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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常見嗎？



周璇 林青霞 尚于博



張國榮 崔永元 薛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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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NAMI？



EVE OLIPHANT，
Tony Hoffman, Fran Hoffman





NAMI採用同儕教育方式，這意味著
老師、項目主持和互助組組長的個體
經驗，是NAMI所有項目的核心。



教育 SUPPORT                   宣導
支持

Education Advocacy 



#StigmaFree: Mayim Bialik



全美精神健康聯盟目前開展的項目
更多的項目請瀏覽：WWW.NAMI.ORG



美國華裔精神聯盟活動



NAMI “家連家”課程
Authored by Joyce Burland, Ph.D.

-Clinical psychologist
-the author of NAMI’s flagship program NAMI 

Family-to-Family
-NAMI 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2013-2016





精神疾病的生理、心理和社會三個層面的課題

 生理、心理和社會這三個層面是相互依存的：

 任何一層面都不能忽略其他兩層面的知識基礎。

 只專注在一層面是無法得到完全恢復的效果。

生物／生理
(醫療的層面)

科學為基礎的知識

心理／情感
(個人的層面)

心理學為基礎的知識

社會／職業
(康復的層面)

復原為基礎的知識

課程重點：醫學角度看疾病 課程重點：內在情緒和感覺 課程重點：自我更新／重新進入社會

症狀，診斷 大腦異常的內在經驗 復原的定義和見證

未來疾病的過程 (預估病情) 規範家庭對精神疾病帶來的創傷反應 康復原則

關鍵時期的緊急性護理 分享你的故事；肯定家庭的力量 價值觀來源/社會的支持

藥物及其副作用 保護精神病患自尊的因應策略 恢復與社會的關係，長期護理

持續的服藥 設身處地的聆聽和回應的技巧 增加自決能力

藥物在科學研究上的進展 家庭中不同成員的負擔 個人滿意和生活品質的提升

復發的早期預警 處理憤怒、沮喪和感情的掙扎 解決問題技巧的研討會 溝通技巧的研討會

審視臨床腦部疾病 開始接受「破碎的夢想」 挑戰負面的刻板印象

最好的醫療策略才能達到最佳的恢復狀態 自我照顧的能力，繼續生活 倡導更好的服務與公平的政策

腦部疾病研究的現狀 同儕間理解和支持的價值 慶祝我們的進步

2，3，4，6課 1，3，4，7，8，9，10，12課 4，5，8，10，11，12課



NAMI家庭基礎教育課程內容
1、家庭教育簡介
2、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鬱症、 躁鬱症的症狀
3、 邊緣型人格障礙、恐慌症、強迫症
創傷後應激障礙、雙重診斷
4、 腦部的基本知識和腦異常的原因
5、 問題解決的研習
6、醫藥的縱覽 7、同理心（深入精神疾病）
8、 家人溝通／互動的研習

9、 自我照顧
10、 康復：痊癒的選擇
11、消除歧視，宣導、關愛
12、 總結／評估／分享／結業慶祝



三個階段

階段一：應付突發的緊急狀況。
DEAL WITH CATASTROPHIC EVENTS

階段二：學習調適自己。
LEARN TO COPE

階段三：轉化成正面的能量，為患者請命
MOVING INTO ADVOCACY

 確認現階段的情緒和心境 Stage Of Emotional Responses



危急感 / 混亂感 / 震驚感
拒絕接受目前的現實
試圖將失序的情況正常化
失望中絲絲的期待

需要的幫助：得到安慰，在困擾中找到同理心，
幫忙找到相關的資源，尋找應對危機的方法，
預估病情，以同理心看待患者，參加NAMI

階段一：應付突發的緊急狀況



憤怒，有內疚感，憎惡自己
認知疾病事實
悲傷痛心

需要的幫助：抒發情緒，讓希望滋長，接受相
關的教育，照顧好自己，找到同伴互相支援，
生活技能的訓練，放開心靈的束縛，尋找社會
上提供的相關資源，參加NAMI

階段二：學習調適自己



瞭解與諒解
接納
宣導與起而行之

需要的幫助：積極參與，恢復生活的平衡，
與社會有良性的互動， 參加NAMI

階段三：轉化成正面的能量，為患者請命



上述情緒反應無關「對錯」或「好壞」

一個持續的過程，往往會拖延很多年

認知每一個家人處於不同階段

清楚自己的位置點，就能更寬待自己

學員彼此經歷分享，彼此知會認同



以往的經驗顯示，很多人認為，不懂得和精神
疾病患者溝通，是我們的錯。

但是我們都知道，疾病的創傷期，以及腦障礙
的殘餘症狀，都可能導致溝通不良。

要恢復原先那種關係，我們必須彼此學習一種
不受病情影響的溝通方式，亦即，要能自由地
表達我們的需要與關切，也要鼓勵病人表達他
們的需要與困攪。

為何需要加強溝通技巧？



照護者的生活重擔 (Life Burden)
1. 外在的生活重擔 (Objective Life Burden)

干擾並影響日常生活的自主性。

平穩的家庭生活受到威脅。

原本寄望家屬的獨立生活，卻成為長遠的
負擔。

2. 內在的生活重擔 (Subjective Life Burden)
心情的負荷: 心疼、自責、傷感、憤恨。

身心疲憊，失去希望。



美國華裔精神健康聯盟家庭互助小組
歡迎加入我們! YOU'RE NOT ALONE!

NAMI Family Support Group



START AND STOP ON TIME 準時開始按時結束
ABSOLUTE CONFIDENTIALITY

不流傳成員敘述的內容以保障其隱私
BE RESPECTFUL 彼此尊重個人的見解
LET’S KEEP IT THE HERE AND NOW

我們着眼於現今心境，不活在已過去的經歷
EMPATHIZE WITH EACH OTHER’S SITUATION

以同理心體會成員的遭遇

NAMI互助小組言行準則



以往畢業學員心得分享



問答互動時間



課程現場報名時間



謝謝您的參與和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www.nami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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