟悉當地轉介系統和程序（例如在遇到與家人失散的兒童時知道聯絡誰，或者在有人揭
發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行時，知道應該做甚麼）。
7. 當每個人都已分享自己的想法後，請學員起立再次繞著房間走動，但這次他們要談到如何
在向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心理急救之後，如何好好照顧自己。
8. 在幾分鐘後，當看到他們已進行幾次對話，便請他們坐回圈中。請他們分享如何向受困擾
者提供心理急救後仍能好好照顧自己。在活動掛圖上列出有關示例。
包括以下示例（如果未被學員提到）：
• 認識和正視反應，即意識到提供心理急救時的情緒變化或所受到的影響，並將此視為體
驗的一部分
• 了解和認識承受巨大壓力和精疲力竭的跡象和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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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需要時尋求支持，即確認自己是否需要其他人的支援，例如花些時間談談自己的經
歷。在討論他人的支持時，強調家人、朋友及朋輩支持的重要性
• 了解自我照顧的策略並付諸實踐
9. 與學員一起就自我照顧策略的不同示例（例如運動、吃好睡好、與朋友聯誼）等集思
廣益。
10. 介紹有助管理壓力感覺的簡短呼吸練習。

12.2 呼吸練習

10

呼吸練習有時會引起強烈的情緒反應。要意識到這一點，並隨時準備以謹慎體貼的方
式應對，以免為對方造成不良影響。
1.

請學員圍坐成一圈或站立，互相留有足夠空間，以免觸碰到他人。

2.

請他們坐直或站立，保持30秒左右。他們應將注意力集中在腳與地面之間的連接，如果
他們坐著，則將注意力集中在椅子與身體之間的連接。請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與地面的
連接。

3.

現在請他們將一隻手放在腹部，另一隻手放在胸前。請他們靜靜將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但不要改變呼吸。他們應留意呼吸是吸入胸腔還是吸入肺部。

4.

輕聲請學員慢慢深呼吸到腹部，然後通過嘴巴慢慢呼出，重複練習幾分鐘。

5.

結束活動，並解釋當我們處於困擾的情況時，「腹式呼吸」是讓我們平靜下來最有效的
方法之一。

13. 工作坊結束

15

結束工作坊，並評估訓練成果及簡短回顧學員所學習的內容。
附錄D：訓練評估表
1. 請學員圍坐成一圈。
2. 告訴學員，為期兩天的「兒童心理急救」訓練現已結束，希望他們對訓練提出一些意見，
以便改善日後訓練。
3. 給學員分發訓練評估表，並請他們填寫。當所有人填寫後，收回填妥的表格。
4. 結束訓練，請所有人站起來，用幾句話分享自己認為最寶貴的所學知識。提出你的評價，
並感謝每個人的參與。
5. 向大家說再見，並將進一步心理急救訓練的選項告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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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RAHIM MALLA/IFRC

APPENDICES

附錄A：醒神遊戲
整蠱球
請全體學員站成一圈，並請一位學員主動站到圈中心（發球者）。請圈內所有人雙手放在背
後。發球者間一時將球扔向一位學員，一時假裝扔球。如果有人在球未扔出時伸手接球，則
必須站到圈中心成為新的發球者。

捉手指
請學員與你一同站成一個大圈。說明接下來將進行一個
小遊戲，目的是鍛練他們的注意力和快速反應能力。請
每個人伸出右手食指，接著請每個人伸出左手掌 － 請
他們翻動轉手掌，以保持手掌平直，掌心朝上。然後請
每個人將右手食指輕輕搭在右邊同伴張開的左手掌上。
請他們保持站姿數秒，檢查每個人的動作是否正確。解
釋當你叫「CHEESE！」（或選擇任何隨機詞語）時，
每個人必須設法捉住左邊同伴的食指，同時又要盡量避
免自己的食指被右邊同伴捉住。進行幾次熱身練習，確
保每個人都已掌握要領。當你帶頭示範幾次後，請一位
學員大叫所選詞語。重複進行遊戲，直至你感到每位學
員都活躍起來。

怪步小火車
請學員站成一圈。接著請所有人向右轉。訓練人員分開圈子，形成一頭一尾。然後請隊伍領
袖開始行走。隊列可朝任何方向移動，領袖可改變步伐、發出聲音、揮動手臂等，其餘所有
人必須準確模仿所有動作和聲音。大約30秒後，更換其他人擔當領袖。如此不斷變換，直至
活動時間結束。

氣球高飄
如果工作坊學員眾多，可將學員分為五人一組。解釋每組將獲得一個氣球，他們的任務是保
持氣球飄在空中，不能讓氣球跌落地面！給每組一個氣球，並請他們開始。大約一分鐘後，
每組再發一個氣球，並請他們同樣必須保持氣球飄在空中。如此重複數次，直至所有學員都
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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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訓練時間表範本
以下是單元三的兩個訓練時間表範本，當中包括休息時間。第一個為一天的訓練，第二個為
一天半的訓練。具體時間和安排可根據訓練人員及學員的需要而調整。

訓練時間表1：一天的訓練
時間

訓練課程

材料

08:30 – 09:15

1. 簡介

一個球
寫有訓練課程的活動掛圖（或每位學員一份訓練
課程影印本）
紙和筆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膠帶或大頭針

09:15 – 09:35

2. 甚麼是兒童心
理急救？

附錄C.1.「心理急救陳述」的影印本（剪輯成單
項陳述）
預先準備的活動掛圖，列明出甚麼是心理急救以
及甚麼不是心理急救
活動掛圖紙及白板筆

09:35 – 09:50

3. 不幸事件

活動掛圖紙、便利貼、白板筆

09:50 – 10:50

4. 兒童面對不幸事件
的反應

附錄C.2.「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發展」的影印本
附錄C.3.「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的影印本

10:50 – 11:05

休息

11:05 – 11:35

5. 辨識需要心理急救的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兒童和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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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 11:55

6.「觀察、聆聽、連
結」

附錄C.4.「觀察、聆聽、連結」卡片（製作三
套）

11:55 – 12:55

7. 與兒童溝通

附錄C.5.「與受困擾的兒童有效溝通的七個技
巧」的影印本（剪輯成多個部分）

12:55 – 13:55

午餐

13:55 – 14:25

8.示範「觀察、聆聽、
連結」

無

14:25 – 14:40

9. 制訂個案研究

附錄C.6.「制訂個案研究」的影印本
紙和筆
各小組在第9個環節中制訂的個案示例影印本
附錄C.7.「角色扮演反饋表」的影印本

14:40 – 14:55

休息

14:55 – 15:55

10. 心理急救角色扮演

15:55 – 16:10

休息

16:10 – 17:10

11. 複雜反應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附錄C.8.「 一個情境及相關問題」
現有的當地轉介資訊（如有）

17:10 – 17:55

12. 自我照顧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17:55 – 18:10

13. 工作坊結束

附錄D：「訓練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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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在第9個環節中制訂的個案示例影印本
附錄C.7.「角色扮演反饋表」的影印本

附錄

訓練時間表2：一天半的訓練
時間

訓練課程

材料
第一天

09:00 – 09:45

1. 簡介

一個球
寫有訓練課程的活動掛圖（或每個學員一份訓練
課程影印本）
紙和筆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膠帶或大頭針

09:45 – 10:05

2. 甚麼是兒童心理急
救？

附錄C.1.「心理急救陳述」的印本（剪輯成單項
陳述）
預先準備的活動掛圖，列出甚麼是心理急救以及
甚麼不是心理急救
活動掛圖紙及白板筆

10:05 – 10:20

3. 不幸事件

活動掛圖紙、便利貼、白板筆

10:20 – 10.35

休息

15分鐘

10:35 – 11:35

4. 兒童面對不幸事件
的反應

附錄C.2.「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發展」的影印本
附錄C.3.「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的影印本

11:35 – 12:05

5. 辨識需要心理急救的
兒童和照顧者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12:05 – 13.05

午餐

60分鐘

13:05 – 13:25

6. 「觀察、聆聽、連
結」

附錄C.4.「觀察、聆聽、連結」卡片影印本
（制作三套卡片）

13:25 – 14:25

7. 與兒童溝通

附錄C.5.「與受困擾的兒童有效溝通的七個技
巧」影印本（剪輯成多個部分）

14:25 – 14:40

休息

15分鐘

14:40 – 15:10

8. 示範「觀察、聆
聽、連結」

無

15:10 – 15:25

9. 制訂個案研究

附錄C.6「制訂個案研究」的影印本
紙和筆

15:25 – 15.40

回顧第一天的訓練內容 視乎回顧方法而定
第二天

09:00 – 09:15

簡要回顧第一天的訓練 視乎回顧和介紹方法而定
內容並介紹第二天的訓
練內容

09:15 – 10:15

10. 心理急救角色扮演

各組在第9個環節中制訂的個案示例影印本
附錄C.7.「角色扮演反饋表」

10:15 – 10:30

休息

15分鐘

10:30 – 11:30

11. 複雜反應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附錄C.8.「一個情境及相關問題」
現有的當地轉介資訊（如有）

11:30 – 11:45

12. 自我照顧

活動掛圖及白板筆

11:45 – 12:00

13. 工作坊結束

附錄D：「訓練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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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訓練資源
1. 心理急救陳述
列印並剪輯成單項陳述，以供第2個環節使用。列印足夠的影印本，提供給訓練小組的
所有學員。一些陳述可能需要重複使用。

心理急救是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做的事。
心理急救鼓勵對不幸事件進行詳細的討論。
心理急救指要求兒童或照顧者分析他們所經歷的事件。
心理急救指保護兒童免受傷害。
心理急救指強迫兒童或照顧者分享他們的感受和反應。
心理急救指安撫受困擾的兒童及照顧者。
心理急救指幫助兒童及照顧者解決即時的基本需要
（例如食物、水、毛氈或庇護所）。
心理急救指聆聽兒童和照顧者，但不強迫他們說話。
心理急救指向兒童或照顧者追問所經歷的事件細節。
心理急救指提供情緒支援。
心理急救指評估需要和擔憂。
心理急救指幫助兒童和照顧者感到安全和平靜。
心理急救指專業輔導或治療。
心理急救指幫助人們獲取資訊、服務和社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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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的認知、情緒和社交發展
認知發展

情緒發展

社交發展

嬰幼兒（0-2歲）
• 注視人臉，眼神跟隨物件
移動

• 嬰兒和照顧者情感上互相
依附

• 從遠處認出熟悉的物件和人

• 依附關係

• 指出所稱的物件或圖片

• 嬰兒約8個月大時，與主
要照顧者分開會感到焦慮
不安

• 2歲時辨認熟悉的人、物件
或身體部位的名稱
• 能說幾個單字詞（15 - 18
個月）。2歲時開始玩裝
扮遊戲

• 2歲時，兒童會徘徊在獨立
與依附之間
• 表現得越來越獨立

• 使用簡單的詞組（18 - 24
個月）。重複對話中無意
聽到的字詞

• 開始學會社交微笑
• 喜歡和他人一起玩，遊戲
停止時可能會哭
• 通過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
有更多溝通和表達
• 模仿他人（尤其是成年人
和年齡較大的兒童）的
行為
• 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獨立
於其他人的個體
• 越來越喜歡和其他兒童在
一起

學前兒童（3-6歲）
• 在3-4歲時，能完成3至4
塊拼圖
• 通過形狀和顏色來理解兩
種不同物件的概念
• 理解「一樣」和「不一樣」
的概念
• 掌握基本語法規則
• 能說5到6個字的句子。
會講故事
• 開始建立更清晰的時間觀
念。能記住故事的部分
內容

• 對熟悉的玩伴表現情感，
對新體驗感興趣

• 模仿成年人和玩伴

• 表現得更加獨立，甚至
可能獨自一人探訪隔壁
鄰居。

• 喜歡唱歌、跳舞和表演

• 能輪流玩遊戲
• 對幻想遊戲越來越有創造
• 理解「我的和你的」概念
力。更加獨立。會把許多不
• 5-6歲：想取悅朋友。能
熟悉的影像當作「怪物」
和其他人合作，協商解決
• 認為自己是一個完整的
衝突
人，包括身體、思想和
• 5-6歲：更傾向認同規則
感受
• 5-6歲：更能區分幻想和
現實。

• 理解一樣 / 不一樣的概念。
喜歡幻想遊戲
• 5-6歲：會數10個或以上
的物件，正確說出至少四
種顏色，對時間概念有更
深的理解，認識家中每天
使用的物件（錢、食物、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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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中期（7-12歲）
• 對事實感興趣
• 開始理解不同的觀點，
開始運用邏輯解決問題

• 自尊心低或自尊心強的跡
象變得更加明顯

• 朋輩認同逐漸變得更加
重要

• 逐漸能控制情緒。

• 害怕被社會排斥

• 在此階段還學會歸納推理

• 了解文化和社會規範。

• 兒童可能喜歡冒險和具有
創造力，但結構性及規律
有利兒童的成長
• 能保持更長的注意力
青少年（13-18歲）
• 具備抽象和邏輯思維，
年輕人能使用演繹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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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展望未來，對未來感
到既興奮又憂慮

• 對英雄人物和榜樣有強烈
認同感

• 在成年前後，和父母的激
烈衝突通常會減少，但在
這個過程中經常會出現情
緒波動和行為變化。

• 青少年普遍認為壞事不會
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很
可能會作出危險的行為。

附錄

3. 兒童面對不幸事件的反應
所有年齡組別的社會心理困擾常見症狀：
•
•
•
•
•

害怕不幸事件會再次發生
擔心摯親會受到傷害，害怕分離
面對大規模的破壞(例如頹垣敗瓦)時會出現反應
睡眠問題
情緒波動

0-2歲的常見困擾症狀：
•
•
•
•
•
•
•
•
•

可能會黏著照顧者
回到較年幼的行為
睡眠和飲食習慣改變
哭泣和易怒
害怕以前不害怕的東西
過度活躍
遊戲活動 / 遊戲玩法改變
對抗性和苛索的行為比以前增加，或過於合作
對他人的反應非常敏感

3-6歲的常見困擾症狀：
•
•
•
•
•
•
•
•
•
•
•
•

開始黏著父母或其他成年人
回到較年幼的行為，例如吮拇指
不愛說話
變得不活躍或過度活躍
不玩遊戲，或開始玩重複的遊戲
感到焦慮，擔心壞事會發生
有睡眠障礙，例如做噩夢
飲食習慣改變
容易感到困惑
無法集中精神
有時會扮演成年人的角色
容易動怒

7-12歲的常見困擾症狀：
•
•
•
•
•
•
•
•
•

身體活動程度改變
情緒和行為困惑
逃避社交接觸
重複講述事件
不願上學
感到害怕，並可能會表達出來
記憶力、集中力和注意力受到不良影響
有睡眠障礙、食慾紊亂
表現得具攻擊性、易怒或焦躁不安

3-18歲的常見困擾症狀：
•
•
•
•
•
•
•
•
•
•

感到強烈悲傷
因未能幫助受傷害的人而感到自責、內疚或羞愧
過度擔憂其他受影響的人
可能會變得自私或自憐
人際關係改變
冒險、自毀和迴避行為增加，或表現得具攻擊性
世界觀發生重大轉變
對現在和未來感到絕望
反抗權威和照顧者
開始較倚賴朋輩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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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察、聆聽、連結」卡片
訓練人員提示：列印三套卡片，每組一套

38

找出有關已發生和正在發生
的事件的資訊

接近兒童或家長

幫助受影響人士
獲取資訊

找出誰需要幫助

介紹自己

聯絡摯親
及獲取社會支援

評估安全和保安風險

給予關注並積極聆聽

幫助他人
解決實際問題

評估身體受傷情況

接納並肯定
兒童的反應和感受

幫助他人獲取
服務及其他幫助

評估即時的基本、
實際和保護需要

安撫兒童或家長

確定兒童是否獨自一人

評估情緒反應

通過與年齡相符的
問題來了解需求和憂慮

協助找到解決需要
和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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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受困擾的兒童有效溝通的七個技巧
訓練人員提示：列印講義，並將其剪輯成七個部分，給每個小組分發一個溝通技巧。

有效與兒童溝通的技巧

1. 初次接觸：介紹自己
一開始先解釋你是誰及你在那裡做甚麼。
例如，可以說：
• 你叫甚麼名字？
• 你的工作單位是甚麼？
• 你為甚麼在那裡？
說話語氣要輕柔平緩，嘗試坐在受助者身旁，或蹲下來和家長或兒童說話，讓彼此處在平等
的位置上。如果文化背景允許，可以保持眼神交流或身體接觸，例如握住父母或兒童的手，
或用你的手臂摟著家長或兒童的肩膀。
即使兒童知道你是誰，也不意味著他們知道你在特定情況中的角色或責任。因此，一定要向
兒童說明你的角色是甚麼，例如：「當發生類似的困難經歷時，我的任務是找營地的小朋友
談話，看看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有沒有我可以幫助的人。」

有效與兒童溝通的技巧

2. 搜集資訊（提出澄清的問題）
提出開放式的問題，以便更了解情況。開放式問題是指不能以「是」或「否」回答的問題，
通常以「甚麼時候」、「甚麼地方」、「甚麼」和「誰」作發問。
鼓勵兒童用自己的語言從自己的角度講述他們的經歷。例如，可以說：「事情發生的時候你
在甚麼地方？」或「你怎麼今天甚麼都沒吃？」
澄清問題的示例有「我很想聽聽你對……的想法」、「你是說……？」和「你的意思是……？」
當兒童的描述聽起來不連貫時，以上的問題會有幫助，能夠幫助你理清發生了甚麼事，以及
了解兒童的情緒和想法。注意，提出問題時不要尋根究底。在危急情況下，要記住你是在幫
助兒童或成年人減輕困擾，而不是追問所發生事情的細節。在壓力事件後的早期階段，尋根
究底地追問細節會對受助者造成進一步壓力及傷害。相反，你應該運用聆聽技巧，關注兒童
或成年人在這種情況下所表達的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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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與兒童溝通的技巧

3. 積極聆聽
積極聆聽並非只是聽別人說了甚麼，亦包括語言及非語言技巧。
非語言聆聽技巧
非語言聆聽表現於肢體語言、眼神交流、雙方之間的空間距離、身體姿勢、關注對方，以及
在適當情況下的身體接觸。你可以通過非語言技巧，表示你在聆聽及專注於兒童的說話；要
排除任何干擾，盡可能營造一個安靜的環境，關閉手機或將手機調至靜音，不要說太多話 －
只要聆聽，保持安靜，不要打斷兒童說話。
要注意自己的肢體語言，以及在當地文化背景下的適當肢體語言。在文化習俗容許的情況
下，可以進行眼神交流。保持與兒童平等的坐姿或站姿。根據年齡、性別和環境，留意跟兒
童的個人空間。你可能需要按一定的角度與兒童相對而坐，避免和兒童面對面直視，因為這
樣有時看起來會給人造成壓迫感。
如果你和翻譯員共事，確保翻譯員也熟悉這些非語言技巧。
語言聆聽技巧
積極聆聽的語言層面包括提出問題，以更加了解情況；用自己的語言複述和概述對方所說的
內容（以確認理解無誤），以及給予鼓勵和支持。
提出問題澄清情況是積極聆聽的核心，因為這樣可以幫助心理急救員更深入了解所發生的事
情，以及兒童或照顧者的需要。切記，在提出問題時，不要提出帶有批判性或侵擾性的問
題，所提出的問題應顧及和尊重兒童和照顧者的經歷。
複述是指重複兒童或照顧者所表達的關鍵字眼。把自己當成一面鏡子 － 但不是以機械或鸚鵡
學舌的方式，而是與兒童使用同一種語言方式，向兒童表示你在聆聽及專注於他 / 她向你提
供的訊息，同時也可以驗證你是否準確理解有關訊息。
複述也是指用不同的字眼重複兒童或照顧者所說的內容。重點是把你所聽到的內容描述或表
達出來，而不是解讀。表達一種感覺的描述時，你可以說：「這段經歷似乎讓你感到憤怒，
是嗎？」如有需要，給兒童更正的機會，例如：「我的理解是……」及「我的理解對嗎？」
在對話過程中，要不時表述和總結兒童所告訴你的內容，以表示你在聆聽及盡力理解。另
外，你也可以藉此驗證你是否準確理解有關訊息。達成這個共識可能會幫助兒童為制訂未來
計劃做好準備，例如你可以說：「我想重複一遍你所告訴我的內容，這樣可以確保我已經理
解你所說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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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聆聽也包括給予鼓勵。在語言及非語言交流中傳遞溫暖和正面的情緒，有助營造開放的
氣氛和安全感，這對建立信任至關重要。在一些情況下，身體接觸也會給予人鼓勵。不過，
在許多文化或環境中，和陌生的兒童擁抱並不合適（切記你對這名兒童的背景一無所知）。
其實，你可以這樣表達你的同理心，例如：「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難過」或「我會一直陪伴
你，直到我們獲得更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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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與兒童溝通的技巧

4. 正常化
正常化和普遍化是通常對兒童和成年人都有效的溝通技巧。受困擾的兒童可能會對自己的反
應和情緒感到困惑，可能不敢跟別人分享。正常化正是要讓兒童知道自己的反應是正常的。
兒童應該明白他們的反應是合理的，不意味著他們有甚麼問題。
正常化可以幫助兒童減輕世界顛倒的感覺，並給他們帶來希望，讓他們知道事情或生活
是可以恢復正常的。接納和支持兒童可能表達或表現出來的所有情緒。例如，你可以
說：「我看得出你很害怕。很多小朋友都會經歷恐懼，但有過這種經歷後，就會覺得恐
懼非常正常的。」
一些兒童面對不幸的經歷會出現身體上的反應。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你可以解釋說：「在經
歷一些可怕的事情後，身體出現反應屬於正常現象，例如心跳可能會加速、口乾或手腳麻
木。你可能會感到疼痛，也可能會感到疲憊或憤怒。」如果兒童明白他們的身體反應屬於正
常現象，他們的憂慮就會大大減輕。

有效與兒童溝通的技巧

5. 普遍化
普遍化與正常化相關。普遍化的目的是幫助兒童認識到許多其他兒童和他們有同樣的感受和
反應。這有助減少兒童的孤立感，並給予希望。例如你可以說：「我認識很多男孩子和女孩
子和你有同樣的感受。他們有些年齡和你相約，有些比你大。我還認識一些小朋友現在感覺
好多了，因為感受通常會隨時間而改變。」
另外，你也可以說：「我認識一個女孩，她把自己的煩惱告訴媽媽後，情況比以前好多
了。」或「許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經歷你所經歷的事情時，也會跟你有同樣的感受。你和
其他人的反應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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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與兒童溝通的技巧

6. 三角法
有時候，兒童（尤其是年幼兒童）和陌生人說話會感到非常恐懼和害怕。如果兒童不想直接
和你說話，你可以透過其他人，或使用玩具或其他你認為合適的物件（例如照片、樹或書中
的人物）和兒童交流，這稱為三角法，因為第三者或物件成為對話的一部分，而你們三方形
成一個三角形。這種溝通方式令那些對你仍未信任的兒童，感覺沒有那麼大的威脅。
運用三角法時，你仍然應當確保話題與兒童大致相關，讓兒童感覺到你在關注他們。例如，
當你問兒童的年齡而他們保持沉默時，你可以說：「那我可以問你媽媽嗎？」如果兒童點
頭，那就問成年人。
確認你仍然關注兒童，目光再次投向兒童，並說「啊！你五歲了？」最後，如果兒童感到安
全，情緒有所轉移，即使最害羞的兒童通常也會開口說話。
如果父母或照顧者不在兒童身邊，你可以在三角法中使用木偶或小熊等玩具。你可以說：「你
的小熊看來很累，他今天一定走了很長的路。也許他想喝點水，你也要喝水嗎？」

有效與兒童溝通的技巧

7. 安撫
安撫是心理急救的主要目標之一。在兒童和他們的父母或照顧者受困擾時，安撫他們是你首
先要採取的行動之一。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做到這一點，重點在於你說甚麼和怎麼說：
使用平緩、低沉、寬慰的聲音和沒有威脅的肢體語言。如果兒童或父母感到恐慌或看起來不
知所措，設法鼓勵他們將注意力放在當前環境中不會讓人感到困擾的事物上，例如設法將他
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你可以看到或聽到的事物上 － 跟父母談論周圍環境的聲音或物件。另外，
也可讓父母或兒童專注自己的呼吸，鼓勵他們慢慢深層地呼吸，以幫助他們減輕恐慌或焦慮
情緒。
如果兒童有不良反應，例如具攻擊性，你可以設法使情況緩和下來，確認兒童的情緒，鼓勵
兒童用不同的方式控制情緒，告訴兒童你理解他們的憤怒，但同時也告訴兒童發洩情緒不會
有任何幫助，例如你可以說：「生氣可以，但是你生氣的時候，請不要動手打人。我來是照
顧你，確保你和你的朋友安全」，以此淡化潛在衝突。
另一種安撫方法是允許沉默，讓兒童或照顧者有時間平靜下來。在人們受困擾後，給他們一
些時間平靜下來是一個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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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制訂個案研究
由第_________組制訂
簡述不幸事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受事件影響的兒童訂一個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受事件影響的照顧者訂一個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兒童和照顧者的相關個人資料（例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等）：
兒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顧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想一個背景（例如場景、時間、私人或公共場所、周圍是否有其他人？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列出兒童可能有的兩種反應：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列出照顧者可能有的兩種反應：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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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角色扮演反饋表
受觀察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饋表
行動原則及相關行動

完成度*

評價及示例
哪些方面做得好？

「觀察」指心理急救員有否觀察：
有關已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件的
訊息
兒童和誰在一起或是否獨自一人
安全和保安風險
身體受傷情況
即時的基本、實際和保護需要
情緒反應
「聆聽」指心理急救員如何：
以適當的方式接近兒童和介紹
自己
安撫兒童（及照顧者）
關注並積極聆聽
接納兒童和照顧者的反應和感受
通過與年齡相符的問題，了解其
需求和擔憂
幫助受困擾者找到解決即時需要
和問題的方法
「連結」是指心理急救員有否：
評估兒童的需要和陪伴兒童
（如可能）
幫助兒童獲得基本需要的保護和
服務
找到解決即時需要和問題的方法
解決實際問題
聯絡摯親及獲得社會援助
獲取服務及其他支援
*) 完成度： 2：妥善完成

1：充分完成

0：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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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一個情境及相關問題
情境
一輛巴士載著學童和教師，在學校旅行回程途中發生嚴重事故，事故地點離學校目的地非常
近，當時校長、家長和親友都在目的地等候。車上一位教師聯絡校長告知事故情況。事故造
成兩名學童和一位教師死亡，其他人傷勢嚴重。校長將這個消息告訴等候的家長，家長聞訊
驚慌失措，紛紛上車飛速趕往事故現場。你接到通知，要建立隊伍前往事故現場，向兒童、
家長及其他照顧者提供心理急救。
問題
1. 你認為在事故現場會見到甚麼反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會先幫助誰？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有需要，你還會聯絡誰以尋求更多援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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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D：訓練評估表
兒童心理急救訓練評估表
非常差

較差

一般

良好

極佳

1. 總體而言，你會如何評價訓練
內容？
評價：

2. 總體評價：
請表示你對以下陳述的同意程度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2.1 內容富有趣味及吸引力
2.2 訓練達標
3. 知識及技巧：
請表明你對以下陳述的同意程度
3.1 我更了解兒童的困擾反應
3.2 我了解甚麼是兒童心理急救，以及甚麼不是兒童心理急救
3.3 我明白與兒童有關的三個行動原則 - 觀察、聆聽、連結
3.4 我已練習向受困擾的兒童及照顧者提供心理急救
3.5 我已考慮複雜反應及情況
3.6 我明白自我照顧在幫助他人時的重要性
4. 以下方式促進我的理解
4.1 集體討論
4.2 投影片
4.3 小組練習
4.4 角色扮演
5. 訓練人員
5.1 訓練人員熟悉相關題目
5.2 訓練人員有邏輯及清晰地簡述有關內容
5.3 訓練人員具備良好的訓練技巧
6. 回顧整個訓練
6.1 我對兒童心理急救有更深刻的了解
6.2 學習環境安全及具包容性
6.3 課程總長度合適
7. 訓練中哪些方面做得好？

8. 訓練中哪方面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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