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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能認可此「樂活集注」思覺失調患者正
向心理治療手冊中文版翻譯。
「樂活集注」思覺失調患者正向心理治療與近年國
際間對精神健康的關注重心往「復元」概念轉移是
一致的：不論症狀存在與否，【儘可能活得好】。
認識到支持復元的重要性，許多國家的精神健康政
策正在發生變化。例如，香港醫院管理局制訂的
2010-2015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其服務方
向正是「以個人需要為本，提供有效及協助病人復
元的醫療服務」。復元這個新的政策重點亦可見於
澳洲、加拿大、愛爾蘭、荷蘭、紐西蘭、蘇格蘭及
美國等其他地區和國家。
可是，政策並非實踐。治療師需要新的工具和介入
去確保他們的工作以服務使用者為先，並幫助他們培養抗逆力和自我管理技巧。「樂活集注」思覺失調患者
正向心理治療是改良自有充分驗證的介入—正向心理治療，並包括協助思覺失調患者去發掘其優勢 、實踐感
恩和寬恕。我們採用隨機對照試驗測試(一個黃金標準去確立介入的成效)，在測試中，我們發現此介入對協
助思覺失調患者的症狀，尤其是在抑鬱和身心健康方式有正面影響。
我們希望此翻譯對尋求臨床技巧有所長進的治療師帶來幫助，並祈盼它繼續支援那些與病同行，努力活得精
彩的思覺失調患者。
I am very pleased to endorse this translation of our intervention.
This interven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ly towards a focus on ‘recovery’ – living
as well as possible, whether or not mental health symptoms are present. National mental health
policy in many countries is changing, to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supporting recovery. For
example, the Hong Kong Hospital Author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plan for adults 2010-2015 sets
a new servic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of a person-centred service based on
effective treatment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individual”. This new policy emphasis on recovery is also
evident in Australia, Canada, Ireland,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Scot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ong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policy is not practice. Clinicians and workers need new tools and interventions to ensure
they are working around the priorities of the individual, to help them to develop resilience and to
enhance their self-management skills. This intervention is modified from an existing well-validated
approach called positive psychotherapy, and involves helping people who experience psychosis to
notice their strengths and to practice gratitude and forgiveness. Our evaluation using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gold standard scientific design for establishing effectiveness) showed that
receiving the intervention led to improvements both in symptoms, especially depression, and in
wellbeing.
We hope that this translation proves useful to workers looking to enhance their existing clinical skills,
and that it contributes to the goal of supporting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live well with psyc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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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德臨醫生 葵涌醫院行政總監
Dr Lo Tak Lam, William Hospital Chief Executive, Kwai Chung Hospital, Hong Kong

趙麗冰 「樂活集注」計劃統籌 葵涌醫院高級職業治療師
Rose Chiu Lai-ping Project Leader, WellFocus Positive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 Program, Senior

「用心，讓生命茁壯起來」是葵涌醫院於實踐以復元為本服務的
座右銘。現時葵涌醫院正為大約二百萬居住在九龍半島的香港市
民提供全方位的專業精神科專科服務。並為全港十八區其中之六
區提供社區為本的個案復康支援外展服務，大大改善了對嚴重精
神病患者，例如思覺失調患者的社區支援。除了為患者的需要及
風險作出詳細的評估，並以復元為本服務，務求達至更佳的臨床
效果，提升了患者的社區生活功能和就業能力，從而讓服務使用
者能在社區獨立地生活。

當我讀到由倫敦國王學院斯萊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出色的研究工
作，我感到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 將正向心理學納入對嚴重精神疾
病復元實踐，終於可以成真。在過去一年，我們為思覺失調及抑
鬱症患復元人士所試辦的「朋輩支援計劃」中，體會到強調積極
的態度和認知，建立自我效能及優勢，皆是非常重要的。該項目
的成功取決於幾個內置的活動，如：他們出版了自己的復元故事
書; 在他們的畢業典禮上向公眾，包括他們的朋友、家人、教會的
朋友、同事、其他復元人士與及本港醫療專業人員， 毅然地說出
他們的復元故事和唱出自己創作的歌曲，充分展現出「站出來。
說故事」的主題。對他們來說，最好的肯定便是他們現在已成為
職業治療部我們的工作夥伴，向其他精神病患者及公眾人士，分
享他們獨特的復元經驗。在全年的計劃，治療師作為建構一個以
優勢為本的平台，發掘及善用社區豐富的資源和網絡社區組織以
及透過積極的醫院臨床實踐與社區夥伴互動，產生出非常正面的
成果。

葵涌醫院一直秉承為精神復康服務創新的悠久傳統，如發展毅置
安居服務計劃、為頻繁入院人士而設之干預計劃、與僱員再培訓
局協作而成立之輔助就業服務、實施個案復康支援外展隊服務和
發展朋輩支援服務等，都是在過去年間社區支援服務取得顯著的
成績。本院職業治療部輔助就業服務負責翻譯有實證支持成效的
正向心理治療為本的「樂活集注」介入手冊，實可適時為本院增
添了治療方法，並為實踐復元為本的服務進前一步，更有效地讓
復元人士於社區中好好生活。
在過去一年，工作小組為翻譯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和熱忱是值得稱許的。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們的跨專業團隊
成員將起用此手冊，希望在以科研方法，在香港印證出尤如海外良好的治療成效。我們祝願有更多從事精神
復康服務的專業人士會在日後善用此手冊，造福復元人士。

‘Flourishing Life with Heart’ is a motto of Kwai Chung Hospital in the era of recovery practice.
Kwai Chung Hospital is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range of specialist psychiatric services to
about two million Hong Kong residents residing in Kowloon Peninsula. The provision of Districtbased Personalised Care Programme Outreach Teams to Kwai Chung Hospital in serving six of
the eighteen districts in Hong Kong improves tremendously the community suppor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namely psychoses. Basing on a detailed need and risk assessment,
recovery approach is adopted to help achieving better clinical outcomes and social functioning,
enhancing employability hence independent and fulfilling community living among our service
users.
Kwai Chung Hospital has long tradition of innovating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running Extendedcare Patient Intensive Treatment, Early Diversion and Rehabilitation Stepping-stone (EXITERS) and
Intervention of Frequent Re-admitters (IFR) Programme, inception of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SE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ERB),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ised
Care Program (PCP) and Peer Support Service (PSS) are notable achievements in community
care over the past years. Translation of WellFOCUS Manual basing on the well validated Positive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 is a timely addition to our intervention bundle hence facilitate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covery practice at Kwai Chung Hospital in order to keep our service users well in
the community.
The passion of the project team in sorting out translation logistics over the past year is commendable.
As the translated Manual will be put into trial use by caring professional staff of our multidisciplinary
team, we are hopeful that similar favourable overseas results in subsequent scientific evaluation
would be replicated and the Manual can be put into good use by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in the many years to come.

Occupational Therapist, Kwai Chung Hospital, Hong Kong

在與我們的服務使用者繼續一起探索的過程中，我們很高興地嘗
試通過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研究部實證研究，以正向心理治療
為本開發的治療計劃，並經由貝亞特·施蘭克博士培訓的「樂活集注」(WELLFOCUS)。我們的信念是這計
劃能進一步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的復元旅程帶來裨益。
在這裡，我藉此機會感謝葵涌醫院職業治療部經理葉以超先生一直以來對輔助就業團隊創新意念的支持，亦
非常感謝本院醫院行政總監盧德臨醫生對此計劃的視野與及對我們團隊的支持、鼓勵和祝福。
The incorpor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recovery practices for the severe mentally ill has been
my dream came true when I came across the excellent research work by Professor Mike Slade
and colleagues at King’s College. I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n the emphasis of positive attitudes &
cognition, and the building up of self-efficacy with the use of strength during a pilot Job Buddies
Peer Support Project last year with several Persons in Recovery of psychosis and depression. The
success of the Project hinges on several built-in activities, such as: the publication of their own story
book with public distribution; to address the public including their friends, family members, church
friends, colleagues, other persons in Recovery,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of the territory during their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the writing and singing of their own song with the theme of “Coming Out
Proud”. The best recognition for them is that they are now part of the Occupational Therapy Team
by being Job Buddies sharing their unique experience with other mentally ill persons at work and
the media. During the full year program, the role of the therapists in parallel has become creators
of strength building platforms by tapping into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network for sharing &
cultivation of “positive-ness” which we discovered is very much abundant in the community of
Hong Kong and circumstances can develop into very heart-warming results when there are crossovers between hospital clinicians & community partners.
To continue on the journey of discovery and experiences together with our service users, we have
the pleasure to try out this emerging evidence based WellFocus Positive Psychotherapy Intervention
Program developed by King’s Colleg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with training from
Dr Beate Schrank. And it is our belief that this Program will further benefit our service user in their
Recovery journey into wellness.
Here, I w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Ip Yee -chiu for his unfailing support
to the creativity of the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Team and to Dr Lo Tak-lam for his vision,
encouragement and blessings in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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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心理治療 （PPT）是一種心理學治療，著重以自身優勢和正向經驗達至身心健康。研究指出，
正向心理治療能改善一般人以及常見的心理病患者（如抑鬱症）的身心健康。不過，正向心理治療
並未於思覺失調患者進行試驗。
「樂活集注」（WELLFOCUS PPT）參考正向心理治療並作出調整，專門為思覺失調患者而設，
當中包括四個目標重點：
•增加正向經驗
•增強自身優勢
•培養正向關係
•創造更富意義的自我敘說
「樂活集注」以小組形式進行十三節的介入治療，每節的題目包括：
•「樂活集注」簡介
•正向經驗
•細味
•好的事物
•辨認自身優勢
•自身優勢活動
•最佳的我
•「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寬恕 － 第一部分
•寬恕 － 第二部分
•感恩
•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慶祝
這是「樂活集注」（WELLFOCUS PPT）正向心理治療介入手冊，當中包括了理論簡介、結構、
以及治療介入的內容。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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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論

    圖一：思覺失調患者的身心健康定義之靜態框架

這部「樂活集注」（WELLFOCUS PPT）正向心理治療介入手冊專門為思覺失調患者而設。一般
正向心理治療假設，當我們難以獲得滿足感和快樂時，心理健康便有可能受到影響；另一假設是正
面的情緒和能量應該受到重視，而治療應該建基於自身優勢和正向經驗。正向心理治療以提倡身心
健康為目標。美國心理學家馬丁．沙利文博士（Martin Seligman）是正向心理治療的鼻祖，提出
了達至身心健康的五個元素（PERMA theory），包括：正向情緒、全情投入、正向關係、意義和
成就感（沙利文，2011）。
一般的正向心理治療訓練會幫助患者辨認和增強自身的心理資源，例如性格優點、意義、正向關係
等，並配合一系列系統性及持續的治療，打開患者的心窗，放開內在負面的傾向，以幫助患者建立
富意義的生命為目標。正向心理治療的初步結果顯示，人們不單是想避開痛苦，還想擁有愉快、投
入、富意義的生活。
研究指出，一般正向心理治療有助提升健康的參與者以及常見的心理病患者（如抑鬱症）的身心健
康。不過治療法並未於思覺失調患者身上試驗。「樂活集注」（WELLFOCUS PPT）專為思覺失
調患者而設，參考正向心理治療，並根據系統性分析 1、質性研究 2、專家咨詢 3、成果檢討 4 、首
輪隨機對照試驗過程 5 等資料而作出調整。
系統性分析綜合了思覺失調患者參與對比試驗介入的結果。這28項研究符合試驗的納入標準，並使
用了20種量度身心健康的方法進行，結合敘述原則，這些方法將「身心健康」分成以下五個層面：
不可觀察、可觀察、切身、遠端、自我定義。圖一概括了這個概念。

「不可觀察」領域指個人內在的心理現象，包括自我知覺、情緒等級、生命的意義和目的等，這些
於外界不易找到的概念。「可觀察」領域涉及個人於外在世界展示的各方面，包括掌握環境、解決
困難的方法或身體健康等。「切身」領域涉及直接及即時影響到個人的因素，例如其擁有的事物或
能力，包括不同種類的關係、財政、職業等。最後，「遠端」領域牽涉不會即時觸發個人影響的外
圍因素，如大圍環境或得到服務的容易度等。另外，「自我定義」領域則指個人對自身整體的身心
健康的知覺，這點會因每個人對「身心健康」定義的差別而有所不同。
從這個思覺失調患者身心健康定義之靜態框架出發，可以發展出一個獲證據支持的身心健康之概念
框架，並以實驗為依據，進一步進行有關思覺失調患者身心健康的研究。
緊接進行的一系列質性研究，其目的在透過三角驗證方式，利用第二組數據證實上述靜態框架的可
行性，從而發展一套身心健康的動態框架，並將其提升過程納入其中。發展動態框架的過程中，進
行了23個半結構式訪問，對象是接受思覺失調治療服務者，當中13人進行了兩輪調查，以確認受訪
者的身份。組員被問及有關身心健康或提升身心健康的個人經驗。分析證實了上述靜態框架為具組
織性的架構，能嵌入應用於最新發展出的動態框架內。組員形容他們渴望達到身心健康的狀態，並
需要積極努力嘗試才能達到。組員的身心健康與他們的自我意識緊密相連，並包括了從現時的自我
意識過渡至更強的自我意識的過程，而現時他們一般都十分匱乏自我意識。其後發展出來的動態框
架中，「不可觀察」、「可觀察」、「切身」及「遠端」四個靜態框架定義的領域，成為了改善身
心健康、達到更強自我感覺的影響因素。圖二表達了兩者的關係 。

2

理論

理論

3

圖二：思覺失調患者的身心健康之靜態及動態框架的關係

圖三：身心健康之動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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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組員能夠達至更強自我意識的狀態時，則視為身心健康得到改善，屬於過渡成功。這個過程會按
一組基本模式進行，此基本模式亦是動態框架的基礎。框架包括三組高級分類：自我意識的現狀判
定（即參與者的起點）；達至更強自我意識的過程所受到的影響（即改善身心健康過程中經歷的轉
變）；以及達到更強自我意識狀態的表徵（即組員經歷到的身心健康）。圖三顯示了整個動態框架
的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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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於轉變過程中的特定因素，即判定、影響及表徵，會因個人差異而於數量和質量上有所差別。
這些因素又會因不同的價值而有所不同，而這些相關的價值或會於不同個人之間，或隨著時間而於
同一個人之內有所差別。動態框架衍生出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當組員達到更強自我意識的狀態
時，新的自我意識將隨即產生，讓組員能進一步發展，改善現況。
「樂活集注」的下一階段是以半結構式訪問進行專家咨詢，受訪對象包括23名接受思覺失調服務的
人士以及14名職員。半結構式訪問為組員介紹一般正向心理治療的概念，從而取得改善及應用於治
療思覺失調患者的調整建議。調查所得的質性數據報告會交到由治療師、研究員、國民醫療保健服
務系統（英國的醫療服務系統）政策制訂者所組成的專家小組手中，以召開聯合會議。專家小組就
著這些調查得來的建議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制訂最初的「樂活集注」應包括的11節經調整的介入
治療。
其後便會展開隨機對照試驗(ISRCTN04199273)，與94名思覺失調患者進行11節小組介入治療，
隨機分組前及完成治療後均會進行一次評估。分析顯示，治療對身心健康、病徵和抑鬱情況也有顯
著及正面的改善。完成介入治療後，組員及治療師將接受半結構式訪問，以收集有關治療調整的建
議，再由專家小組就建議進行討論和達成共識，落實「樂活集注」的最後版本，包括將治療節數增
加至13節，最終得出此正向心理治療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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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集注」包括四個目標重點：

     圖四：「樂活集注」模型

•增加正向經驗
•增強自身優勢
•培養正向關係
•創造更富意義的自我敘說
這四個目標重點旨在讓參與者達至更強自我意識狀態。圖四顯示「樂活集注」模型，解釋介入治療
改善身心健康的過程和中期成果，而達到更強自我意識則定義為身心健康得到改善的表徵。

6

理論

理論

7

二. 「樂活集注」治療介入
「樂活集注」是一個為期13週的小組治療療程。每一節治療都會圍繞一個或多個主題目標進
行活動。表一列出了每節治療的內容。
表一：正向心理治療活動及主要元素
節數

活動
1

2

3

表二：治療流程概要

主題目標

「樂活集注」 簡介
簡介及說明規則

正向經驗

正向經驗
正向反應

正向經驗
優勢/強項
正向關係

1. 以「靜觀細味」開始治療（播放「樂活集注」音樂）
邀請組員聚集並坐下，建議他們專心聆聽和細味音樂。
引導組員進行活動：慢慢調節呼吸、放鬆，嘗試把當天治療前發生或引起他們關
注的事情放下，專注集中於現在，細心聆聽音樂。引導的內容和細節應切合小組
組員對象。

細味
有意識地享受時間及活動

正向經驗

4

好的事物
說出當天發生或遇到的好事物

正向經驗

5

自身優勢
辨認自身性格優點

優勢/強項

6

自身優勢活動
運用自身性格優點

優勢/強項

7

最佳的我
療程中期回顧檢討

有意義的自我敍述
優勢/強項

「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負面經驗中得到的正向結果

正向經驗

寬恕
想出一個寬恕的對象並寫信給對方

有意義的自我敍述
正向關係

11

感恩
寫一封信給想要感謝的人

正向關係

為組員準備於治療以外的時間都能夠繼續完成的活動，並輔以行動計劃，如活動
該於何時、何地進行，需要預備什麼、他們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以及其解決方法
等。為組員解決潛在困難，表達好奇感及積極的態度。

12

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回顧過去，繼續進步

有意義的自我敍述

8. 以「靜觀細味」結束治療（播放「樂活集注」音樂）

正向經驗
優勢/強項

邀請組員於治療結束前專心聆聽音樂，嘗試享受和細味，有需要可提供引導。音
樂播放完畢後，為該節治療作完結，示意組員可隨意離開。

慶祝

正向經驗
正向關係
優勢/強項

8

9,10

13

8

•每一節「樂活集注」課時為90分鐘，於開始後及完結前有五分鐘「細味」時間，60分鐘專題活
動，10分鐘小休、10分鐘自由時間，以及10分鐘的緩衝時間。每一節均會介紹一種可持續進行的活
動，並鼓勵組員於治療以外的時間繼續進行。把活動形容為「可持續」能幫助組員計劃於治療以外
的時間繼續進行該活動。個人選擇的活動應以小型、容易做到、與個人有關、有意義、具針對性、
能帶來愉悅感以及容易明白為原則。表二顯示了一節治療的流程概要。

2. 歡迎組員（及回顧）
邀請組員就可持續進行的活動，尤其是就上一節開始的活動發表意見。鼓勵組員
積極分享，舉出他們放入「好事寶盒」和寫進日記的人和事。對他們的分享給予
正面的回應，嘗試誘發組員的成就感、強項以及一般的「優勢」。對大、小成就
均予以讚揚。
3. 熱身活動
4. 活動
向組員講解當天活動背後的原理和意義，有需要可派發筆記。
5. 小休
6. 活動（續）
於活動後鼓勵組員發表意見（比活動前進行較好）。

「樂活集注」治療介入

7. 持續活動

「樂活集注」治療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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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於第一節治療會獲派一本「樂活集注」日記本，用以記錄於療程中參與活動的體驗和經歷。鼓
勵組員把個人經歷和感受記錄在日記本裡，而每節治療均須帶備日記本。
以職員及接受服務的思覺失調人士為對象的質性調查顯示，進行「樂活集注」時應注意以下四個範
疇：

1. 支持正面的反應
對組員的每項成就予以關注及讚揚，不論大小。於治療內成為組員的榜樣，展示這項與人相處的技
巧，並透過示範及治療師與組員的角色扮演等形式進行練習。鼓勵組員討論人際、社交關係的重要
性，並指出當有社交難題或憂慮出現時，組員應面對而不是逃避這些情況，目的在於讓組員知道社
交憂慮及負面經歷的存在，並將之視為正常情況。

三. 實行
根據我們實行「樂活集注」的經驗，現提供一些相關的建議。

治療師監督
「樂活集注」的治療師應定期接受由具有經驗，或最少擁有正向心理學知識的同僚組成的小組所監
督。同僚監督的目的是希望治療師透過反思及經驗學習，檢討療程中的四個目標重點，並從平衡過
程中將自身發展轉化及融入到「樂活集注」的實踐之中。故此，倡導者應仿照「樂活集注」內四個
目標重點方向提問問題，例如：
•[正向經驗] 你在帶領小組時享受哪一個部份？你能分享一次最正面的經驗嗎？
•[優勢/ 強項] 你在小組裡什麼時候表現得最好？你在什麼時候能夠真正展現你的倡導能力？

2. 容易接近

•[正向關係] 你與「樂活集注」組員的關係，與其他治療小組有什麼不同？你在什麼時候與
組員的聯繫最好？

與組員對話時，避免使用理論、抽象的內容和教誨的語氣，應使用清晰、容易明白的語言，和簡單
的指引，配合重覆提醒的字眼以引導小組。強調組織性和結構，但應彈性執行。必須能夠指出及反
思組員的困難和需要，必要時需因應情況調整治療內容。雖然身為治療師，但也可分享個人經驗和
看法，令組員覺得更容易接近。強調所有組員、治療師之間應互相接受和平等，建立安全、互相信
任的治療環境。

3. 支持改變

治療師參與

若有助治療，可分享個人經驗，讓組員明白活動以及他們或會產生不同感受是十分正常的。著注箇
中的意義和價值。留意和引用組員提及的個人興趣來進行活動。確保目標的切實執行並且富意義。
辨明具意義和可達成的新目標，換言之，不要把每人都會做的事情訂為目標，避免組員之間出現迴
避行為。支持組員尋找機會，把活動分成較少而實在的步驟，引導組員期望及面對挑戰。給予正面
肯定的回應。避免使用「功課」的字眼，因或有組員曾擁有不愉快的校園經驗。

每節治療後應以簡單的筆記記錄每位組員的故事、強項、成就，最理想的情況是兩位治療師都記錄
筆記，作為於其後治療的提醒，以及組員於最後一節治療獲得證書的依據。首次的隨機對照試驗檢
討結果指出，組員特別重視別人對自己的關注和興趣。以正向心理學原則記錄筆記亦有助治療師專
注於正面思維上，避免偏離治療方向。

組員參與

4. 鼓勵經驗學習
以開放態度與組員討論應抱有的期望，並預計可能遇到的負面情緒。培養學員誠實的態度和從心而
發地對別人的好奇。有需要時可提供直接個別的支持，同時應盡量讓所有組員參與，建立每人也能
融入的治療小組，讓每人也有發言的機會。聆聽並緊記每位組員個人故事的主題，並套用於其後的
治療，以讓整個療程具連貫性和提供學習機會。試驗證實，每節治療後以簡單的筆記記錄每位組員
的故事、強項、成就，對進行治療具有幫助。展示同理心和體諒，不要論斷組員，避免問及尷尬的
私人問題。鼓勵組員與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所參與的練習和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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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敍述] 帶領「樂活集注」小組與帶領其他治療小組的經驗有沒有不同？有沒有察覺到
自己會不經意談論太多病徵？

「樂活集注」治療介入

每節治療之間可選擇致電組員，提醒他們參與下一節治療，並跟進他們持續進行中的活動之進度。
邀請組員反思和分享上一節治療的內容或自己持續進行的活動，就困難或障礙予以支持，回應與動
力有關之問題，並應以有效、誘導式的詢問語氣進行，強調組員的得著和學習成果， 不論他們有沒
有完成本來所計劃的活動。避免給予組員壓力或批評。這樣不但支持組員繼續出席和投入參與，也
是另外一種反思治療內容、學習和練習的途徑。
隨機對照試驗檢討結果指出，組員最重視每節治療間的來電是否由主治療師撥打。不過，由副治療
師致電組員同樣可行，這可讓組員有機會與不同對象練習社交互動。

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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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療指引

維持及轉化技能
每節治療開始時應回顧上一節治療的內容，同時於適當時候鼓勵組員分享他們加入「好事寶盒」的
東西，或成功作出新嘗試的經驗。為了進一步鞏固組員的轉變，可選擇安排特別環節以提升推動力
（每兩個月、三個月或半年一次）。

理論闡釋

第一節：「樂活集注」簡介

這一節的治療主要是向組員介紹「樂活集注」及其主要理念和概念。由於正向心理學強調以優勢主
導治療，故需提醒組員此療程或許會與他們曾參與過、以問題主導的治療有所不同。因此，利用這
節治療的時間解釋「樂活集注」，以及組員對療程背後的概念和未來的治療應抱有的期望，這幾點
十分重要。同時亦應強調治療過程中組員或需面對和處理的負面經歷和情緒，以減低組員潛在的憂
慮和不願意分享或面對負面問題的意欲。

下一部分將提供每節治療的詳情和每個環節所須的時間。使用筆記的項目則此圖案表示：

如相關，給治療師的提示亦會包括在每個練習的藍色方框內。

進入破冰活動環節，讓組員互相認識和放鬆心情，於治療初期促進小組成員之間的聯繫，讓組員能
放心於組內分享。組員於小組內或經常遇到的焦慮（尤其社交焦慮）以及誘因問題、專注力困難或
缺乏動力等，也會得到明確的處理和正常化。進一步討論投入參與的障礙，而治療應強調以協助組
員以正面、有趣的方法跨越這些障礙為目標，同時提高組員參與下一節治療的意欲。

給治療師的練習提示。

下一部分將提供每節治療的詳細指引。

派發「樂活集注」日記本予組員並解釋其用途。日記是治療的一部分，讓組員有機會寫下他們的想
法，記錄他們完成的活動和進度，作為評估治療進度的參考。提醒組員每節治療均需携帶日記本。

目標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i) 介紹「樂活集注」和日記本的用途，並派發日記本予組員
(ii) 透過以下方法鼓勵組員出席及參與其後治療：
◆◆ 直接回應組員對於療程的憂慮和不可能實現的期望
◆◆ 讓組員與治療師互相認識，藉以減低組員的焦慮
◆◆ 指出並把組員於小組內經常會遇到有關出席和參與活動的障礙正常化，如專注力問		
題、缺乏動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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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劃

治療概要
◆◆
◆◆
◆◆
◆◆
◆◆
◆◆
◆◆
◆◆

靜觀細味
熱身：傳球遊戲
「樂活集注」簡介
期望
介紹「樂活集注」日記
持續活動及提問
活動：傳球遊戲
靜觀細味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歡迎組員進入房間並坐下。簡單講解治療開始時會播放音樂以幫助組員放鬆。治療師可參考以下的
講解範例開始治療。

講解範例：「請進來並安頓一下。用心聆聽和細味音樂。」停頓。「深呼吸和放鬆。放下今
天早前發生的事情，以及你關注的事情，現在只需專心聽音樂：你喜歡的話可以閉上雙眼。
專注於音樂，不要想其他事情。」停頓。「如果有任何其他事情浮現於腦海，慢慢地再次放
下它們，把注意力重新集中於音樂之上。我們的腦袋常常會隨意想起不同的事物，這是正常
的。記著慢慢地再次放下這些事情，重新專注於音樂之上。」不要進行介紹或闡釋理論。音
樂播放完畢及組員安頓好後，直接開始。與組員討論細聽音樂過程中的正向經驗和挑戰，並
解釋這些經驗和挑戰會於第三節治療時更詳細講解。

所需物資
◆◆
◆◆
◆◆
◆◆
◆◆

                5 分鐘

「樂活集注」音樂
球
「樂活集注」日記本（包含了附錄一的所有頁）
筆記一
原子筆及鉛筆

2. 熱身：傳球遊戲

              10 分鐘

邀請組員圍圈，解釋活動的目的是讓組員互想認識，知道大家的名字。治療師應先作簡單的自我介
紹。簡述遊戲：簡言來說，參加者輪流傳球，期間要大聲說出自己的名字。重申參加者可把球傳給
旁邊的人，或輕輕拋給對面的組員。組員熟習遊戲後，可增添新元素：不說自己的名字，而是說出
傳球對象的名字。

向組員說明是傳球而不是拋球。明確指出組員可能會遇到記不住別人名字的困難：指出這個
情況很正常，重新提醒組員不要過份介懷。

3. 介紹「樂活集注」

   15 分鐘

歡迎組員來到小組及「樂活集注」療程。向組員解釋什麼是正向心理治療，這與傳統的心理學治療
有什麼分別，強調正向心理治療注重自身優勢而不是著眼於問題。解釋正向心理治療把重點放於個
人的心理資源，包括性格優點、參與度、意義和正向關係等，而不是專注於組員可能會經歷的問
題。

強調這不代表組員不能夠於小組內提出他們的問題，只是重點應放於如何利用自身優勢解決
問題，以及如何在看似負面的環境中得到正向經驗。
向組員解釋如果把重點放在正向思維而不是問題，便能改善整體的身心健康。派發及講解筆記一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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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問題

6. 介紹「樂活集注」日記									

與組員討論應如何處理負面問題。第一至七節的治療重點是自身與生命裡正面的事物，如幫助組員
認識自身優勢和正面資源，運用他們的能力來發掘和享受美好的事物和經驗。第八至十一節治療會
開始探討更多負面問題、失望及困惑等，鼓勵組員嘗試運用於早前學到的正面方法和自身優勢來面
對這些問題。「樂活集注」不但不會阻止組員談及負面問題，組員甚至需要於某些環節明確地討論
這些問題，只是重點應放在如何運用更多正面方法來處理這些問題。

派發「樂活集注」日記本予組員，討論寫日記背後的用意。

小組規則
講解並討論治療的關鍵規則，規則內容應配合小組成員及狀況。規則或包括：保密守則及其限制；
小組指引或包括：定期出席、準時、互相尊重、不騷擾他人、關掉手機等；角色（每位組員也是平
等的）；責任（友善對待治療師及其他學員）；以及投入參與持續活動的重要性。
4. 小休

   10 分鐘

5. 期望

   15 分鐘

治療師可藉此機會探問組員對於小組有否憂慮。組員較常提及的憂慮包括社交焦慮、自我揭露、專
注力及動力問題等。明確表示這些憂慮十分正常，如開始參與新療程所經歷的焦慮、承諾每星期出
席的責任、認識新朋友、學習新事物等。邀請組員跟隨意願來分享自己的憂慮，讓小組討論處理每
種憂慮的方法，讓治療變得更有趣，鼓勵組員未來繼續出席。協助組員共同想出處理每種憂慮的方
法，邀請組員分享類似的問題，指出經歷這些憂慮十分正常，並促進小組的聯繫。
每位組員的復元進度也不同，有些組員或會覺得治療內容的要求太高，或面對因病而起的困難較
多。有些組員則或覺得治療內容偏向容易。組員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亦會造成分別，故此有時或較難
把某些組員與小組其他成員聯繫起來。但根據正向心理學原則，治療師應直接鼓勵小組成員運用自
身優勢和社交技巧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強調只要組員願意嘗試和留意，每人也可作出正面、有價
值的貢獻。有時候組員可能會遭到質疑，有時候又可能會扮演幫助他人明白某些事物或參與活動的
角色。強調雖然每人的復元進度有別，但組員之間應互相幫助，作為繼續出席而不是中途放棄治療
的原因。

調查顯示記錄正向經驗對情緒和身體健康也有幫助 6。故此，療程鼓勵小組，包括治療師在內，應
好好利用日記本記錄自己的經歷，並投入參與這個練習。組員越願意反思和重覆進行寫日記此項活
動，從中得到的收穫會越來越豐富。換言之，把自己的經歷寫進日記能幫助組員從整個療程中獲得
更多得著。此外，鼓勵組員經歷「擁有」的感覺也能幫助組員更投入參與治療，令個人學習的成果
更豐富。因此，療程鼓勵組員把日記個人化，把其視為真正的私人日記，而不是功課本。
強調組員可保留日記本，隨自己的心意以文字或圖畫記錄自己的經歷。確保組員明白無論他們寫下
或畫下什麼，都只有自己會看到，記錄內容的目的並不是要展示給任何人看，故此組員不用在寫日
記時有任何保留，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感受。因為組員的態度越開放，他們就越容易感受到活動帶
來的益處。在組員記錄完自己的經歷後，可自行決定與關係親近的人分享，治療亦十分鼓勵他們這
樣做。鼓勵學員於私人時間繼續寫日記，提醒他們於每節治療時携帶日記本，因為日記本上印有每
節治療的內容（組員可自行事先閱讀）以及他們記錄了的經歷。

邀請組員提出有關使用日記本的疑問，提醒他們可隨時請教治療師有關如何善用日記本。

7. 持續活動及提問     

  

     5 分鐘

簡單介紹持續活動的概念以及該活動於「樂活集注」療程內的作用。指出下一節治療將會討論到更
多相關詳情。
邀請組員提出問題。至於本節治療的持續活動，則為邀請組員寫下他們對「樂活集注」和第一節治
療的感想，以及下次治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讓組員可於下一節治療時提出及討論。

8. 活動：傳球遊戲

     5 分鐘

重覆傳球遊戲，指出組員難以記得其他人名字的情況屬於正常。

明確指出組員出席治療可能會遇到的障礙，公開向組員提問他們預計會遇到的困難，並討論解決辦
法。除了上述提及的問題外，其他障礙還包括交通、組員記性差和其他因病引致的問題（如偏執
症、幻覺等）。與組員討論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並於下一節治療重提成功解決問題的例子，如讚揚
組員記得出席治療，或成功克服偏執的想法等。

9. 以靜觀細味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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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鐘

     5 分鐘

17

每節治療的詳細內容後面都附有兩個案例，說明美儀和家樂兩個虛構組員對治療的反應。兩個案例
均融合了真實組員的經歷，並示範了治療師的應對方法。
案例
美儀
美儀初加入小組時表現較不投入和焦慮，但其後似乎能投入參與靜觀細味活動。進行熱身活動傳球
遊戲時，對於要記住別人的名字她覺得很困難，並顯得有點激動。不過，經過治療師的安撫，說明
每人都會遇到一定困難後，她又再次積極投入遊戲。
當問及組員對於小組治療的具體憂慮時，美儀指她擔心有時或因不能完成某些活動而感到焦慮，而
她的思覺失調病徵亦有可能令她很難出門出席治療。治療師安慰美儀，解釋在小組內建立互相支持
的環境可以讓組員向對方學習，同時指出有些人或許會覺得活動很容易，有些人則覺得較難，每人
的情況也不同，並告訴美儀對於不清楚的事情可隨時發問。針對美儀或許不能出席治療的憂慮，治
療師指出因思覺失調病徵而導致出席困難的情況很正常，並欣賞她的嘗試。治療師亦建議美儀可於
每節治療期間的電話對話中談論有關問題，讓治療師嘗試給予支持，並鼓勵她出席下一次治療。
於第二次傳球遊戲中，美儀幾乎能夠記得所有人的名字，並為此感到愉快。於靜觀細味時她亦表現
投入，大部分憂慮得以釋除，並表示期待參與下一節治療。
家樂
家樂初加入小組時表現得輕鬆愉快，與其他組員和治療師對話時亦表現自然。於靜觀細味活動中他
表現較為活躍，儘管治療師鼓勵他閉上雙眼專心聆聽音樂，他大部分時間還是四處張望、搖動雙
腳。家樂於熱身活動傳球遊戲中表現積極投入，雖然他未能正確說出每個人的名字，但當他說錯時
會自己大笑，於小組內營造了友善輕鬆的氣氛。
家樂表示他在出席第一節治療前感到焦慮，但參與治療後便再沒有任何特別的顧慮。他留心聆聽其
他組員談及他們的憂慮。家樂指出席治療的唯一困難是他的組織能力較差，有時會忘記自己經已安
排好的日程。治療師問到於治療前一天致電家樂，並於每節治療間的電話中提醒他，會否有幫助，
家樂認同會有幫助，於是治療師把這點記錄下來。
家樂似乎對於自己能在第二次傳球遊戲中記得所有組員的名字感到自豪，並於第二次靜觀細味中表
現得較為放鬆，但要專注聆聽音樂似乎仍有一點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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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正向經驗

理論闡釋
正向回應能讓組員學習對家人或朋友分享的好消息給予主動且具建設性的回應。研究指正向回應，
即主動給予有建設性的回應，對於對話雙方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均有裨益7。給予別人正向回應能
誘發別人同樣正面地回應，從而增加大家對彼此的正面感覺，並隨時間建立關係。不過，其餘三種
回應方式則對分享好消息的人的身心健康，和對話雙方之間的關係都有著負面的影響。
鼓勵組員分享一次「最佳的我」的經歷，目的為提醒他們的自身優勢、價值、喜歡的事物和強項。
這能促進他們建立正面的自我感覺，對處理情緒、提升自尊感、學習善待自己，及建立更好的社交
關係均十分有幫助。不過，練習亦可能會令人感到難受，尤其是第一次進行的時候，但同時練習能
有效地讓組員深深明白到每個人都必須習慣尊重自我。人們要在公眾場合讚揚自己，難免會感到奇
怪，這是十分正常的，但只要加以練習，便能達至正面的作用。

目標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i) 理解正向回應的概念
(ii) 回想一次「最佳的我」的經驗，藉以開始練習正面地看待自己
(iii) 介紹「持續活動」

治療概要
◆◆
◆◆
◆◆
◆◆
◆◆
◆◆

靜觀細味
熱身：關於你的一件事
簡介正向回應
活動：最佳的我
介紹「持續活動」
靜觀細味

所需物資
◆◆
◆◆
◆◆
◆◆
◆◆

「樂活集注」音樂
活動掛圖（依下列佈置擺放）、原子筆及剪刀
寶貼（Blu-Tack）
筆記二
原子筆及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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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劃    

4. 簡介正向回應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2. 歡迎及回顧

                5 分鐘
                           5 分鐘

邀請組員分享上一節治療之後記下的問題或疑慮，並進行簡單討論。
3. 熱身：關於你的一件事

   10 分鐘

於治療開始前把紙張如下圖般劃分，並把活動掛圖放在小組中間：
姓名

圖畫

向組員講解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對其他人有多一點了解，邀請每位組員把他們的名字寫在表內
左欄，並於右欄畫出形容自己的事物，然後向其他成員簡單解釋他們的圖畫和代表的意思。強調圖
畫不需要十分準確或仔細，粗略的線條亦可。治療師應先作示範，確保組員選擇較小、容易明白、
能夠畫到（而且別人容易明白）的事物，例如喜歡貓的組員可以畫貓，愛吃蛋糕的可畫蛋糕，喜歡
踢足球或看足球的可以畫足球。當每位組員全部投入活動後，治療師應盡快把紙張剪成字條，分成
名字的一堆和圖畫的一堆，然後逐一抽出圖畫，用寶貼把圖畫貼在活動掛圖，邀請組員說出圖畫的
主人是誰。當組員正確猜出畫畫的人後，把對應的名字貼在圖畫旁邊，並繼續進行活動，直至所有
圖畫和組員名字配對正確。活動完結前，讚許組員與人分享有關自己的事，並表達期望，希望每人
也覺得自己對其他人多了一點認識。

治療師應指出畫圖時遇上困難十分正常，指出幽默感是整個活動重要的一部分！

                                                                                                              10 分鐘

講解正向回應的概念，解釋我們於對話中回應別人的方式反映了我們對對方和自己的感覺，因此這
十分重要。治療師可進行角色扮演，示範多種回應別人的方式。請參考指引。
與組員討論他們對正向回應的想法。有些組員可能會覺得很困難，有些或許會覺得很容易。鼓勵組
員利用這個機會向別人學習，並指出有時即使一些很微小或明顯事情也可帶來很大的改變，而且這
樣的情況很普遍。
說明整個療程均鼓勵組員以正向回應對待組內其他成員，藉此把正向回應內化並加以練習。治療師
可進行角色扮演，示範當知道朋友得到一份兼職義工工作時，能以什麼方式回應：
被動而建設性

你當義工，那很好。

被動而破壞性

噢，我們下星期什麼時候去看電影？我忘記了。

主動而破壞性

但你開始了義工工作後，我們便不能常常見面了。

主動而建設性
			

那實在太好了！我真為你開心。你一定會是位出色的義工！工作內容是		
什麼呢？

派發筆記二，與組員討論回應好消息的不同方法。

	
  

5. 活動：最佳的我

   10 分鐘

在這個活動中，邀請組員分享一件他們覺得愉快或驕傲的事情。人們會傾向記住負面的事情和情
緒，因為壞事代表著有改變的需要。相反，令人愉快的事情則提供較少誘因讓人進步，因此容易被
遺忘。傾向記住負面事情，對我們的感受及與他人的關係均有負面影響。這個小組正希望透過活
動，鼓勵大家放下負面思維，多點向正面方向思考，如更正面地看待自己，不要總著眼於自身的短
處或不好的事情上。邀請組員花幾分鐘想想一次因「最佳的我」而感到驕傲的經歷。治療師應進一
步解釋，並分享他個人的「最佳的我」經歷，引導組員思考。與此同時，指出分享一個完全正面的
故事有相當的難度，而這種情況十分普通。

治療師應分享簡短的故事和回應，並使用小型、容易明白的例子。

6. 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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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動：最佳的我（續）

                                                                   20 分鐘

小休之後，邀請組員與小組分享他們的意見，鼓勵組員說出他們的故事令別人更了解他們，如自身
優勢等。鼓勵其他組員給予正向的回應。
在限時之內鼓勵最多的組員發言。

治療師應正面地回應組員，強調他們在故事中展現的自身優勢。如有組員認為活動有難度，
治療師或可鼓勵他們想想別人可能對他們的看法。

8. 講解「持續活動」 							

                                5 分鐘

解釋參與小組治療、聆聽別人、投入活動都是美好的事情，有助組員改善身心健康。同時亦應強
調，於治療以外的時間進行持續活動，能讓他們得到更顯著的改變。簡單講解持續活動的目的，說
明每一節治療均有一個持續活動，通常會於治療時間內開始，而組員亦可於私人時間內繼續進行。
這節治療的持續活動則是邀請組員把「最佳的我」的正面經歷，記錄在「樂活集注」日記本內。組
員可記錄於小組內分享過的事情，或記錄另一件事情。邀請沒機會在這節治療分享故事的組員，於
下一節治療的回顧環節中分享。重申若組員不想寫字，可以用圖案或畫作等任何藝術形式代替，而
這種形式應能讓組員記得他們於下週治療時要分享的故事。強調沒有人會逼他們分享故事，但應在
他們願意分享時予以鼓勵。

9. 以靜觀細味作結                                                                                                    

     5 分鐘

案例
美儀
美儀似乎很享受「關於你的一件事」這個活動，並展示了她繪畫的天份。她畫了一些花朵，代表她
十分享受在自己的花園的時間。其他組員稱讚她的繪畫技巧。美儀能輕易認出別人的圖畫，而且在
小組裡發言時她似乎感到更自在。
當治療師介紹正向回應時，美儀表現安靜，似乎沒有什麼疑問。當治療師問及她的想法時，她認為
正向回應是個很好的概念，但亦是她本來就會做的事情。治療師指有些人本能上就能給予正向反
應，並對她能夠這樣做予以讚賞。
美儀於「最佳的我」中分享的故事說明她未能完全明白箇中的意思。她分享一次住院經歷，當時醫
院床位不足，故此她要每晚換床，持續了一個星期，讓她覺得很困惱。一星期後院方給她安排床
位，讓她十分高興。治療師鼓勵美儀從故事中找出正面之處，並從一個自己感到驕傲的角度出發，
再回想這個故事。儘管她生病時仍要面對挑戰，她仍對自己抱有信心，相信自己會康復起來，這點
正是「最佳的我」的例子。

家樂
家樂對於「關於你的一件事」這個活動表現雀躍，畫了很多不同大小的火柴人，代表他是大家庭裡
的一份子。家樂還有三個兄弟和兩個姐妹，他十分疼愛他們。當治療師問家樂多久會與兄弟姐妹見
面，他則指自己經常忘記約了他們見會。治療師建議家樂於治療過程中努力改善這方面，家樂表示
同意。
家樂似乎能夠明白正向回應的概念。他看過治療師扮演不同角色、示範不同回應方式後，表示別人
若對他的說話感興趣和給予正向回應，他會感到快樂，並稱會在這方面多加練習。
家樂於「最佳的我」分享的故事提及他如何運用所學到的技巧，於困境裡做到忍讓，而不是立即與
別人發生衝突。家樂說這件事發生於數個月前，他的前妻十分好辯，令他感到厭煩。他決定讓前妻
盡情把話說完，並表示有留心聆聽，需要幾天時間思考。他發現自己這樣處理事情變得更成熟。治
療師問家樂這樣做是否很困難，他說他當時的確有很多話想回應，但反思後慶幸沒有把那些話說出
口，反而有機會給自己冷靜下來。治療師和幾位組員均讚揚家樂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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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劃

第三節：細味

理論闡釋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本節治療以「細味」為主題。「細味」是指有意識及積極地享受活動或經歷，這個概念與「正念」
相同：分別在於前者強調發生於過去、現在、將來的正向經驗，而後者只強調現在的經驗。研究指
人在生活中留意和思想正面的事情，能提升正面情緒和身心健康，以及更樂觀看待未來；壓力則會
對生活多個方面均造成影響，包括健康、飲食、工作、群體、人際關係和環境等，令我們感到焦
慮、疲倦。研究又指當人處於放鬆狀態時，大腦會進入更深層而豐富的思考模式。因此「細味」有
助我們轉換大腦活動的區域，讓我們放鬆下來，並且更容易、有意識地享受所遇到的事物。放鬆身
心能減慢心跳率和呼吸、減低皮質醇（造成壓力的荷爾蒙）水平、改善專注力和心情；對身體健康
也有好處，並能改善病徵、神經痛楚、身理殘缺及生活面對上的困難 8。多點放鬆亦能夠加強專注
力，提升學習表現9。
心理學教授艾森（Alice M. Isen）和他的團隊發現，正向影響不但能產生更廣闊的認知能力，更能
增強記憶力和創意10。心理學家費德瑞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根據艾森團隊的研究成果，
提出「擴展與建構理論」（Broaden-and-Build Theory），指出正向情緒能短暫擴大大腦的思考
行動能力，建立受壓能力11。費德瑞克森和洛薩達（Marcial Losada）均證明正向影響能令人活躍
起來，對主觀身心健康均有正面作用12。布萊恩特教授（Fred Bryant）亦發現細味與當刻感到的快
樂、快樂程度和頻率有正面關係13。當人細味的事物越多，便越能夠減少負面影響和社交失樂。

目標

(i) 理解「細味」的概念以及對心理健康的價值；以及
(ii) 練習細味食物和音樂

鼓勵組員與小組分享「最佳的我」的故事和自己的感受，並記錄下來。提出組員所遇到的問題，邀
請小組就此回應，並指出發生這些情況很正常，讚揚組員的成就。

治療師不應向組員施予壓力，應邀請和鼓勵組員自願分享。有些組員或只能分享負面故事，
或只能看到負面的一面。治療師應指出這些負面經歷十分正常，並試圖從負面故事中找出值
得讚揚的正面成就。

3. 介紹「細味」

                                                                                                    10 分鐘

「細味」是「樂活集注」的中心主題，故此治療師可花多一點時間，根據上述提及的目的向組員講
解這個概念，並進行討論。例如，說明「細味」指有意識及積極地享受活動或經歷。解釋細味對日
常生活的幫助，並簡述支持這種說法的研究調查。

	
  
						
最後，向組員解釋本節治療主要以食物和音樂進行細味活動，但亦會談及其他可應用的情況。邀請
組員提出與細味概念有關的疑問。

靜觀細味
經歷回顧
介紹「細味」
活動：細味食物
持續活動：於個人時間「細味」
活動：細味聆聽

治療師應有心理準備，部分組員或會因內在障礙而無法享受，又或者覺得「細味」概念難以
明白。因此，治療師應找機會解釋並指出出現正面和負面情緒均屬正常。強調每人對於「享
受」的理解也很主觀和個人。

所需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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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鐘

向組員提供更多容易跟隨的指引，讓他們練習細味。派發筆記三。逐一講解指引和例子，說明一開
始可先嘗試細味較小的事物，了解「細味」的感覺以及其有用之處。		

治療概要

◆◆
◆◆
◆◆
◆◆
◆◆

2. 歡迎及回顧

組員可透過五官，包括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進行細味，並舉例說明，如視覺：欣賞美
麗的日落；聽覺：聆聽最喜愛的樂曲；味覺：吃一件美味的蛋糕；嗅覺：聞一聞花朵的香氣；觸
覺：觸摸貓兒。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
◆◆
◆◆
◆◆
◆◆
◆◆

    5 分鐘

部分組員或會抗拒某些食物，或需按特定餐單飲食，或有飲食問題。治療師應提供不同種類
的食物，確保每位組員有至少一項選擇。

「樂活集注」音樂
筆記三及四
原子筆及鉛筆
食物：爆谷、巧克力（分成小塊），葡萄或其他體積較小的水果
飲品：汽水、果汁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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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細味食物

   15 分鐘

這個活動目的是鼓勵組員思考如何細味食物。開始時，治療師與組員一起試吃食物，說明如不願
意，組員可以不吃食物，但仍能跟著細味指引進行活動。介紹將會品嚐的食物，如爆谷、巧克力、
葡萄等，並把食物放在小組中間的枱上（亦可於治療開始時把食物放在枱上）。強調組員應慢慢
地、有意識地享受這個體驗。邀請組員選擇一樣食物，放在手中，專注觀察食物的質感，留意食物
在手中的觸覺。建議組員於細心留意光影的分別、食物的結構、表面、氣味，以及自己對食物的反
應（如垂涎欲滴的感覺）。

「希望各位組員試想想你們在私人時間有機會進行的細味體驗。挑選一、兩個你經常很快略過的事
情或事物，然後放慢速度進行細味。例如於用餐時，慢慢地、細心地咀嚼首三口飯。試著專注感受
平靜的體驗：可以是在花園時、溜狗、看着天上的浮雲、欣賞日落、感受微風、聆聽和感受風的聲
音和感覺、早上喝咖啡等時候。嘗試慢慢地、細心地細味這些體驗。於筆記上寫下細味的計劃和經
驗。你可以專注於某一、兩項感官，如觸覺或聽覺。如洗澡時，水在皮膚上流過的感受怎樣？你在
公園散步時，小鳥的聲音像什麼？於『樂活集注』日記本內寫下細味活動計劃。」與組員討論可試
行的細味活動。

部分組員或會對食物十分敏感，原因或包括體重問題、進食障礙、偏執症等。要求組員長時
間專注於同一事物或會出現一定難度，故可安排小休。邀請組員提出他們或會享受的事物，
讓他們「尋找」自己享受的事物，試看看小組內有沒有「共同喜好」。強調組員可先專注於
較小而令人愉快的事物，如一杯茶、拼字遊戲、陽光等，同時提醒組員小心令人愉快卻具傷
害性的活動（避免提及「愉快」等字眼）。部分組員對專注細聽聲音感到一定困難。

治療師可參考以下講稿帶領活動：
慢慢拿起食物，再放到嘴邊。放慢速度，慢慢進行每一個動作。慢慢地一步一步完成動作，
比一下子急速地完成更好。開始時可稍為放慢，然後可把速度再逐漸減慢。留意自己的感
覺。有沒有垂涎欲滴的感覺？把食物放進口中。留意食物的味道和口感。食物在口中的感覺
如何？食物的質感如何改變？細心品味每一步。如果不願意，可以不吃食物，只要觀察食物
放在手中的樣子和感覺就可以了。食物的光影在你手掌上看起來是怎樣？感覺一下食物的重
量。治療師可邀請組員分享他們細味食物的感受，詢問有沒有人在過程中遇到困難以及誰能
在當中有所得著。討論細味食物，或只是吃的幾口飯，如何改變組員對進食的看法。邀請他
們分享活動有否及如何改變他們對食物和自己的看法和感覺。
5. 小休
6. 持續活動：細味飲品

   10 分鐘
                                                                                                   15 分鐘

治療師可繼續邀請組員挑選及細味另一種食物，或改以飲品進行。講解範例：「我們現在可以試把
第一部分學到的細味技巧應用於飲品上。大家可隨意選擇汽水、果汁或水。」把飲品分給組員。「
同樣，你不願意的話，可以不喝飲品。只要留心杯子在手中的感覺，或光影如何反照在飲品上。如
果你想喝的話，留意飲品在口中的感覺，以及液體和固體食物的分別。飲品味道是酸還是甜？是不
是冷的？你能感覺到氣泡嗎？」有時間的話，可重覆這些問題。
7. 持續活動：細味聆聽

                                                                                                   15 分鐘

講解範例：「我們細味過食物和飲品，現在可以嘗試細味其他事物。大家安靜下來，專注於寧靜的
環境之中，嘗試享受。如果聽到聲音，試聽聽它是什麼。我們聽到什麼？房間內有什麼聲音？能不
能聽到房間外的聲音？如果你聽到任何聲音，試以正念接受，不用說出那是什麼，只要嘗試細味和
享受這些聲音，好像剛剛細味食物和飲品一樣。聲音是高音還是低音？有沒有震動？強弱有改變
嗎？有特定頻率嗎？你享受這聽覺體驗嗎？是好聽的聲音嗎？如果你不知不覺想到別的東西，或不
喜歡這種聲音，你可以慢慢把心思引回房間裡，專心聆聽。」暫停並反思。

8. 以靜觀細味作結                                                                                                                 5 分鐘

案例
美儀
美儀於回顧環節中表現良好，她記錄了一次「最佳的我」的經歷，內容與上節治療分享過的故事不
同。這次她分享於數星期前發生的事情，她於超市給女兒買了個美味的蛋糕，即使下著大雨她也要
親自把蛋糕送到女兒手上。她認為這個行為令她顯得慷慨，證明她努力嘗試好好對待女兒。幾位組
員讚揚美儀的行為，治療師則建議她可再思考這件事如何讓她更了解自己，例如她為人慷慨、願意
在能力範為內為人付出、善待別人。
美儀對於細味這個概念表現好奇，經講解後便清楚明白，能於討論初期舉出有用的例子。她於細味
食物活動中首先選擇了葡萄，並能跟隨指示活動。當問及美儀細味葡萄的感覺時，她表示十分享
受，並發覺平時她只顧邊吃邊做其他事情，沒有真正留意食物的味道和質感。她說葡萄比印象中
甜，並留意到表面有一處雜色的斑點。於活動的第二部分，美儀選了爆谷，並表示從來沒發覺爆谷
的口感很像發泡膠！她留意到折開爆谷時發出的有趣聲音，又表示不特別喜歡爆谷的味道，所以應
該不會再吃！
美儀似乎能清楚掌握細味的概念，並樂於分享自己於這星期可嘗試細味的事物，例如認真地慢慢浸
一個泡泡浴，感受水和泡泡的感覺和氣味。她又喜歡烘焙，在細味焗餅乾的過程中，她可以留意餅
乾拌料的質感和烤焗時的氣味。
美儀明白她需要恆常練習細味，才能從中穫益。但她於一開始便能知道到箇中的益處，包括能有助
她平靜心境，正面地消除雜念。了解到這些好處後，美儀的情緒也得到了改善。

於個人時間「細味」
						
派發筆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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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好的事物

家樂
家樂於回顧環節中為他於日記寫下上節治療分享過「最佳的我」的故事而作出解釋。當問到他時，
他表示寫下經歷可讓他看見自己的進度，並為能把技巧應用於生活之中而感到驕傲。他又留意到在
有些情況，退後一步能讓自己得益更多。治療師建議家樂記下自己的反省以及當中的感受。
家樂於討論細味指引環節時踴躍發表意見，並舉例支持。他認為於生命中任何方面都可容易地運用
細味技巧。家樂開放、踴躍、積極享受生命的態度十分符合細味的概念。
家樂於細味食物活動中選擇了巧克力，不過於活動正式開始前，他已吃掉巧克力！治療師邀請他再
拿一塊巧克力放在手上，並跟隨治療師的指導進行細味。雖然家樂很難抵抗立即吃掉巧克力的誘
惑，但最後仍能成功跟隨指示完成活動。活動後他對於要形容自己品味巧克力的經驗感到困難。經
過治療師以問題作引導和聆聽了其他組員的分享後，家樂開始能說出與細味巧克力有關的感受。他
指於初期感到困難，但後來能真正細味巧克力的味道，這是他平常沒有留意到的。他表示喜歡巧克
力幼滑的口感和溶在口中的感覺。之後，家樂選擇了葡萄，並跟著品味指引，就著葡萄的外表與內
裡質感的不同、輕捏葡萄時發出的聲音講出了一些細膩深刻的見解。
家樂一開始誤解了細味的概念，只是提出了一系列自己喜愛的活動，而不是他能夠細味的體驗。他
健談好動，讓他很難明白放慢速度、不論經歷的大小都細心從不同角度思考的價值。然而，經過了
進一步的討論和其他組員的幫助和意見後，家樂似乎明白了細味的概念並能舉出有趣的例子，如：
享受在附近的公園散步、欣賞盛開的花朵和享受花香、早上起床時花十分鐘聆聽窗外小鳥的聲音
等。
相比食物篇，家樂似乎更能投入細味聆聽活動，他閉上雙眼，表現放鬆。他於其後幾星期的治療裡
都表示十分享受細味音樂，並開始在家中也進行這個活動。他指有時候會分心想了別的事情，但治
療師的指示十分有幫助，能讓他重新專注於音樂上。

理論闡釋
正向心理學的假定原理背後的理論指，人類於認知上及情感上都傾向對威脅帶有警覺性，基於這是
生存演變的優勢：越早察覺威脅、或對威脅的警覺性越明顯，存活的機會便越大，所以人類傾向專
注負面事物，如威脅、損失、侵越等。這解釋了為什麼人類總較容易留意和記住負面而不是正面的
經歷。由此推論，人類本性是偏向負面的14。這個理論又指憂鬱的人會誇大這種本性，而其他重要
的研究也支持這個說法。
貝克教授（Aaron Beck）稱這種負面傾向為認知偏向性抑鬱。他提出了治療抑鬱症的認知行為治療
法(CBT) 15，指這種認知偏向與過去和現在所經歷的低潮，以及對未來的負面期望有關。不過時至
今天，從演化論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再需要為生存而每時每刻都作最壞打算，因為我們身處的境況
相對地安全。因此我們不再需要這種保護機制，反之，繼續負面地看待世界和自己，會為我們的情
緒和與別人的關係帶來不良影響。
人們通常會專注於出錯的事情，而忽略了享受做對了的事情。這種思考方式壓抑了正向思維，甚至
造成纏繞思緒。思覺失調中的纏繞思緒與病徵相連，所以減少纏繞思緒、鼓勵患者多思考生活中正
面的經歷，均有助改善如焦慮、抑鬱等病徵。有意識地思考生命中的美好事情，逐步嘗試於將來再
次回憶這些經歷，能有助患者抵抗情緒低潮和對未來抱有更樂觀的看法。
有證據顯示多思考美好的事物可增加快樂感和舒緩抑鬱症狀。沙利文博士(Seligman)其中一個研究
初期的實驗，測試了「三件好事」練習的功效16。組員需要連續七天，每天登入網站，寫出當天發
生的好事和發生的原因。經過為期六個月的治療後，組員的快樂感有所增加，抑鬱症狀也減低了。
其後的研究重覆或改良了「三件好事」練習，都能獲得良好的成果17, 18。
其他治療中用到類似的練習也取得成功，如挑選代表生命中發生過的正面事情的物件，作為遇到困
難時的提醒。認知行為治療有時會用到「希望寶盒」，可放置親近的人和正面經歷的照片或圖畫，
這與本節治療將會介紹的「好事寶盒」十分類近。
「樂活集注」亦鼓勵組員，當好的事情發生時，尋找自己對此有什麼貢獻。這個過程同時能減低抑
鬱、絕望和無助的感覺，並讓組員建立獨立意識。當組員明白他們能主動讓正面事情發生時，即使
只是冷靜下來、換衣服、準備出門等簡單的事情，也能促進內在的控制和動力。這種動力對於受思
覺失調病徵困擾的患者來說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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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3. 熱身：誰 .... 便站起來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這個活動目的為鼓勵組員思考他們喜歡或令他們感到愉快的事情。

(i) 幫助組員明白思考和記錄發生過的正面經歷的用處，並加以回顧（嘗試以正向經驗制衡負面
思想）
(ii) 介紹「好事寶盒」和「好事卡」，不但能用於本治療期間，更能於其他時間和活動中繼續使
用。

治療概要
◆◆
◆◆
◆◆
◆◆
◆◆

   20 分鐘

第一部分
介紹熱身活動，讓組員熟習思考令人愉快的事物的概念。向組員解釋，其中一名治療師會站起來說
「誰 .... 便站起來」。如內容與組員的經驗/情況相符，邀請該組員站起來（行動不便的組員可舉手
代替）。句子應形容活動而不是個人長處，例如：「誰到過海邊／喜歡在春天曬太陽／喜歡足球／
愛與朋友共處／喜歡逛博物館 .... 」開始前確保每人也明白遊戲玩法。

治療師應舉出好的事物作為例子，全程盡量讓所有組員也能參與，間中亦可舉些較具體、個
人化的例子。確保每位組員可回應最少有一個例句。

靜觀細味
「細味」和日記回顧
熱身：誰 .... 便站起來
持續活動：好的事物
靜觀細味

第二部分
鼓勵組員繼續活動，自行站起來，舉出自己的例句，而其他擁有相乎經驗的組員則站起來回應。

所需物資
◆◆
◆◆
◆◆
◆◆

治療師應一同參與活動，藉此機會舉出一些組員能認同的例子，並應鼓勵組員舉出自己的例
子。活動完結前，邀請組員就活動發表意見。留意部分組員或會於自行舉例時感到困難，需
要協助。

「樂活集注」音樂
筆記五（每人一份）及筆記六（每人兩份）
原子筆及鉛筆
好事寶盒

4. 小休

治療計劃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2. 歡迎及回顧

              10 分鐘

鼓勵組員分享對細味例子的想法，討論他們的經驗以及分享寫日記的進度。

治療師應就組員分享的細味例子提出問題，確保例子不只是一項組員喜歡的活動，而是組員
會有意識地、放慢速度進行，並認真思考他們當時的感受。很多組員或許會選擇細味食物或
飲品，因他們比較熟悉有關的經歷。鼓勵組員在療程期間，繼續嘗試細味其他事物，如在公
園散步等，並把體驗記錄在日記內。

       

              10 分鐘

5. 持續活動：好的事物

   30 分鐘

這個活動讓組員開始關注正面的好事物，以及他們做了什麼令這些好事情發生，讓他們明白記住這
些好事對將來會有什麼幫助。
向組員講解這節治療背後的理念、這節治療與熱身活動以及上節治療所提及到細味正面經歷有什麼
關係。解釋熱身活動和持續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幫助組員分辨他們喜歡的事物，即「好的事物」。
這有助避免自我保護的思考方式，並幫助難以找到享受的事物的組員。提醒組員留意自己做了什麼
令這些好事情發生，這有助增強他們的賦權意識、內在控制、動力和自信，並令組員更加積極。每
位治療師亦應分享自己最近經歷的好事情，作為正向回應。

治療師應舉簡單易明的例子，如：「我昨晚開始讀／讀完了一本書。」或「我喜歡在週末約
朋友去喝咖啡。」
「 好事寶盒 」和「 好事卡 」
向組員介紹「好事寶盒」，指這是儲存過往發生過的好事的地方。邀請組員挑選一個盒子。講解盒
子的用途：組員可收集代表發生了的好事情的物件，例如圖畫紙代表他們享受了一次閱讀經驗、咖
啡室的砂糖包裝袋代表他們在那裡享受了一杯茶等。組員亦可隨意裝飾盒子，加上個人特色。
派發筆記五並介紹「好事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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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把物件收藏於盒子，也可利用「好事卡」簡略記下當天發生的好事。再次向組員說明好事寶盒
的用意：作為正向經驗的提醒，打開盒子時可讓組員回想起正向經驗，藉以改善情緒，重拾樂觀、
對未來抱有希望的態度，以及提醒組員擁有令好事情發生的能力。故此，把自己做了能讓好事情發
生的行為簡短記錄下來，這點十分重要。提醒組員在物件上簡單記錄收集的時間、地點和原因，這
將有助組員日後記起好事經歷。
派發筆記六以協助組員使用「好事寶盒」。

	
  

邀請組員回想最少一件於過去幾天發生的好事情。強調不論小事情如輕鬆散步或者一頓美味的晚
餐、或較大的事情如與朋友一起參加生日派對等，都可記錄下來。請組員把每件事情分別記錄於一
張好事卡，然後把卡放在好事寶盒內。再次重申組員應記下自己做了什麼令這些好事情發生。例如
約朋友喝咖啡，過程中組員需與朋友聯絡、同意外出赴會、有足夠動力出門、安排到達地點的方
法、花時間與朋友相處等，強調組員不要低估了自己作出的貢獻，才能令好事情發生；提醒組員把
它們全部記錄在好事卡、並寫上日期，這是十分重要的。澄清不一定要把事情記錄於好事卡，任何
一張白紙都可以。鼓勵組員可照樣把做法套用於好事寶盒和日記。
治療後繼續使用「好事寶盒」和「好事卡」
與組員討論如何善用「好事寶盒」和「好事卡」，解釋這兩個活動的用意不但只在療程期間進行，
更希望大家於完成治療後仍然繼續。鼓勵組員每天花幾分鐘回想當天發生的好事，把物件加入寶盒
或填寫好事卡。如組員安排每天同一時間（如睡覺前）進行活動，更能養成習慣。鼓勵組員把寶盒
放在當眼的地方，有助他們更容易記起美好的經歷。邀請家人或朋友提醒自己好事經歷和把物件放
進寶盒，這或對部分組員有幫助。
預告組員下節治療開始時會邀請大家分享於過去一星期放進好事寶盒的物件，並會於接下來的治療
加入這個環節，看看大家在好事寶盒放進了什麼。請組員於最後一節治療帶回寶盒，並與其他組員
分享幾樣他們收藏的物件。

治療師應指出如果有時候沒有好的事物可加入寶盒，這種情況十分正常。鼓勵組員時常翻看
日記和寶盒內的物件，回想過去發生過的美好經歷。說明一開始組員或會對每天也要想到好
事物感到困難，有些人或抱太高期望，但重大而美好的事情並不會時常發生。而這活動的用
意是鼓勵組員留意微小且美好的事情，令每天的生活更美好、正面。上節治療所學的細味技
巧亦正有此意。鼓勵組員發揮創意記下好事物，尤其是對閱讀和寫字有困難的組員，如多利
用物件、畫畫、剪圖等。小心處理私人或家庭生活有困難的組員。注意部分組員或需要更多
幫助來分辨美好的事情，而對於某些組員，記住愉快的事情可能會令他們更沮喪。治療師應
讓組員明白正面與負面經歷的對立，鼓勵他們接受經歷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同時明白同一經
歷可能亦會帶來失望和不快。
6. 以靜觀細味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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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美儀
美儀難以投入這個活動，她性格害羞，害怕參與熱身活動，尤其一開始時，當別人舉出喜愛做的活
動例子時，她很少站起來回應。當治療師向她解釋，之前沒有做過那些例子提及的活動也是十分正
常的，不需為很少站起來或舉手而感到不快。美儀認為治療師的解說有幫助，也表現得更正面。活
動後半部分邀請組員提出自己喜愛的活動例子時，美儀需要很大的鼓勵才能說出自己的例子。當小
組討論有關困難時，美儀表示覺得自己沒有真正享受的活動。治療師於是給予支持，指人們享受的
活動通常簡單如看最愛的電視劇等，都不是大事情。於是她提出幾個例子，當有組員站起來，表示
他們也喜歡這些活動時，美儀表現愉快。
美儀十分期待使用「好事寶盒」，高興地挑選了自己的盒子。當治療師邀請組員分享一件於過去幾
天曾發生的美好事情時，美儀表示她想不到什麼事。經過治療師以問題引導，及聆聽其他組員分享
後，她最後寫出一例，表示喜歡朋友到家中與她吃晚餐。美儀很難才可以把發生了的美好事情與自
己當中的貢獻連聯起來。治療師指出人們通常會低估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正面結果，這種情況十分
普遍，並指出美儀對於美好事情發生的貢獻：與朋友聯絡、買菜並準備晚餐 、即使不想見朋友也沒
有取消約會等。美儀接受這些建議，並認同自己有付出令美好的事情發生。她似乎很樂意於治療以
外時間繼續這個活動。
家樂
家樂踴躍地參與熱身活動，經常站起來回應別人的例子，也樂於與別人分享適合的例子。他能跟隨
治療師的指導，對其他組員的例子予以正面的回應。
家樂揀選了自己的「好事寶盒」後，在治療期間很快便寫了四張「好事卡」。在家樂分享好事卡上
的事情時，明顯看到他挑選過去幾天自己做過或成功完成的事情，如煮晚餐、購物等，而沒有仔細
回想及記下美好或令他愉快的事情。治療師帶領簡短的小組討論，人們完成的事和能令人生命更豐
富的「美好事情」之分別。治療師指完成事情或活動證明了行動者付出的努力，從而產生自我欣
賞、滿足感和驕傲。不過，「美好事情」應定義為人們有意識地思想和享受的正面經驗，不論事情
的大小，如生日派對等。家樂在治療師的問題引導下，思考他喜歡做的事情，作為將來提醒自己曾
有美好的事發生在他身上。最後，他選擇了一項活動，就是到日間社區中心學畫畫。對於自己讓好
事發生的貢獻，家樂原本寫了「去上畫畫課」，之後改成「檢查上課時間、為上課作準備、乘搭巴
士並準時到達、上課時與其他同學溝通」。他對於自己為了能成功上畫畫課而做過的事感到愉快、
驕傲，並表示會在家中繼續進行這個練習。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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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第五節：自身優勢

理論闡釋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辨認自己的主要優勢有助個人發展以能力為本的正面自我身分19，讓個人把自我意識從負面事情中
分辨出來。再者，意識到自身優勢有助個人向與這些優勢相符的目標發展，亦即是做一些本來就做
得很好的事情20。
研究指，自身優勢能讓我們作出對自己及他人的身心健康均有正面影響的行為。性格優勢，如善
良、團隊精神、熱情等，與能力和天賦有所分別。運動能力、影像記憶力、絕對音感、手巧機靈、
動作敏捷等，都是能力和天賦的例子。優勢則指品德上的特徵，而其餘兩者則不是。增加優勢意識
能讓個人更懂得於工作上運用自身優勢，以及從自身強項切入，著手處理任務。這些處事能力能提
升他們的投入感和正向情緒。正向情緒能促進個人最佳的工作能力，並對社交持更開放態度21。研
究建議，透過擴闊認知、正向處事態度和增強人際之間的信任，能讓早期的情緒經歷預測到未來的
情緒反應22。
當個人運用自身優勢時，會進入「神弛狀態」，即是完全投入於目前的任務當中，並對此感興趣，
認為任務具挑戰性卻不至於過份困難。極強的專注力、失去自我意識、感受到適切的挑戰（不覺得
沉悶或不堪重負）、覺得「時光飛逝」等，都是於神弛狀態所表現的特點。神弛能在本質上帶來回
報，包括幫助個人達成目標（如勝出比賽）或改善技巧（如令棋藝進步）。每個人都能於不同方面
經歷神弛，如玩樂、創作、工作等。當挑戰的難度到達個人能力可以解決的水平，運用這些自身強
項令個人維持於放慢的狀態，而達到了神弛境界。從而能帶來成就感和滿足，給生命賦予意義。
不過，過份運用自身優勢亦會帶來不良影響。明白到有些負面事情正正因過份運用自身優勢而發
生，這點十分重要。例如，過份的好奇心，於別人眼中可能會變成煩擾，因而拒絕交往。明白這
點，以正面態度接受（針對過份運用優勢）批評，能減低被傷害的感覺，令人容易改變 （正向重塑
自己）。承接上例，好奇心能有建設性地應用於別的地方。過份運用優勢亦可能導致負面的後果，
如善良可能會被人欺負。把常被別人佔便宜看成一種自身優勢而不是弱點，能轉化成一種力量，讓
人更容易定義自己的位置。本節治療會向組員講解認識、明白及運用自身優勢的重要性，同時提醒
他們不要過份使用自己的性格優點。

(i) 探索性格優點，解釋辨知這些優勢的好處
(ii) 討論過份運用優勢可能導致的負面後果
(iii) 協助組員辨認自身性格優勢，尋找發展這些優勢的方法。

治療概要
◆◆
◆◆
◆◆
◆◆
◆◆
◆◆

靜觀細味
「好事寶盒」經歷回顧
熱身：最後一卷
活動：自身優勢
持續活動：辨認自身性格優點
靜觀細味

所需物資
◆◆
◆◆
◆◆
◆◆
◆◆

「樂活集注」音樂
筆記七
優勢圖畫（見附錄三）
廁紙卷
原子筆及鉛筆

治療計劃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2. 歡迎及回顧

     5 分鐘

與組員討論「好事寶盒」收集到的物件和「好事卡」上記錄的事情。
3. 熱身：最後一卷

              10 分鐘

這個活動鼓勵組員分享自己的強項，加深大家對彼此的認識，過程中更可能有逗人笑的時候！
把廁紙卷傳給組員，請他們撕下平時使用的格數，再傳給下一位組員，讓每人都重覆這個動作。暫
時不要解釋原因，這可增加活動的神秘感！確保每人手上都有紙巾。
完成這部分後，治療師可以開始講解下一部分遊戲。每位組員要在手上每一格紙巾上，寫出一樣自
己的強項。說明強項可以是簡單的事情，如善待別人或守時等。治療師應以自己的例子開始。如有
組員的紙巾格數很多，可邀請他們分享給較少的組員。
治療師應嘗試把組員舉出的例子與強項加上聯繫，並作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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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自身優勢

   15 分鐘

5. 小休

   10 分鐘

6. 持續活動 : 辨認自身性格優勢

   30 分鐘

這個活動把美好的事物與自身優勢連結起來，目的是要幫助組員辨認自身的性格優點。
與組員講解於「樂活集注」中探討自身優勢的原因，並把在上節治療所學到的思考正面經歷的技
巧，與本節討論的自身優勢連結起來。當好事情發生時，組員可以向別人展示到他們的自身優勢，
而很多時候自身優勢都能促使好事情發生。研究指，自身優勢能讓我們作出對自己及他人的身心健
康均有正面影響的行為。讓組員分辨性格優勢（如善良、團隊精神、熱情），與能力和天賦（跑
步快、擁有影像記憶力）的分別。強調優勢含有美德的元素，而其餘兩者則沒有。解釋本節治療目
的在幫助組員提高對自身優勢的意識，提升正向情緒，同時澄清這不代表組員問題被忘記了或忽視
了：有時候，問題仍然存在，但組員能辨認和運用自身優勢來解決這些問題。
邀請組員思考自身優勢與好事寶盒內的物件的關聯。鼓勵組員分享每件好事物背後與某些自身優勢
的關聯，並加以讚揚以表支持。嘗試讓組員明白，人的強項與弱點同樣真實地存在。

治療師應一同參與活動，並建議組員提出與收藏在好事寶盒內的事物有關的自身優勢，治療
師鼓勵小組互動：治療師和組員應互相幫助大家辨認、說明及相信自身的強項。治療師亦應
指出每人都會有強項，而且這十分正常：「每人都擁有自己的強項」、「每人也應受重視」
，並以身作則，對組員的分享予以正向回應。例如：
		

「昨天下著微雨，但我仍然去了跑步。」

		

「這對你來說為什麼如此重要？」

		
		

「我一開始的時候也不喜歡，但還是去了，因為我知道我之後會為此而感覺良好。事
實上，我跑步時，挺享受微雨落在臉上涼快的感覺。」

		

「這件事顯示了你有什麼性格優點呢？」

		
		

「我想應該是堅持，還有，雖然這說不上是性格優點，不過如果你能克服內心的抗拒
感，你總能找到享受的事情，就好像那一點點微雨。」

把有關性格優點的圖畫散佈於房間裡，如空椅子、通告版、地上等，解釋圖畫或會讓組員聯想到某
些性格優點，建議組員於房間內走動，看看圖畫，想想它們代表什麼優點。過程中，治療師應分別
與不同組員溝通，鼓勵他們分享所辨認到的自身優勢。組員應盡量嘗試從圖畫中辨認出哪些自身優
勢，並加以解釋，思考如何應用這些自身優勢於生活當中。
鼓勵每位組員揀選兩幅代表他們自身優勢的圖畫，然後返回座位，治療師可邀請他們輪流解釋自己
的選擇，並形容如何應用這些自身優勢於生活當中，治療師亦應鼓勵其他組員給予正向回應。治療
師以自己的分享開始討論，能有助帶領活動進行。
當每位組員也分享過後，邀請大家於未來一星期把他們的圖畫和所代表的自身優勢寫在日記裡。

治療師應協助並讓組員學會如何辨認出自身優勢，並需明白部分組員會對此感到困難。
以下是一位組員對於圖畫與優點作出的聯繫的想法：
「我喜歡有秋葉的圖畫。這代表著我的強項是欣賞美麗的事物。我十分珍惜美麗的東西和
時刻。我喜歡花朵、公園和裡面的鴨子、美麗的圖畫等等。或者過去我沒有給自己太多機
會欣賞美麗的事物。以後我會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這點。」
治療師可透過問題引導組員，讓他們想想家人和朋友會認為他們有什麼強項。
鼓勵組員多加留意在他們小組內分享的自身優勢，以及如何應用於生活當中，並記錄在日記內。
派發筆記七，上面的圖畫能提醒組員不同的自身優勢。
	
  

如有時間，此活動可於治療時間內開始進行。鼓勵組員與家人和朋友討論自己的自身優勢。
過份使用自身優勢
向組員解釋有些時候，過份運用自身優勢可能引致潛在問題。例如心地善良的人，待人太好反而會
被人佔便宜，過份使用這種優勢便會產生問題。又例如，有好奇心的人，如果表現得過份好奇，會
令人覺得是「八卦」。同樣地，過份勇敢亦可能有害，這或會讓人冒險並走進危險的處境。治療師
應在適用時，於本節和日後的治療中運用同樣的思考方式，把組員分享的例子與其他主題聯繫起
來。例如，治療師可鼓勵組員以新的框架或以過份運用自身優勢的角度回看過去負面的經歷和問
題，並協助他們尋找正面的途徑以處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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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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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

案例
美儀
美儀把朋友的小狗相片放進好事寶盒中，代表過去一星期的某一天，她跟朋友和小狗在陽光下散
步。她十分享受和朋友交流近況，和在公園裡跟小狗玩拋球。但她忘記了記下當天的日期，或自己
促成這件事發生的貢獻。當治療師問及時，美儀不肯定自己對事情發生有什麼貢獻。治療師問美儀
有沒有提早安排約會，她回答朋友於前一天致電給她，問她那天有沒有興趣一起與小狗散步。治療
師指美儀其實做了好幾件事促使事情發生：調校鬧鐘並準時起床、查看巴士時間表、準時到達巴士
站乘車、依約與朋友見面－她才能守諾赴約。美儀和朋友相處的數小時裡，不是經常說話，有時又
受背後的聲音影響而聽不到朋友說了什麼。不過她仍嘗試延續話題，並預計時間乘最方便的巴士回
家。美儀說她沒有想過從這個角度看待事情，但開始明白和欣賞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背後，也需要
付出努力。
美儀只取了兩格紙巾，並認為自己擅於聆聽別人的傾訴。其他組員給予正向回應並表示同意。美儀
想了很久才能說出第二項自身優勢，但經過治療師的問題引導後，她表示自己也擅長並很享受烤焗
蛋糕。治療師示範以正向回應美儀的分享，其他組員也按照治療師的做法來回應。美儀同意把這些
分享寫進日記。
美儀選擇了一幅有人跑上樓梯的圖畫，另一幅則是一片憂愁的臉孔中出現了一張笑臉。她對第一幅
圖畫作出非常出色的解說：她認為圖畫代表堅持，並認為自己也是個堅持的人，因為雖然她經歷了
很多困難，但仍然繼續努力克服。她表示這項優勢對她很有幫助，於未來她也會繼續堅持。她分享
的故事也從不同方面反映出這點。當問及過份使用這項優勢可能發生的情況時，美儀表示，如果她
忽視自己需要幫助，而不切實際地希望事情會自然好轉，若無其事地繼續生活，最終便會傷害自己
的健康。對此，她表示要提醒自己要作適當平衡，不要過份堅持，有需要時便要尋求幫助，或讓自
己休息一下。至於第二幅圖畫，美儀表示她總能在其他人都不愉快的時候感到快樂。其中一位組員
提出另一種解讀：認為這是樂觀，而不是快樂。美儀喜歡及同意這個說法，並明白到樂觀能對抗負
面的事物，讓她在負面的處境中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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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沒有把很多東西放進好事寶盒，但就填寫了八張好事卡，他於小組內分享了某些好事情，不過
他顯然只寫下他每天做過的事情，如到店子買午餐，而不是經過思考再記錄的美好事情。治療師幫
助家樂更清楚明白兩者的分別，並討論一些在他身上發生的好事。家樂分享一次美好的事情，就是
他媽媽來探望他，並帶他外出喝咖啡和看電影。他很享受與媽媽交流近況，也喜歡那套電影。治療
師建議家樂把這些事寫在好事卡上。治療師又請家樂思考自己做了甚麼促使這些好事的發生。他指
自己要換好衣服、準時出門、努力嘗試與媽媽延續話題、交換近況。治療師提醒家樂把這些貢獻都
記錄在好事卡上。
家樂取了四張紙巾，他表示經過練習後，他現在擅長控制憤怒、和子女玩耍、與朋友交談，和修補
一些小型的家居用品。治療師鼓勵他分享多點細節，以及這些事情說明了他是怎麼的人。家樂繼續
分享，上星期他去了探望他的子女，安排了一整天的行程，並儲了一點錢讓孩子在遊樂場玩最喜愛
的機動遊戲。孩子十分享受與他共處的時間，並且感謝他，這令他很自豪。治療師指出，這反映了
家樂是一位關愛子女和能讓孩子快樂的父親。家樂微笑表示同意，並把這些事情寫進日記。
家樂選了一幅有很多螞蟻一同舉起樹枝的圖畫，以及一幅有一群在蹦蹦跳跳的人。他表示螞蟻圖畫
能引起他的共嗚，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強項是樂於助人。治療師問他是否喜歡與人合作完成事情，因
為圖畫上有好幾隻螞蟻「一同」舉起樹枝。家樂表示很喜歡與人合作共事，更因此在最近一次義務
工作中獲得稱讚。他認為圖畫能同時提醒他有樂於助人和與人合作這兩項優勢。家樂又說，活潑的
小孩子提醒他的強項是對生命充滿熱情，因為他經常以積極興奮的態度對待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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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自身優勢活動

理論闡釋
研究指出，當個人能辨認自身優勢後，把這些優勢加以運用，可以產生正面的影響。沙利文團隊
（2005）進行了「特顯的優勢」研究，並於為期六個月的研究後發現參加者於治療後有正面的改
變。團隊把「特顯的優勢」定義為個人擁有的強項，各種強項加起來後能真正代表著那個人，而這
些強項是靠既有的動力追求而取得。團隊邀請組員以新的方式運用自己五個最明顯的強項 。米切爾
（Mitchell）團隊就特顯的優勢治療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他發現對比起接受安慰劑對照的參加者，接
受為期三個月跟進的參加者的主觀身心健康得到改善23。團隊又把治療內容調整，邀請組員從列表
中選出三項最強的自身優勢，與朋友分享，並且把這些優勢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艾曼斯和馬科勞
（Emmons and McCullough；2003）的對照實驗研究得出，以優勢為本的介入對於提高快樂程
度和減低抑鬱徵狀有正面影響24。甘德（Gander）和他的團隊亦從研究中發現參與運用自身優勢的
活動能得出正面的效果17。

目標
本節治療目的是讓組員就第五節辨認出的自身優勢，計劃和實行運用這些優勢的活動。

治療概要
◆◆
◆◆
◆◆
◆◆
◆◆
◆◆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2. 歡迎及回顧

   10 分鐘

開始活動時，治療師邀請組員輪流分享在上節治療中辨認到的自身優勢。如有組員表示忘記，治療
師可用問題引導他們，並邀請其他組員予以鼓勵。治療師應透過給予正向回應，以了解組員於日常
生活中如何運用自身優勢，應用於不同活動當中。邀請組員分享於過去發生的好事情，或細味過的
事物。
3. 熱身：以自身優勢行事

   10 分鐘

把組員分成兩組（假設有多於四名組員）。每組要在五分鐘內創作一幅畫，稍後與其他組員分享。
建議組員分工：畫的創作概念、畫圖和解畫。把兩組分開，分發顏色筆和紙張，把計時器調至五分
鐘。鼓勵組內每位組員說出自己擅長哪一部份，然後按此來分工。每位治療師應分別幫助不同小
組，並確保組員有明確分工。五分鐘後，邀請小組圍成大圈，分享創作的畫。組員可隨意決定解畫
的人數。
總結時，向組員解釋這個活動富有挑戰性，因組員能於短時間內辨認及運用自身優勢，令小組能完
成目標。鼓勵組員予以正向回應。與組員分享感受，尤其正面感受。

靜觀細味
辨認自身優勢回顧
熱身：以自身優勢行事
活動：辨認自身性格優勢活動
持續活動計劃和實行運用自身優勢
靜觀細味

4. 活動：辨認自身性格優勢活動

   10 分鐘

這個環節讓組員辨認和計劃實行一種運用他們一項自身優勢的活動。

所需物資
◆◆
◆◆
◆◆
◆◆
◆◆

介紹活動時，把活動與上節治療的內容聯繫起來：辨認自身性格優點，重申強調在困境中運用自身
優勢有助我們改善情況。例如，當感到憂鬱時，利用自身優勢，取得家人和朋友的關愛支持，或以
正向情緒抗衡負面感受。強調每人都擁有自身優勢，這也是「真我」的一部分。解釋本節治療目的
為鼓勵組員開始運用及探索自身優勢，並找出把這些個人興趣和自身優勢應用於有意義的事情上有
什麼良好的感覺。這樣亦有助組員將上節治療中辨認的自身優勢加以發展，以及練習細味靜觀的技
巧，專注於持續進行一項自行揀選的活動。

「樂活集注」音樂
筆記八
活動掛圖
顏色筆
紙張

向組員解釋於本節治療中，每個人也要思考一項與自身優勢相應的活動。強調即使知道自己的強
項，仍難免會覺得難以選擇活動。並指出有時候會因外在、不由己的因素影響，令我們不能選擇自
己想做的事情。而很多時候，我們喜歡做的事情，都是我們擅長的事情。但這不代表我們必需經常
做這些事情。治療師可帶動小組討論，讓每位組員分享可以進行的活動，參與其中並分享自己的建
議。開始時，引導組員思考自身的優勢，以及與這些優勢有關連的活動。例如，擅於社交的人可和
朋友參與日間中心的義工服務而加以聯繫。鼓勵組員解釋活動和自身優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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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可參考附錄三中自身優勢的例子。
治療師應強調組員選擇的活動和背後的意義。可引用組員於過往治療提及的自身優勢，或建
議他們回想好事寶盒內的物件，從而取得靈感。可請組員回想以前做過十分喜歡，並願意再
次進行的活動。
治療師應與組員討論選擇活動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而打算進行的活動亦應以實際性為考
慮。提醒組員不應單單按喜好選擇活動，而要思考他們的自身優勢，以及如何把優勢應用於
活動之中。
治療師亦可建議組員與家人、朋友或其他組員共同完成活動，或可與服務統籌者及支援者完
成活動。
5. 小休

   

6. 持續活動 : 自身優勢活動

              10 分鐘
   20 分鐘

活動建基於組員在上節治療中分享過的自身優勢，以繼續幫助組員於未來一星期計劃和實行一項相
對應活動。
向組員解釋這活動是建基於早前大家分享的自身優勢，組員需計劃和實行一項相對應的活動。在小
休後繼續討論與自身優勢有關的活動，直至每人也選擇了一項合適的活動。鼓勵每位組員分享所揀
選的活動和原因，以及解釋活動與自身優勢的關係。如有組員的選擇不太合適、與優勢無關或難以
實行，應幫助他們重新揀選另一項活動。
強調預先計劃活動的原因，是為了避免大家混淆，選擇了希望做卻從來沒做過的事情。例如，我們
經常心懷好意，想多花點時間陪伴最親的人、照顧自己、追求創作等，但行為卻往往不相符，如經
常把時間花了去看電視或玩電腦。澄清在選擇活動時，應考慮當中有機會遇到的困難，並想出解決
的方法，這點十分重要。鼓勵組員選擇一項不常做的活動，而不是一項他們習以為常的活動。
邀請組員思考一項與自身優勢有關的活動，並討論計劃活動時應考慮的重點，包括：訂立目標、所
需資源、具體步驟、預期困難、解釋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等。鼓勵組員就活動和具體計劃分享想法。

治療師應確保組員選擇的活動：（一）與主題有關（反映一項自身優勢）；（二）實際、可
行；（三）不是組員習以為常的活動。如組員所選的活動不符合以上最少一項條件，治療師
應與組員更深入探討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並於適當時建議其他活動。
派發筆記八，請組員就剛才的討論，盡能力完成活動。

	
  

							
鼓勵組員就計劃或實行活動提出疑問，讓組員有足夠時間填寫工作紙。在組員填寫工作紙期間，治
療師可隨意走動，查看組員寫下的內容，並與組員個別討論。確保環節完結前，每人都寫下了實際
可行的計劃。請組員於下節治療前，實行他們的自身優勢活動計劃，並把過程記錄於日記之中。

治療師應與組員簡短討論，如遇上預期之外的困難時，該如何應對，如：有沒有其他方法？
如沒有，可不可以稍為調整活動內容、或考慮別的活動？治療師應指出進行所選的活動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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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焦慮是很正常的，讓組員明白有時候他們或不能完成活動。如這情況發生，小組會於下一
節治療幫助組員想出克服這些障礙的方法。
8. 以靜觀細味作總結

       

     5 分鐘

案例
美儀
美儀記得她上節治療中分享過堅持與樂觀這兩項自身優勢，並分享了寶盒內新添的物件：一張電影
票根，代表一套她與朋友一起看的電影，她表示十分喜歡那套電影。治療師問她如何促成事情發
生，她回答自己儲了足夠的金錢、作出並實行承諾。
美儀於熱身活動中表現安靜，不願意分享自己在活動中可勝任的角色。治療師引導美儀和另一位組
員分享自己可在小組中負責的部分。美儀說如有其他組員陪同，她或能於創作圖畫時提出想法，繪
畫下來。另一位組員表示願意與她做同樣的事，而其他組員則負責其他部分。美儀與夥伴合作得很
好，創作出搞笑的畫作，而且小組也很喜歡。她表示活動有挑戰性，感到有壓力和焦慮，但為能說
出自己想負責的部分而感覺良好，並因畫作獲得小組的正向回應而感到愉快。她把這些事情記錄在
日記中。
美儀在辨認自身優勢時感到困難，她找不到想做而同時能展現出自身優勢的活動。治療師建議她思
考其他自身優勢。經過問題引導後，美儀表示她可參加社區中心舉辦的藝術手作班。她一直很想參
加這個課程，但礙於害羞和自覺藝術技巧不高而沒有報名。她表示可以運用自己堅持的強項，嘗試
上一課，看看自己是否喜歡。課程一星期只進行一次，故她樂意安排特定的日期和時間參與。她預
期最大的困難是於上課天早上會感到焦慮，或會令她不想上課、不願意出門。小組建議美儀想出相
應的解決方法：計劃當天日程，當感到焦慮時深呼吸、專注正面的思想、上課前致電給朋友、準備
最愛的三文治並帶到課堂上等。在活動計劃完成時美儀展露微笑，似乎對實行計劃感到樂觀。
家樂
家樂回想起一項他於上節治療中分享的自身優勢：熱情。經過問題引導後，他最後也能記起其他自
身優勢，就是樂於助人和與人合作。當小組作出提醒時，家樂報以燦爛的笑容。他表示每天早上也
會品茶，並發現他在沒喝茶的時候，會像缺乏了甚麼，而盡量安排時間享受他的茶。所以他嘗試花
多點時間，坐下來思考茶的味道、質感和溫度。
家樂自薦解讀圖畫，因為他挺喜歡業餘戲劇，其他人不介意的話他可以負責這部分。不過他仍在有
需要時幫助組員完成其他部分，展示團隊精神。他的解讀表現十分好，並獲得小組讚賞。他為自己
的表現感到愉快，這鼓勵他於未來投入參與更多活動。
家樂建議到社區中心幫助別人學會使用電腦，作為實行自身優勢的活動。他於早前提及過自己以導
師的身分教新成員用電腦。為此，治療師除了讚揚家樂的能力外，亦鼓勵他嘗試想一個以前沒有做
過的活動，以運用自身優勢。家樂表示他可以參加園藝學會，每星期聚會一次，設計小型盆栽並於
有限的預算內建造花園。他對此感興趣但擔心自己沒有經驗。治療師指這個活動跟他與人合作和熱
情的自身優勢相對應。家樂為此感到愉快，寫下和提醒自己檢查園藝小組聚會的時間並報名參加。
治療師又請家樂思考參加園藝小組可能遇到的困難。他表示或可能趕不及乘巴士，但他可預先調校
鬧鐘，並早點出門，即使路途處遇上阻滯也不會遲到。他把這幾點寫在筆記上，並表示會在檢查園
藝小組的聚會時間後再補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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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劃

第七節：最佳的我

理論闡釋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本節治療目的為提醒組員把過去所學到的加以重覆練習和運用。思覺失調患者有認知障礙，所以若
能在治療期間或以外時間，不斷重覆所學到的內容並給予時間練習和運用，十分重要。這亦是「樂
活集注」的關鍵環節：讓組員分享自己的進度，好事寶盒和細味經驗等，確保他們的獲益得以延
續。為此，療程特意安排兩節治療（本節及第十二節），專注讓組員回顧所學到的技巧和內容，討
論他們如何延續這些得著。
本節治療將介紹「樂活集注」的第二部分，這部分會專注探討如何以過去學到的正向方法處理負面
經歷、失望和困難。過往的治療案例顯示，部分組員或會對這個過渡感到困難，故這節治療應特意
針對處理這個改變：與組員講解下一節治療的內容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項目。

目標

   10 分鐘

邀請組員輪流分享進行自身優勢活動的經歷。以正向回應予以鼓勵每位曾參與這些活動的組員。對
於未能完成活動的組員，亦按情況以正向回應予以鼓勵，例如指出他們選對活動的能力、計劃周
詳，並提出改善建議，鼓勵組員可於未來一星期再次嘗試進行活動。同時指出即使有時候組員或對
完成活動感到困難，也不應因此而氣餒。

鼓勵和確保組員選擇另一種活動，加以發展自身優勢。
  

   10 分鐘

這個活動目的為鼓勵組員明白給予和接受讚賞的感覺，以及如何讚賞他人，從而提升自我的正面觀
感以及他們可於群體中擔當的角色，並且練習正向互動的社交技巧。

(i) 向組員展示給予和接受讚賞的感覺和好處
(ii) 讓組員分享他們收集在好事寶盒裡的物件
(iii) 讓組員思考和分享另一次「最佳的我」的經歷
(iiii) 與組員討論如何延續治療的學習和進度

第一部分
派發筆記九。
	
  
							
先請組員在紙上寫上名字，並把紙放在自己前方地面上。治療師也應這樣做。邀請組員站起來，坐
到右邊的座位，拿起紙張，寫下一些關於那位組員的正向評價。可提供一些例子，如「你真友善」
、「你的笑容很甜美」、「你對鞋很有型」等。請組員再次起來坐到右邊的座位，寫下對那位組員
的正面評價。重覆這些步驟，直至組員坐回原來的位置。這時候，每位組員的紙上都應該寫滿一列
讚賞。

治療概要
◆◆
◆◆
◆◆
◆◆
◆◆
◆◆
◆◆
◆◆

2. 歡迎及回顧

3. 熱身：讚賞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5 分鐘

靜觀細味
自身優勢活動經歷回顧
熱身：讚賞
好事物回顧
活動：「最佳的我」
持續活動：延續收穫
簡介下一節治療
靜觀細味

第二部分
讓組員花幾分鐘閱讀和思考，並邀請組員分享他們得到的讚賞。治療師也可分享自己得到的讚賞。
鼓勵組員思考該如何看待這些讚賞。解釋為什麼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與自我觀感有所不同。邀請組員
分享當中有沒有意想不到的讚賞、得到這些讚賞的感覺和得著。治療師應予以正向回應，並鼓勵組
員也照樣做。

所需物資
◆◆ 「樂活集注」音樂
◆◆ 筆記九
◆◆ 原子筆及鉛筆

邀請組員分享接受和給予讚賞的感覺，並討論組員接受這些讚賞的方式。解釋接受和給予讚賞如何
能提升社交能力、關係和自尊感。最後，治療師應鼓勵組員練習多給予別人讚賞，並留意和思考別
人給予自己的讚賞。

治療師應指出在給予和接受讚賞時遇到困難是十分正常的，特別要讓自尊感低的組員明白。
4. 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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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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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好事物回顧

     5 分鐘

請組員花一點時間思考他們放在好事寶盒內的物件或好事卡上記錄的事情，並邀請他們分享。治療
師應示範和鼓勵正向回應。
6. 活動：「最佳的我」
這個活動中，請組員和治療師花一點時間思考一次「最佳的我」的經歷，並作出分享。由於第二節
治療已進行過這項活動，故應鼓勵組員分享另一次經歷，不要重覆第二節治療時分享過的例子。
邀請每位組員回想一次自己認為是「最佳的我」的經歷，解釋這可以是他們為自己做過而感到自
豪。如支持朋友渡過艱難時刻、完成一個課程，或成功克服困難的經歷等。治療師可分享一個簡短
的例子作示範。鼓勵組員思考例子如何展示自己的自身優勢、自己有沒有察覺到這些自身優勢，以
及如何在這些方面加以發展。治療師可分享例子，解釋自身優勢如何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或解決難
題。
活動後，邀請組員分享再次進行這個活動的感受，有沒有比上次更容易？能夠更輕易辨認自身優勢
嗎？能更容易舉出例子回應嗎？討論接受正面事情如何提升自尊感和改善與別人的關係。

治療師應指出部分組員或仍對給予正面的自我評價感到困難，並指出這個情況十分正常。
7. 持續活動:延續收穫

   10 分鐘

邀請組員思考參與治療至此所學到的，並與小組分享。治療師應概括治療的學習重點，包括：細
味、留意美好事物、留意並運用自身優勢、正向回應、接受和讚賞對自己正面的評價。強調組員在
這幾方面的進步，鼓勵他們繼續練習，確保收穫於療程期間和完結後也能夠延續。邀請組員於未來
一星期花點時間，寫下他們在課堂所學和繼續練習的方法。
與小組討論持續練習的方法，邀請每位組員都寫下一些適合和對自己有用的建議，即使是別人提出
的建議也可記下來。完結前，鼓勵組員分享他們的想法，解釋這些方式如何在未來幫助他們，以及
提醒自己實行這些活動的方法。

案例
美儀
美儀 熱情地跟組員分享她參加手工藝班的經驗。先前她很擔心，但想起自己的堅強毅力，就照樣上
課了。她爲自己的手藝感到驚喜，課堂中她的畫作也備受導師讚賞。她爲自己勇敢上課而自豪，並
已報名參加未來幾週的課。治療師也恭喜美儀，並提醒她已經邁出了一大步。其他組員也相當敬佩
美儀的經歷。
完成讚賞活動後，美儀因要與組員分享自己對讚賞的感受而感到害羞。在治療師鼓勵後，她說自己
讀了對自己的讚賞後很感動，但要跟組員分享還是有點尷尬，因爲寫得實在太好了。她不知道他們
的讚賞是否真誠。組員們都誠懇地表示那些意見都是真實的。美儀為其他人對她的看法感到十分驚
訝，並舉出例子如「美儀是個和藹友善的人」和「美儀是個優秀的組員，她給的意見有助我們以正
面的態度面對事情」。治療師表示這與美儀樂觀的自身優勢有密切聯繫。美儀還有另外的優點 - 她
性格可愛。治療師問美儀能否每天記住這些優點，並在自己情緒低落或者遇到困難時記起這些優
點。美儀同意那些都是要好好珍惜的事物，她會把它們都放在好事寶盒裡。
美儀的「最佳的我」故事就是她妹妹希望美儀為某人的葬禮準備花飾，因為他們知道美儀對手工藝
製作，特別是花飾有興趣。然而美儀解釋她妹妹最近幾年都不太支持她，對她不太好。由於美儀享
受製作花飾，她決定幫助妹妹，但她不容許自己被剝削，提出了合理的報酬要求。美儀很高興她申
明了自己的要求，而治療師則提醒她那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組員也說第一次治療時美儀十分害羞
和緊張，而她現在已經有非常大的進步，並恭喜她。美儀說很多人都讚揚她所作的安排，其中包括
那些願意付錢給美儀的人們。其中一位組員告訴美儀這顯示了她的毅力 - 她想要做某些事，但她需
要申明自己的要求，因為她的付出並不是理所當然的。美儀該為自己感到自豪。其他組員也有類似
的正向回應。治療師問美儀第二次在「樂活集注」中分享自己的正面故事時有什麼感受。美儀說這
次比上次來得容易，先前在治療裡獲得的讚賞也激勵了她。
當問到組員的進展時，美儀說她在細味活動中獲益甚多。她以前都是匆匆過活，甚少有意識地思考
她的經歷。她說細味活動的應用甚廣，也有效幫助美儀減輕焦慮和欣賞生命中的美好事物。當問到
她會如何延續學習成果時，美儀說在治療完結後她會好好繼續使用她的好事寶盒，尤其是記下她細
味過的事情。她也說自己會繼續每天細味一些事物。治療師建議她在日記寫下細味的經驗，並想想
各種可細味的事物，把它們寫在清單上。

如有組員表現出困難，建議他們反思或重覆別人的建議，並嘗試思考如何應用別人建議到自
己身上。鼓勵組員以正向回應和讚美，促進他們提出適合別人的建議。
8. 簡介下一節治療

  

   10 分鐘

向組員解釋能緊記所有強項和美好事物，將有助他們面對和克服問題及困難。解釋餘下的治療會專
注於運用之前所學到的正面的事物和技巧（包括細味、美好事物、自身優勢、正向回應、正面的自
身評價），來面對和克服困難。如在負面境況看到正向出路、原諒別人、感恩等。
9. 以靜觀細味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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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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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

第八節：「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當問到他自身優勢活動的進度時，家樂說他原定要去參加園藝小組，但後來他覺得沒有動力去參
加，情緒也變得低落。他說大部分人都有良好的進度，但他卻沒有完成活動。治療師安慰家樂，說
有時候確實會如此，並追問有什麼實際困難令家樂當天缺席。家樂說他覺得沒有人想他參加，而且
那裡都是陌生人，會非常尷尬。另一位組員說家樂不應該擔心其他人會不喜歡他，因為在「樂活集
注」小組裡他是個容易相處而隨和的人，其他組員也點頭同意。治療師問他初次來「樂活集注」時
有否覺得尷尬。家樂說有，但還是來了，因為他的醫生說這會對家樂有所幫助。他說當他看到其他
組員時就不再焦慮了，治療師建議他以此經驗為參考，肯定和鼓勵自己去下一次的園藝小組聚會，
並在日記裡記下這些事情，好讓他記得參加活動可得的好處和抗衡負面思想的對策。

理論闡釋

家樂很享受讚賞活動，分享自身優勢活動更鼓勵了他。他的讚賞包括「家樂在小組中一直都充滿能
量，也非常熱心」和「家樂顯然非常關心其他人」。家樂說他很驚訝組員對他有這些評價，他原以
為他們並不熟悉自己。治療師問家樂那些讚賞有否反映到他的自身優勢，他說有，因為他認為自己
很喜歡跟人合作和幫助他人。

當一扇門關上時，你發現到嗎，另一扇門已經打開。
												

家樂最近「最佳的我」故事是他送薄餅時。他剛剛到達顧客住處，顧客開門，他看見兩個人正要盜
取他停在路邊的單車。家樂向組員說他在公園追著那兩個男人，一邊拾起他們丟在地上的頭盔，大
聲叫他們把單車放下否則他會「追他們到天涯海角」。最後那兩個男人把單車留在公園出口，然後
逃之夭夭。家樂說他爲自己的行動感到高興，因爲那單車屬於薄餅店，不是他自己的，被盜的話會
顯得他不負責任。治療師問家樂運用了什麼自身優勢。他說是誠實和勇敢，而他也是在事後才知道
自己運用了這些自身優勢。治療師讚賞他的誠實和勇敢，同時亦問其他組員如果過份的誠實和勇敢
會如何讓情況變壞。其中一位組員說如果他太勇敢的話，可能會不顧一切追那兩個男人，而可能會
因此受傷。家樂表示同意，他之前沒有這樣想過，聆聽他人意見實在很有用。治療師說無論如何，
家樂也應該爲此經歷而感到高興，但也要記得日後在某些情況下不要過份運用他的自身優勢。家樂
把事情記錄在日記上，並感謝大家的幫忙。
當問到他治療過程的進展時，家樂說正向回應和回想美好事物都對他有莫大的幫助。他說他發現自
己很自然就能做到正向回應，而正向回應對溝通的影響很有趣，除了對自己有正面的回應外，其他
人也會對你有正面的回應。治療師建議家樂把那些事情都寫在日記上，在治療結束後提醒著自己。
治療師問家樂回想美好事物和翻看好事寶盒有什麼感覺。他說這都會讓他心情好轉，他也記得他爲
那些事情的付出。他說感覺到自己更有力量和更自信。另一位組員建議家樂跟他的朋友分享好事寶
盒的概念——他們都實踐了一段時間，而家樂也可以每週跟朋友分享故事。家樂也喜歡這建議，也
把它記了下來，說他也想想哪位朋友最適合擁有好事寶盒。治療師問家樂他計劃如何延續他的得
著。家樂說他會每天都使用好事寶盒。他會花更多時間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更多細味活動，
因爲他雖然從治療中獲益良多，但他常常忘記要在治療後進行細味。

「當一扇門關上了，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但我們經常在意及記掛著那已關上了的門，而
忽略那已爲我們開啓的另一扇門。」
										
Alexander Graham Bell
快樂往往從你忘記關上的門溜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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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Marley

生命中總會出現不同的困難，有時候會令人感到很棘手，讓你感覺絕望，難以在困境中找到正面的
地方。然而，很多時生命都不只是黑白色的——特別是那些讓我們苦惱困惑的日常小事，背後其實
都有著我們難以發現的美好一面。這會讓我們變得脾氣暴躁、失去動力，陷入無法發現美好事物而
只想到壞方向的循環當中，並會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讓我們深信事情負面慣性的結果。創傷
經歷可以讓人成長，也會給你正面的發展，更可以賦予生命意義，有時可能會透過創傷後的成長獲
得預期之外的收穫。然而，在我們生命中，與小小不如意事相比下，大事、甚至創傷經歷都較少出
現。因此，本節的課題討論和實踐活動將先開始把此概念應用到小事上，及後再嘗試應用到大事和
創傷經歷中。 以正面角度去理解並重新整理對事件的看法，期望找到一線曙光－這通常都是一項挑
戰，特別是當我們多習慣專注於負面事情時（許多人也如此）。當我們習慣不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
待事情，而是學會發現負面事情也有正面的一面，我們就能更容易和自然地找到生命的意義，並在
負面的事情中獲益。
重新整理對事件的看法以發現事情的正面結果能夠改善自我責備的傾向，這對我們改善和復原都十
分有幫助。透過協助組員在負面情況下重建正面看法，他們就能理解事情的發生並不一定是因為自
己做錯。本節治療應建基於先前的治療之上，並鼓勵組員在困境中保持樂觀正面。

治療目的
本節治療目的是鼓勵對過去事件作出正面評價，以減少自我責備和變得更樂觀正面。

治療概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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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arrymore

靜觀細味
回顧組員於先前所學到的
熱身：傳球挑戰
持續活動：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靜觀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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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物資
◆◆
◆◆
◆◆
◆◆
◆◆

第一部分
治療師應先認同有時候事情會變得棘手，那時我們將會難以看到事件中美好的一面。然而，很多時
生命都不只有黑白色的，那些讓我們苦惱困惑的小事，背後其實都有著我們難以發現的美好一面。
這會讓我們變得脾氣暴躁、失去動力、陷入無法發現美好事物而只想到壞事的循環當中，並會變成
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進一步令事情變壞。此外，研究顯示樂觀者比較不會因負面事情而怪責自
己，也比較不會覺得壞事將會重演。此活動目的是為了抗衡這些想法，並鼓勵對過去事件作出正面
評價，以減少自我責備和變得更樂觀正面。

「樂活集注」音樂
筆記十
兩個皮球
給組員互傳的其他物件（如玩具）
原子筆及鉛筆

治療計劃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治療師應舉出在負面情況下找到美好的一面的例子。活動也該強調組員並不需要在每一件事裡都找
到美好的一面，例如當至親遇到嚴重意外的時候。

治療師可參考以下例子：
2. 歡迎及回顧

              10 分鐘

請組員分享他們在日記上寫了從過去多次治療的感受和得著。同時請組員分享他們將如何持續實踐
治療所學到的。了解組員上星期新加進「好事寶盒」中的一件好事物。
3. 熱身：傳球挑戰

   15 分鐘

此活動讓組員發現雖然有時會遇到困難，但還是可以有愉快的經歷，而挑戰也可以令好事情發生。
或許你能因此以幽默或有趣的角度去看待挑戰。
治療師應告訴組員他們會玩一個叫「傳球挑戰」的遊戲。組員會圍圈並互相傳球，組員應把球拋向
任何一位組員，而不只是傳向旁邊的人。每一位組員拋球時要喊出接球者的名字。治療師應首先開
始遊戲。當遊戲進行順利時，治療師就拿出另一顆球並重覆以上步驟。治療師可讓遊戲變得更有
趣，就是要組員拋球和喊出名字時必須看著相反的方向。第三個物件（不是球類，可以是其他玩
具）加入遊戲，拋接時就更困難。最後第四個物件加入遊戲，組員應大概會開始失手。
治療師應簡單介紹遊戲的意義和組員在其中可學到的道理。治療師應解釋遊戲雖然越來越難，組員
還是可以從中取樂。這教導我們在挑戰中可以看到好事發生。治療師應請組員分享他們對活動的感
受。

請小心確認組員有機會拋球或以手傳球。治療師應確保物件數量配合組員人數。例如有6個
人的話，最多只可有3個物件。遊戲重點在於大家享受過程，而治療師應盡量不應讓組員感覺
受挫。
4. 小休

   

5. 持續活動 : 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10 分鐘
   35 分鐘

此活動為鼓勵組員在困境中找到好的一面。

• 我的巴士在往圖書館的途中壞了，到達目的地時圖書館已經關門。不過圖書館外放了一些
免費的二手書，我發現了其中一本好書，讀完以後也可以借給我妹妹。
• 我很努力準備跟媽媽的晚餐，但我只顧聊天，忘記把晚餐從烤爐拿出來，到記得時晚餐都
已烤焦了。最後我們準備了三文治和水果，黃昏時到花園裡用膳。我們都很高興，也談得
非常愉快。
第二部分
問組員有否幫助過親友在困境中找到一線曙光。跟組員討論一兩個例子。向組員解釋要把此概念和
同理心應用到自己身上通常會較為困難，組員可以從此活動中多作學習。
派發筆記十。

	
  

解釋組員可在工作紙上記下他們在負面事件（雲朵）裡找到的美好一面（太陽）。請組員回想一次
他們在負面情況裡找到美好一面的經歷，或當他們面對困境但難以找到其中美好一面的經歷。請組
員分析他們的例子，然後鼓勵他們幫其他人尋找他們看不到的美好一面。治療師應請組員在筆記十
裡寫下他們的例子。
治療師應請組員在下週遇到困境時嘗試找出其中的美好一面，或在他人訴苦或情緒低落時嘗試協助
他們找出美好的一面。邀請組員在日記記下他們的例子以及他們如何在困境中看到機會。

治療師與組員討論時可參考以下問題：
•你馬上就能發現美好的一面嗎？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困境中帶給你的失望和難過有否讓你更難找到美好的一面 ?
•未來你可以做些什麼讓你更容易找到美好的一面？
治療師應該考慮現實：把經歷中的的負面正常化，鼓勵以小事開始，注重最近失望的經歷（
避免重大創傷）。治療師應考慮問組員「學到了什麼」以及如何在未來應用所學。
6. 以靜觀細味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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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鐘

51

案例
美儀
美儀在回顧部分表現得非常投入，上次治療後也有新的細味體驗。她去了公園野餐，然後躺在野餐
布上，閉上眼，聆聽公園的聲音：鳥鳴、風吹過樹梢、狗吠聲。她把以上都寫在日記裡。治療師讚
賞她抽了時間去靜觀細味，又把經歷寫得那麼仔細。其中一位組員說他也想試試看在公園細味，其
他組員都鼓勵把經歷寫在日記裡。當美儀被問到如何可以再進步時，她說她有另外一些靜觀細味的
想法可以試試，例如順著河流踏單車和學習使用電腦，她都已經寫在日記裡了。她的進展再次獲得
讚賞。
美儀覺得傳球挑戰有點難度。她可以應付一顆球，但加入其他物件後她就很難接住它們了。其中一
位治療師講解這活動目的不是要他們成功接球拋球，而是嘗試和玩得開心，美儀這才真正投入練
習，也玩得更高興了。美儀表示她需要一點時間才了解到活動目的，她發現自己只會接觸她覺得自
己會成功的事物。她現在知道可以以幽默的態度嘗試處理困難事情，並同時享受具挑戰性的過程。
治療師指出美儀說得很好，意見精闢，很高興她有那樣的想法。
組員討論如何在負面情況裡找到美好一面時，美儀似乎專注於大事，如她父親的離世，並很難想到
小事作例子。治療師說出自己的例子，而其他組員也提供了一些例子，美儀開始想到上週她為朋友
煮晚飯，但發現自己遺漏了一種重要的食材。她沒有因此而苦惱，反而找了另外一道未嘗試過而又
剛好適合使用的食譜。結果是她煮得相當不錯。治療師問美儀有何感受。她覺得很自豪並感覺到自
己的能力，因為自己解決了問題，而且沒有因苦惱而影響到自己的情緒。她把這例子寫在筆記上。

理論闡釋
研究指出，寬恕可提升對過去的正面情感和自我控制，而因對其他人失望而悶悶不樂則會纏繞我們
的思緒，產生怨恨。寬恕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如何改變和更易接受自己的過錯。因受傷害而產生的負
面反應，例如希望報仇，會對身體、心理和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25。然而 ，研究發現正面反應，
如寬恕傷害你的人，對身體26、心理 27和人際關係28會產生正面影響。此外，寬恕或可促進樂觀思
考，降低無助感、提升自我效能及所感知的社交和情感支持29。
近年更有針對寬恕的治療，如同情為本治療(Compassion Focused Therapy)30。寬恕這個題目較
為複雜，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去處理。樂活集注其中兩節以寬恕為題，目的是讓組員認識和深入了解
寬恕的潛在正面效果，然而此不會對受嚴重創傷或受不公義對待的人有幫助。同時，組員可能需多
次嘗試寬恕才能釋懷。組員可在個別治療時段（如適用）再討論寬恕，在治療完成後的額外時段（
如適用）應再次提出討論。這可以給予組員充足時間去了解和嘗試寬恕。
本節治療與下節治療將介紹如何寬恕令我們失望的人，從而把煩惱和怨恨轉化成中立或正面情緒。
本節治療也會討論到寬恕會遇到的困難，例如寬恕不等於逆來順受、卸下防衛、喜歡他人或要與其
親近。

目標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i) 專注於對他人失望的感受及寬恕；以及
(ii) 探索放下怨恨的可能性。

家樂
回顧時，家樂跟大家分享他過去一週過得不太理想，也沒有什麼進展。治療師指出這是正常的，有
時候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他組員也說他們前幾週也有類似的經歷。家樂記得他計劃要跟一位朋友
分享好事寶盒。他說他知道要跟誰分享，但很難付諸行動。治療師問他需要什麼幫助才能做得到，
但家樂則顯得被動：他垂頭說不知道。治療師說他應該要為到知道與誰分享和前來「樂活集注」而
自豪。他們建議家樂寫下要跟誰分享，以及如何跟他們約時間去聊聊。家樂說他們有時候會在社區
中心碰面，他可以約他們喝咖啡並順道解釋。大家鼓勵家樂記下來，並跟他說上週沒有如期進行也
沒問題，他可以再做計劃，下週努力予以實踐。
家樂有參與傳球挑戰，但不如平常般投入。他覺得抱歉，並說現在他很難享受事物。治療師說不要
緊，他前來治療和參與活動已經是一大成功了。大家說家樂的身體協調很好，很敬佩他可以同時接
著那麼多東西。家樂聽到後露出了微笑。
當被問到在負面情況下找到美好事物的經驗，家樂說幾週前他沒帶門匙，但成功從開著的窗戶爬回
屋內。大家都讚賞他的巧思，並查問其中的負面情況和正面事物。家樂說沒帶門匙就是很壞的處
境，但幸運的是窗戶開著。治療師發現家樂稍為誤會了問題，選了一個他覺得幸運的例子，而非一
個找到正面事物的例子。治療師解釋了以後，就問家樂他能否在成功回到家中時發現正面的事物。
他說他知道必須關好窗戶，雖然沒關窗戶讓他當時可回到家，但那始終不太安全。他說正面事物就
是他知道了安全的重要性。治療師很欣賞這觀點，也請家樂把經歷記錄下供日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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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指引 第八節：「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治療概要
◆◆
◆◆
◆◆
◆◆
◆◆
◆◆
◆◆

靜觀細味
回顧在困境中保持正面態度的經驗
熱身：寬恕名人
活動：何謂寬恕？
活動：因其他人而感到失望
持續活動：寬恕之海
靜觀細味

所需物資
◆◆
◆◆
◆◆
◆◆

「樂活集注」音樂
筆記十一和十二
活動掛圖
原子筆及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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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劃

6. 活動：因他人而感到失望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2. 歡迎及回顧

     5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此活動目的為探討組員會如何因其他人而感到失望。
第一部分

問組員有什麼在困境中保持正面態度的經驗。應鼓勵組員分享早前寫在日記裡的故事。請幾位組員
簡單跟大家分享好事寶盒裡的一件好事，然後請幾位組員隨意分享過去一週的細味經驗。

請組員回想因其他人而感到失望的經歷，以及寬恕他們後的感覺。簡單解釋治療的要點：想想寬恕
可帶來什麼好處。組員應舉例說明他們因其他人而感到失望時有什麼感受。治療師應按照例子進行
角色扮演。

3. 熱身：寬恕名人

請組員舉出寬恕別人的原因。原因可以是「放下重擔」、「和解」、「放下憤怒和怨恨」、「向前
看」和成為「更好的人」。

   10 分鐘

此活動是要以輕鬆的方式向組員介紹寬恕的概念，讓組員思考人們能寬恕什麼事情以及是否所有寬
恕都是一樣的。
請組員想想哪些名人做了某些事情後需要被大家原諒。提示：秦檜、武則天、克林頓、本地名人或
政治家。他們做了些什麼？他們有什麼需要寬恕？他們有要求獲得寬恕嗎？我們能否辨認出寬恕的
種類？需要寬恕的事似乎有大有小。請先專注於小事，因為先寬恕小事是重要的一步。

某些組員可能會想到自己的個人經歷例子，請先強調「我們先討論名人」。承認不是所有事
情都可以和應該被寬恕。嘗試迴避可能讓組員情感上感到不安的敏感題目，如被虐待的名
人。

治療師應鼓勵組員回想「因某人而感到失望」的經歷而不是討論創傷經歷。有些組員可能會
自然地舉出難以或不可能被寬恕的大事。這個情況下，請引導組員以可被寬恕的小事開始，
才再討論大事。治療師應指出寬恕是個人選擇，而且過程需要時間。更重要的是治療師也應
承認寬恕他人可能並不容易。討論也應包括某些情況並不需要或不適合被寬恕。
注意宗教或屬靈方面有其對寬恕的看法，留意組員在有關方面的意見。寬恕可以因宗教背景
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第二部分
邀請組員回想因其他人而感到失望的經歷，然後想想寬恕他們後有什麼感覺或可能會有的感覺。請
組員分享他們的例子和討論寬恕他人的感覺。探討各個例子中寬恕他人的不同原因。

4. 何謂寬恕？

  

   15 分鐘

治療師可引導討論：何謂寬恕以及寬恕對組員的意義。可以的話，治療師應以活動掛圖或白板輔
助，並寫上討論重點和意見。治療師應引導以下討論：

「你寬恕他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b)寬恕不是什麼？
例如: 為過去找藉口、必要的和解

「寬恕他後發生了什麼事？」

(c)寬恕為何重要？
例如: 提升自我效能、減少無助感

7. 持續活動 : 寬恕之海

討論結束時，治療師應派發筆記十一，並說明工作紙上已包含剛剛的討論內容，方便組員記得重
點。 								

5. 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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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你因某人而感到失望，而後來你寬恕了他的經歷」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讓你寬恕了他？」

(a)寬恕是什麼？
例如: 一個減少負面情緒的過程、放下怨恨

	
  

治療師可參考以下問題：

此活動是要組員回想他們對一個人的怨恨，並鼓勵組員想想那人美好的一面以及怨恨本身。
派發筆記十二。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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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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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組員解釋大家需要回想他們對一個人的怨恨，而活動目的是以宏觀的方式看困境並回想其中美好
的一面。告訴組員紅圈表示怨恨，請組員在對話圈內寫下那人的名字並簡單描述那怨恨。治療師應
邀請組員盡量回想那人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們寫在怨恨旁的圈內。向組員解釋活動目的是要讓他們
放下怨恨並開始寬恕他人。組員應在本節治療開始這活動，並在下週治療前完成。

案例
美儀

治療師需提示組員如果想要找出美好的一面，那也會回想到負面的事物。請跟組員說這在活
動中是十分正常的，但我們需要專注於找尋美好的一面。要平衡上述一點，治療師可以指出
活動不是要拿走傷害，而是要學習看到那人美好的一面。鼓勵組員思考人們通常不單單是一
個「壞人」。

在治療開始前美儀跟治療師說她又出現幻聽，並感覺不舒服，如果她沒辦法為治療貢獻什麼的話請
見諒。治療師說她不一定要於治療中分享，而精神狀況不穩的情況亦時會發生，她應為自己本週也
前來參加治療而感到自豪。最終，美儀並沒有分享她的好事寶盒或細味練習，治療師也沒有強迫
她。

治療師應強調寬恕是為了自己的好處，而不是他人。

美儀無法想到任何需要被寬恕的名人。她有參與討論由其他組員提出的名人例子。她帶出了一個有
趣的討論：名人作為模範人物，公眾寬恕他們時是否應有不同的「條件」。

治療師可以視乎例子，強調有時候人們並不可能寬恕或甚至不想寬恕對方。
討論例子的時候，治療師應探討失望的感覺和寬恕的感覺，或最少考慮去寬恕。治療師應注
意宗教層面的寬恕：如果組員的宗教要求他必須時常寬恕，不要予以質疑或嘗試改變他們。
8. 以靜觀細味作結

     5 分鐘

美儀說寬恕對她而言是修補與被寬恕者的關係。治療師詢問其他組員的意見。大部分人都同意美儀
的說法，但其中幾位指出寬恕並不必然代表要修補關係。治療師帶領組員討論如何寬恕他人，而不
修補那段關係。治療師強調並不永遠如此，由於重點是寬恕對自己本身的好處，寬恕者不一定要與
對方修補關係，尤其是在受虐待的關係中，或某人被某人利用時。美儀也同意，她說她會記住這
點。
美儀因某人而失望的例子是她母親說會為她朋友的洗禮而焗製蛋糕，因為那是她的拿手好戲。在洗
禮那天早上，美儀的母親打電話來說她忘了準備材料，所以無法做蛋糕。美儀非常失望，她覺得自
己也讓朋友失望了。最後她去了買一個漂亮的蛋糕，而大家都很高興她準備了蛋糕。治療師問美儀
她現在對那事件有什麼感想。美儀說她還沒有寬恕她母親，但她嘗試忘記整件事情。治療師問美儀
覺得寬恕她母親會對自己有什麼好處。美儀說可以不會再受母親讓她失望的感覺所「困擾」，她也
不用如現在般，每隔數天就在腦海中回想起這件事。
美儀的寬恕之海的例子是以前學校裡有一位老師對美儀不好，讓她頗不開心。美儀數月前遇見了
她，她非常友善有禮，並對美儀離校後的近況相當感興趣。美儀發現那老師也有好的一面，而時間
也會令人改變。她說她可以寬恕那位老師。治療師感謝美儀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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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寬恕 － 第二部分

家樂
家樂提早到達治療，治療師讚賞他為準時而付出的努力。家樂說他過去一週沒有新的細味經驗，但
他為好事寶盒添加了一顆鈕扣。他說這代表他剛買而且非常喜愛的毛衣，他也寫了紙條放在鈕扣旁
邊作為提醒。組員們都覺得這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家樂很快就舉出了做了某些事而可以被寬恕的名人例子，包括葛柏和一位被揭發曾詐騙費用的政治
人物。家樂認為有些事可獲寬恕，有些則不能，或許不忠不可以獲得寬恕，但詐騙比較「不嚴重」
，因此可獲寬恕。這為組員帶來一個有趣的討論。治療師點出寬恕的意義是它可以為寬恕者帶來什
麼好處。這帶入了另一個關於寬恕概念的討論，家樂似乎覺得這場討論很有趣。他堅決認為不是每
一件事都要被寬恕，治療師回應說他說得對，而治療不是要大家寬恕大事，而是由小事開始思考，
想想寬恕對寬恕者本身的好處。
家樂說他因朋友失約某次聚會而失望。當他在茶樓等朋友時，那位友人打電話說他不能來了。家樂
因此而感覺失落，但他記得在治療所學而嘗試想想正面事情。他說他到對面買了報紙，然後在茶樓
一邊讀報一邊享受熱茶，怡然自得。其他組員覺得這是個很好的例子，家樂做得很好。家樂說他已
經寬恕了他的朋友，因為他是個可靠的人，但如果下次再發生就不一定了。治療師說這點很重要：
不需在所有情況中都盲目寬恕別人，或寬恕一直發生的過錯，但我們要知道寬恕的好處，以及寬恕
並不是為過錯找藉口。
家樂原先在寬恕之海所舉的例子是他表弟暴力對待他母親。治療師說這是一件大事，寬恕的過程不
易，建議家樂以容易想像的小事開始，再慢慢聯想大的例子。家樂說另一個例子是幾個月前，他妹
妹到訪自己家時發怒而撕破了一張照片。大家鼓勵家樂去想他妹妹的美好一面，他也想到不少，並
寫在工作紙上。例如她是個對孩子很好的母親，也很支持自己父親。家樂說他很難從那些好事聯想
到寬恕她，但經過討論後，他也承認寬恕她對家樂有好處，因為他可以不再因妹妹而感覺憤怒，家
樂也不用再費神處理這件事。他說她很抱歉，也不會再犯。治療師建議他在未來幾週思考那件事，
回想組員對寬恕的定義所進行的討論，看看能否應用到他的例子當中。

理論闡釋
本節將繼續探討寬恕，這次會講述放下怨恨的感覺，並讓組員有機會以信件形式表達他們的寬恕。
拔河活動是根據體現認知(Embodied Mind Thesis)而設計，即心理感受會因身體變化而有所影響。
理論指各種認知（高層次的思維結構，如分類；認知任務，如推理）都受身體各方面所影響（如運
動和感知系統）。此活動是現有臨床實踐（如戲劇治療(Drama
Therapy)和身體心理治療(Body
Psychotherapy)）中以身體作媒介來促進改變的一種延伸。拔河活動能協助組員體驗放開怨恨和
寬恕時身體的所感到的輕鬆。透過活動，能令組員開始理解自己於寬恕中所經歷的情感。
寬恕之信能提供一個表達情感的途徑，幫助組員處理困難的情感，甚至讓組員感到自由。類似的信
件亦應用於其他心理治療上（如同情為本治療(Compassion Focused Therapy)和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針對一個值得寬恕的情況，組員可以利用寫信的形式表達當中的自己的情感和
需要。
活動重點不是要寄出信件（雖然組員可能決定把信件寄出），而是要產生賦能的感覺。進行拔河活
動後，撰寫寬恕之信可以讓組員以另一種具體的方式外在化並處理他們的強烈情感。

目標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i) 深入探究寬恕和放下怨恨的感覺；
(ii) 讓組員把寬恕寫在信中。

治療概要
◆◆
◆◆
◆◆
◆◆
◆◆

靜觀細味
回顧寬恕之海練習和好事寶盒的進展
熱身：拔河
持續活動：寬恕之信
靜觀細味

所需物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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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索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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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另一位組員重覆以上活動。治療師應邀請組員分享他們對此活動的反思。

治療計劃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2. 歡迎及回顧

   10 分鐘

治療師應討論在寬恕之海裡看到怨恨和完成整個活動的經驗。這個活動比較困難，某些組員可能因
而無法完成工作紙。鼓勵組員再看看自己的工作紙和分享他們所寫內容和他們對放下怨恨的感覺，
然後再討論。如果組員沒有完成活動，向他們解釋這是正常的，然後簡單指出一些組員在本節或下
一節治療前可以完成的部分。時間允許的話，治療師應請組員分享他們上週放進好事寶盒裡的新事
物和成功的細味經驗。治療師應把握機會提醒組員嘗試把新事物放進好事寶盒裡，並在日記裡寫下
他們對活動、討論過的主題的看法、其他美好事物等，以幫助他們寬恕他人。

治療師應注意這對某些組員來說可能是困難的活動，並可能會引起不愉快的情緒。重點應是
寬恕對方對自己的好處，如相關的話，可再提及何謂寬恕，寬恕不是什麼和什麼事情應被寬
恕。
3. 熱身：拔河

    

             35 分鐘

此活動能幫助組員體驗放開怨恨和寬恕時身體所感覺到的輕鬆。

4. 小休

   10 分鐘

5. 持續活動 : 寬恕之信

   15 分鐘

組員將在本活動中想起一個他們想要寬恕的人，透過寫一封信給他，從而表達自己的寬恕。信件不
需要寄出。
治療師應向組員解釋此活動會帶大家深入探討寬恕和其好處。組員將在本節治療的剩餘時間向令他
們失望的人寫一封寬恕之信，在信中解釋你已經寬恕他了。組員可回想之前提出過的例子或選一個
新例子。治療師應了解每一位組員所選的例子，包括選了誰、為什麼選他以及為什麼寬恕他對組員
的好處。
如果組員不想寫信，治療師可鼓勵組員寫一張問候卡或畫圖去表達他們的寬恕。治療師也可建議其
他方法，如畫畫、做勞作、寫詩或創作歌曲。治療師應說明寬恕之信是為自己而寫，所以他們可以
不用寄出去。這是因為治療的重點在於寬恕給組員帶來的感覺，而不是為被寬恕者帶來的感覺。請
組員在治療期間開始寫信（或者進行相關活動），並嘗試在下週完成。提醒組員他們也可以在把信
寫在日記中。
治療師應強調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被寬恕，即使寬恕了某人，也不代表需要繼續跟他做朋友。

第一部分
治療師應先說明活動是要鼓勵組員以不同方式去了解寬恕。以簡單的體現認知概念解釋此活動的意
義：就像我們的想法會影響身體行動，我們的身體行動例如運動系統也會對我們的認知有所影響。
此活動將會讓組員了解如何以身體感受到自己的思考。

治療師可參考以下例子來解釋基本的體現認知理論。研究指出，人們咬著鉛筆時因為運用到
微笑時所需的肌肉，他們理解陳述快樂的句子比起理解陳述不快樂的句子來得快。而在上唇
和鼻子間頂著鉛筆時因運用了撅嘴的肌肉，則會有相反的效果。

治療師應引導組員想出適當的例子，例如是組員真正想嘗試寬恕的一個人或一件事。治療師
應指出對某些組員來說這項活動可能有點困難，因此才需要在治療中開始進行，因為組員可
以向治療師提問並獲得支持。組員開始後，如果覺得有困難，請他們跟治療師分享，也可以
幫助組員寫信。
6. 以靜觀細味作總結

     5 分鐘

第二部分
邀請組員分享因他人而感到失望的經歷，提醒組員那次經歷應該是有意義和難忘的例子，但不必是
太過重大的事件。治療師應邀請兩位組員自願分享他們的例子和進行遊戲。鼓勵所有組員舉出例
子，選出兩位認為自己可以放下怨恨和有合適例子的組員。

治療師應與組員一起討論他們的例子，確保它們適用於活動中，即該例子不是創傷經歷和一
些不容易被寬恕的事情。治療師可建議組員從他們的工作紙中選出最適合的例子。
治療師應拿出繩索並解釋現在會玩拔河遊戲。一位組員應拿著繩索一端，代表著他們因其他人而感
到失望的經歷和感受。一位治療師應拿著繩索的另一端，代表令組員失望的那個人。邀請組員輕輕
拉著繩索，並感覺繩索上的張力。請組員繼續想著那些怨恨、失望的感覺，並想像繩索代表失望所
帶來的煩悶。讓組員保持動作30秒，然後問他的感受。然後組員應放下繩索和後退一步。治療師應
詢問組員放下繩索的感受，即「放下怨恨」。問組員是否仍覺得煩悶或者覺得另一個人仍能影響他
們。向組員解釋此活動展示了人們可以如何控制寬恕，以及寬恕所帶來的輕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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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感恩

案例

理論闡釋

美儀
美儀並沒有出席這節治療。在治療後的電話問候中，她說她剛開始使用新的藥物，所以無法早起
床。治療師說沒問題，並告知其他組員都在想念她。治療師問她會否想討論上節治療的寬恕之海和
她錯過了的治療內容。美儀的話不多，也似乎不太願意講話。治療師建議她下一節治療提早十分鐘
來，他們可以坐下來討論美儀錯過了的內容，因此不需要為此而擔心。美儀很感謝治療師，說她下
週會提早來與治療師見面。
家樂
家樂完成了寬恕之海的活動，也找到一些他妹妹美好的一面，令寬恕她變得容易。他說這活動很有
用，他以後都會記得。
家樂自願加入拔河活動。他說他想跟他朋友大衛打網球，但大衛失約，也沒有通知家樂。大衛已經
不是第一次令家樂失望了。家樂說他最初很憤怒，特別是因為他大概已預料到這件事會發生。治療
師問家樂認為自己有什麼選擇。家樂說他可以跟大衛絕交（但他並不想這樣做，因為他們的友誼深
厚）。他說他可以告訴大衛他有多煩惱，但這可能會讓大衛難過，也不一定會令他有所改變。治
療師建議家樂專心放下他對那事件的憤怒，這可能會讓他更容易寬恕大衛。家樂參與活動，閉上
眼，在拿著繩索時回想事件，然後放手。放手以後，他的身體明顯放鬆了。治療師問家樂這個活動
對他有什麼影響。家樂說他對於那份怨恨所消耗的身體能量而感到驚訝，透過放下繩索，象徵放下
怨恨，家樂感覺已放下心頭大石，也不再對事件感到煩惱。他說這不代表大衛再犯時他會再寬恕大
衛，但他知道這次寬恕大衛對他自己的好處。其他組員從家樂參與活動和他的分享中都獲益甚多。
家樂決定向他妹妹寫寬恕之信，寬恕她撕破他的照片。他在治療中開始寫作，計劃在下週完成信
件。

感恩與精神健康和生活滿意度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它們的關係甚至比樂觀程度、希望或同理心更
高。研究指出，感恩的人擁有更多的正面情緒，如快樂、熱情、愛、幸福和樂觀24。再者，感恩也
能保護我們，以免受負面情緒如嫉妒、怨恨和貪婪所影響。感恩的人也更擅長應對壓力、更快在疾
病中復原過來並在經歷創傷性後有更高的抗逆力31。這項研究亦指出，因此感恩與負面情緒並不相
容，感恩也可能令我們免受精神疾病所影響。
研究指出，感恩與正面情緒有關，其中包括知足、幸福、自豪和希望 32。同樣的研究發現，被隨機
分配每週寫下感恩日記的人，比起寫下困擾或中性日記的人更恆常運動、有比較少的身體不適的癥
狀、對自己的生活更滿足，以及對未來一週更感樂觀。

目標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i) 專注於感恩的感覺；
(ii) 討論感到感恩和表達感恩的好處；以及
(iii) 介紹感恩之信。

治療概要
◆◆
◆◆
◆◆
◆◆
◆◆
◆◆

靜觀細味
回顧寬恕之信
熱身：荒島傳球
活動：感覺感恩
活動：感恩時間表
持續活動：感恩之信

所需物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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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劃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2. 歡迎及回顧

     5 分鐘

邀請組員分享他們寫寬恕之信的經驗。治療師應了解組員寫信時的感覺以及他們有否遇到任何困
難。請幾位組員分享他們上週放進「好事寶盒」裡的新事物和成功的細味經驗。
3. 熱身：荒島傳球

   15 分鐘

這遊戲讓組員有機會回想生命中寶貴和值得感恩的事物。

治療師應強調帶去荒島的物件可以是你珍視的人，不一定是生命中的「必需品」，而是組員
重視的東西。
治療師應邀請大家坐下，簡單反思剛剛的活動和組員帶去荒島的東西作為總結。
  

   15 分鐘

此活動讓組員了解感到感恩的好處和討論感恩的感受。

5. 小休
6. 活動：感恩時間表

   10 分鐘
   

   15 分鐘

治療師應解釋組員應回想起在他們生命中值得讚譽的人，並辨認他們哪些行為值得讚譽。向組員解
釋他們也會想想感恩的感覺是什麼。
派發筆記十三。

治療師應舉出一個小而合適的感恩例子，也應講述感恩的感覺。治療師應鼓勵組員討論其他因別人
而感到感恩的例子，也應小心探問組員感恩的感覺。治療師並可問組員有否向那人表達感恩，如有
的話，那人的反應如何。
向組員解釋我們不需要對每一件別人幫助我們的小事而感恩，那樣的話甚至會令我們感覺自己無力
（感覺「我總是需要他人幫忙」）。簡單說明感恩有時候苦樂參半，但記得我們因什麼而感恩會對
我們有好處。

	
  

治療師應簡單介紹感恩時間表及其用法。組員會回想過去，然後寫下他們感恩的人，並簡單描述他
們做了些什麼令組員感恩。治療師應以自己的時間表作為例子。組員在筆記上寫好例子後，邀請組
員分享他們感恩的經歷。

治療師應注意某些組員會覺得這活動很困難。對有創傷性經歷的組員來說，回想過去可能會
是一項挑戰。指出遇到困難是很正常的，並向組員解說不一定要找到多個例子。組員也可以
舉出一個無論在什麼時期都很重要的人（例如我母親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非常感恩）。
7. 持續活動 : 感恩之信

治療師可提醒組員在上一節治療裡，他們探討了寬恕，以及寬恕對寬恕者帶來的好處。這一節治療
則會探討感恩的好處和正面影響。治療師應告訴組員，研究發現感恩與正面情緒有關，其中包括知
足、幸福、自豪和希望。治療師應解釋本節治療的目的：表達對其他人的感恩，從而把人際關係中
的焦點由負面轉為正面。

  10 分鐘

此活動讓組員有機會去想想讓他們感到感恩的一個人，並透過信件體會和表達感恩的感覺。
治療師應解釋此活動是要向讓你感到感恩的某人寫信。就像寬恕之信，這活動也可以透過畫畫、圖
片、詩歌或任何組員認為適合的方式表達。為什麼這活動會對組員有幫助？請組員回想一個讓他們
感到特別感恩的人，可以是他們在感恩時間表中提到的人，也可以是另外一位（可能最近發生了一
些讓組員感到感恩的事）。邀請組員與大家簡單分享他們的寫信對象。治療師應確保例子都是合適
的（必須符合現實、該例子可能會令組員感到感恩）。如果組員提出的例子並不合適，治療師應慢
慢引導組員選擇另一例子。
當組員都找到合適的例子後，邀請大家開始為那人寫信，在信中描述他們的感恩感覺，並請組員在
下週完成信件。治療師應交代活動的界線：收信人的感受、是否要寄出信件和什麼時候寄出信件。

治療師應記得某些組員可能會覺得這活動很困難。治療師應認同活動的難度並給予組員支
持。治療師應賦權予組員，讓他們思考什麼是感恩的最合適程度。治療師應強調各種互動中
的相互性（付出與接受），讓組員梳理感恩概念的脈絡。

治療師可參考以下因其他人而感覺感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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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雨了，我正跑向巴士站，那時巴士已經停在我前方數百米位置。一位很友善的女士
請巴士司機等等我，並為我頂著車門。我很感謝她的細心，因為一小時只有兩班車，我必
須趕上那一班巴士，否則就要在雨中等下一班車了。我向那女士道謝，感謝她人那麼好，
她也接受了我的謝意。

此活動讓組員有機會去想想他們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人。

治療師可先解釋遊戲是為了讓組員可辨認和專注於生命中寶貴的事物。邀請組員圍圈，解釋大家會
互相傳球，傳球時要說一件他們流落荒島時想帶的東西。治療師應告訴大家在第一回合需要說出想
帶去荒島的具體事物（例如最喜歡的音樂、巧克力、舒適的鞋子、防曬用品）。第二回合則需要說
出想帶到荒島的人、重視的特點或性格特質（例如我妹妹、我鄰居的友善性格、我媽媽的廚藝、我
朋友的幽默感）。

4. 活動：感覺感恩

•前往郵局買郵票時，我發現自己忘了帶銀包。幸運地我碰見了一位朋友，她大方地借錢給
我買郵票。她很友善，讓我覺得很幸運、感覺自己得到照顧，感恩是種溫暖的感覺。我向
她道謝，感謝她的好意，她對我微笑說不要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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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

治療師應提醒組員在下一節治療時帶備他們的「好事寶盒」。
8. 以靜觀細味作總結

                5 分鐘

案例
美儀
美儀照原定安排提早10分鐘來到，並與治療師了解上一節錯過了的內容。雖然美儀無法在家中玩拔
河，但她說她明白活動的概念，並對令她失望的人多一些想法。治療師說他們可在課堂間的跟進或
複習部分中再嘗試玩那些活動，美儀同意，並向治療師道謝。
美儀說她會帶她的貓和最喜愛的CD到荒島去。進入活動的第二部分時，美儀說她會帶上她好朋友的
聰明和母親的善良，這些都是美儀所重視的，沒有她們的話美儀一定會想念她們。美儀說思考因什
麼而感恩是一件有趣的事。她會繼續為這些事情寫日記，並加到好事寶盒裡。其他組員都認為那是
個好建議，他們都會跟著做。
美儀感到感恩的例子是一位圖書館管理員在雨中載美儀回家。美儀在圖書館等了半小時希望會停
雨，但到了圖書館關門時雨還是十分大。其中一位圖書館管理員問美儀要否載她回家，美儀非常感
恩，因為她跟那位管理員並不熟。當被問到她的感受時，美儀說她感到這世界還有好人好事，而美
儀則幸運地遇到了其中一位。美儀相信那位圖書館管理員也在照顧他人和做好事的過程中獲益。治
療師也同意這觀點，感到感恩的人和令他人感到感恩的人，兩者都各有好處。
美儀很享受感恩時間表活動，她說這活動讓她思考生命中值得感到感恩的人。她說她從來沒有認真
記住那些事情，但現在開始她會使用感恩時間表和好事寶盒來記住生命中的美好事物。

家樂覺得要寫一封寬恕之信給予他妹妹有點困難。他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想出寬恕她的理由，但家樂
再讀了上一節治療的筆記，並提醒自己寬恕是什麼和不是什麼後，就比較容易了。他不打算把信寄
出，但還是很高興自己寫了信，因為他在過程中想了許多。治療師讚賞他對寬恕的見解，那些見解
都十分成熟，明顯看到家樂有花時間去處理這個問題。
家樂原本列出了很多他要帶去荒島的東西，包括他最喜歡的食物、朋友、衣服、音樂等等。治療師
建議他想想他最懷念的東西，而不是在生命中喜歡的每一種東西。家樂說他應該會帶他喜歡的CD和
那雙舒適的鞋子。當討論到要帶上的人和感受時，他說他會帶他最好的朋友，因為他總是支持著自
己，又會在他失落時逗他笑。他說想想那些生命中的重要事物是非常有用的，他也把那些事物都寫
了在日記裡。
家樂感到感恩的例子是一次他忘了帶鑰匙，於是他打電話給鄰居問他拿後備鑰匙。鄰居原本在超市
購物，接到家樂電話後就馬上趕回來，免得家樂久等。家樂說他很感謝他的鄰居，並覺得自己很幸
運。他說感恩是種很好的感覺。他發現自己舉的例子都是一些大事，但他會繼續想想值得感恩的例
子，然後寫在日記裡。
家樂覺得感恩時間表這個活動有點困難，因為他只可以想到小時候（他的父母）和最近（他的朋
友）的人，但中間的部分因為過得並不如意，家樂無法想到當中讓他感恩的人。治療師說可以不用
想大事，反而可以是做過某些小事或說過某些話的人。家樂說當他首次到達職業治療部接受訓練的
時候，他的導師教導他用電腦，還有許多至今受用的技能。其他組員都同意那是個好例子，家樂就
把它寫了下來。
家樂說他會給一位小學老師寫感恩之信，那位老師對家樂充滿信心，在他表現頑劣或不受其他同學
歡迎時仍幫助他學習。家樂對此銘記於心，那位老師對他的支持塑造了他的個性，令他擁有決心並
相信凡事都有解決方法。他說他會考慮把感恩之信交給那位老師，因為她也住在附近。家樂會在下
週再仔細考慮。

美儀決定向她的母親寫一封感恩之信。美儀父親在她小時候離世後，她母親就一直照顧著美儀。她
說母親為了讓美儀有美好的生活而作出了許多犧牲，她也是美儀的最好的朋友。她表示雖然她曾經
因著母親為她做的某些事情而向母親道謝，但卻從未向她表達感恩之情。美儀知道她不一定要把感
恩之信交給母親，但寫完以後美儀會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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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理論闡釋
本節治療鼓勵組員回想參與治療後一直以來的進展，並像第七節治療般思考如何延續治療所得的收
穫。治療師可在本節強調治療結束後繼續努力的重要性。研究指，通常在治療結束後，組員就不再
延續治療所得的收穫，當中的原因是因為組員認為治療結束後就不用繼續努力。再者，文獻提出持
續進行治療活動能幫助組員保持進展，故此治療師應在治療中強調持續進行活動的重要性。

目標

治療計劃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2. 歡迎及回顧

   10 分鐘

治療師應跟組員討論寫感恩之信的經驗。如果組員願意的話，可以請他們分享自己的信。治療師應
藉此機會提醒組員正向回應的重要性並讓他們在其他組員分享感恩故事和經驗時實踐出來。治療師
可邀請組員分享在上週成功靜觀細味的經驗。

這一節治療的目標包括：
3. 活動：好事寶盒

(i) 讓組員有機會分享他們的好事寶盒；
(ii) 幫助組員回想生命中「最佳的我」時的正面經驗；
(iii) 鼓勵討論保持進展和在治療後繼續努力的方法。

此活動讓組員分享他們放進好事寶盒裡的好事物。
治療師應向組員解釋這是個好機會，去提醒自己放了甚麼好事物進好事寶盒，也可以順道跟其他組
員分享。治療師應先分享自己好事寶盒裡的事物，並確保分享的重點放在他們做了些什麼讓好事發
生。

治療概要
◆◆
◆◆
◆◆
◆◆
◆◆
◆◆

              15 分鐘

靜觀細味
回顧寫感恩之信的經驗
活動：好事寶盒
活動：「最佳的我」
持續活動延續——繼續活用治療所學
靜觀細味

治療師應確保使用合適的好事物例子，並分享不同例子，如物件和記下意義重大的大小事的
好事卡。治療師應引導和鼓勵組員作出正向回應。
每一位組員都應分享他們好事寶盒裡的好事物，並解釋那些物件或好事卡上的筆記對他們的意義。
治療師應向組員提問，確保他們有把好事發生的日期記下。完成此部分以後，治療師應鼓勵組員簡
單討論那些好事物的意義，以及他們將如何繼續使用好事寶盒。例如，組員可以繼續收集物件，加
到好事寶盒裡。他們可以複製或自製更多的好事卡。生活不如意時，他們應該翻看好事寶盒，以提
醒自己曾經發生過的好事。

所需物資
◆◆ 「樂活集注」音樂
◆◆ 筆記十四
◆◆ 原子筆及鉛筆

4. 活動：「最佳的我」
此為第二和第七節治療的「最佳的我」活動。此活動讓組員回想他們「最佳的我」的時候，並與組
員互相分享。
治療師應提醒組員他們在第二和第七節治療中也進行過同樣的活動，現在他們會再做一次，並與大
家分享另一個「最佳的我」故事。治療師應強調組員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以前分享過的故事，但
更應鼓勵組員分享一個近期發生的新例子。治療師應提供更多例子，並簡單解釋他們從經驗中學到
什麼。治療師應鼓勵組員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他們在當中學到的東西。

治療師應引導和鼓勵組員作出正向回應。某些組員可能會覺得這活動有點困難。治療師可參
考各節治療後在筆記上記錄的組員進展，提及他們先前提出過的例子，幫助他們思考 。
5. 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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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動：最佳的我（續）

   10 分鐘

延續上一部分的活動，讓組員有機會分享他們「最佳的我」的故事。反思在再次回想和分享故事時
與第一次有什麼差異。引導並鼓勵組員作出能提升自尊感和正面自我形象的回應。
7. 持續活動 : 延續——活用治療所學

   15 分鐘

治療師會在這個活動中與組員討論他們可以如何繼續活用治療所學和延續他們的進展和收穫。
治療師應向組員解釋治療的其中一個重點，是要辨認出治療所學，以及思考如何活用治療所學和延
續他們的進展。
治療師應提醒組員樂活集注裡的重點課題——靜觀細味、好事寶盒、自身優勢、感恩、寬恕、一扇
門關上了，必定有另一扇打開、正向回應和正面自我形象。

案例
美儀
美儀的心情好像比上週好了不少。她說她完成了寫給母親的感恩之信，這個活動讓她經歷了很多情
感，她記起母親為美儀所做的事情和給她的感覺。她說她決定在完全消化這封信為她帶來的情緒
後，會把信交給母親。治療師提醒她練習的目的不是要把信寄出，那並非是必要的，但如果她想把
信寄出的話也可以。
美儀分享了一些她放進好事寶盒裡的事物。她放了幾張她和朋友野餐的照片，在照片背後寫了日期
和準備野餐的過程。治療師讚賞她，因為她記得所有要點。她也寫了一張好事卡，內容是她跟父親
去電影院看了一齣相當不錯的電影，她也記得把日期和準備過程都寫在上面（訂購戲票和查閱巴士
時間表）。她會繼續使用好事寶盒，因為她明白了其中的目標，活動也能改善她的心情。
美儀的「最佳的我」例子是她面對了自己的焦慮，前往了參加一個教會活動，並自薦舉辦一個為小
朋友做汽球動物的攤位。那是個漫長的一天（美儀的手指因為扭汽球動物而受傷），但她很高興自
己達到了目標、跟其他人互動並獲得讚賞。她說她挑戰了自己的恐懼，克服了恐懼後她感覺良好。
美儀還未把這件事寫下來，於是治療師建議她把經歷記在日記裡，讓她日後能記得自己的成功。

派發筆記十四。
	
  
請組員回想他們進行過的活動，並翻看筆記（特別是筆記九）。如果組員忘記帶筆記，請他們想想
之前寫在上面的東西。討論組員能否在日後繼續運用在治療所學到的技巧。如果他們已經在運用
了，請組員想想如何讓技巧再進一步。如果組員並未活用技巧，請他們反思當中的原因和他們日後
可以如何改進。完成此部分之後，請組員把活用技巧的策略寫在筆記十二裡。組員可以在治療期間
開始把想到的策略寫在筆記裡，並在下週使用該策略。

治療師應邀請組員提出在治療後保持進度的方法。其中可以是再次進行活動、繼續使用日記
來記下個人經歷、使用好事寶盒、記住寬恕和感恩的好處、嘗試在週末靜觀細味一些不同事
物等。舉出的方法需要具體。鼓勵組員思考他們進行活動的時間和方法（例如在晚上刷牙時
想想發生過的正面事情或每天早上留一口早餐來細味）。

當被問到將計畫如何保持第七節治療所得的進展時，美儀覺得自己已經做得不錯。她計畫繼續使用
好事寶盒，而她現在已經在做了，其他組員都同意。她會寫更多的細味活動的筆記，她現在已經在
做了，並會繼續實踐。美儀跟組員分享她寫在日記裡的細味練習列表。在每一個項目旁，她都簡單
記下了那次經驗和帶給她的感受。幾位組員都說他們會試試看，因為聽起來好像不錯。美儀的其中
一個細味經驗是焗製不同麵包和嘗試不同的食譜。她說她喜歡在週末一邊焗製麵包一邊聽古典音
樂，她喜歡麵包的香氣，而午餐時她就能嚐到其美味。其中一位組員說美儀形容得非常好，而美儀
可以同時使用五種感官，定必非常有趣。治療師讚賞組員有此見地，隨後大家討論了細味時使用不
同感官的經驗。
美儀說她想把細味活動延伸到其他團體活動，因為她之前的細味活動都是個人的。治療師讚賞她挑
戰自己，並邀請她記錄在日記裡。

8. 以靜觀細味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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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慶祝

家樂
家樂帶來了他寫給老師的感恩之信，並朗讀了其中一部分。他說他用了幾天完成，好讓自己有時間
回想那位老師為他做的一切。組員給了家樂正面的回應，特別是當中他提到自己感恩感覺的部分。
他說他不會把信寄出，但會夾在日記裡，日後就可以拿出來讀。
家樂分享了好事寶盒裡的幾項事物，其中包括一支筆。那是他通過基本電工考試時所用的筆，它可
以提醒他自己的成就，並令他感覺自豪。組員讚賞他的成就，並都很欣賞他記住這件事的方法。家
樂沒有就這件事寫筆記，於是治療師鼓勵家樂寫一張好事卡，記下事情的經過、日期和其中家樂的
準備。
家樂上幾週的「最佳的我」故事是他拒絕讓一位朋友睡沙發。他說那個朋友總是想要住在家樂家，
佔盡便宜，把食物都吃光又順手牽羊。家樂為自己堅持立場而感到自豪，因為他最初害怕那人的回
應。他說那人接受了家樂的決定，至今就沒有再聽到他的消息。家樂說他有想過自己在寬恕一課所
學到的東西，並回想自己有否過分使用自身優勢。他說他的優勢是友善，他以前過分使用了此優
勢，因此他被佔便宜。他已經寬恕了那個人，但並不代表家樂允許他的行為或會繼續保持他們關
係。治療師都很高興。家樂運用了很多他所學到的東西，並顯示出成熟的思考方式。其他組員都很
欣賞家樂，並說他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家樂說他感覺自己一直都有進展，他也完成了第七節治療訂下的目標——想想更多的細味經歷。他
在過去幾週都有細味不同的新事物，並有寫筆記。其中一個例子是他很享受在週六傍晚到朋友家裡
看足球比賽。他們交流了過去一週的經歷，比賽也很好看。他還沒有寫筆記，但晚些就會寫。他說
他按預定計畫跟某位朋友分享好事寶盒裡的事物。最初家樂擔心他的朋友不會明白，但他朋友覺得
那是個非常好的活動，於是決定自己也做一個好事寶盒。為了延續進度，家樂認為自己應把好事寶
盒放到床邊，好讓他在每天睡覺前都會記得去做。他也說希望把每一次細味經歷寫更詳細，就像美
儀般。他相信這樣會幫助到自己。治療師讚賞他負責任和有決心。

理論闡釋
這節慶祝治療是讓組員有機會回想他們在先前治療所學到的和享受的東西，並透過回顧和討論學習
重點來鞏固所學。組員能透過了解自己的進展，從而建立自信。組員會收到「樂活集注」證書，以
表揚他們完成了樂活集注。這可以提升組員的正面自我形象、自尊感和對自己能力的信心。治療師
會在治療開始前為每一位組員寫信，信中會強調他們的進展。治療師寫信時可參考每一節治療後的
組員筆記。那些信件會能讓每一位組員記得他們於治療的貢獻和收穫。

目標
這節治療的目標是：
(i) 回顧各節治療以來的正向經驗；
(ii) 頒發證書，慶祝各組員的成就。

治療概要
◆◆
◆◆
◆◆
◆◆
◆◆

靜觀細味
回顧保持的進展
學習經驗
頒發證書和信件
靜觀細味

所需物資
◆◆
◆◆
◆◆
◆◆
◆◆

「樂活集注」音樂
已填好並簽署的「樂活集注」證書（見附件3）
按組員需要先撰寫的治療畢業信件
慶祝用的食品和飲料
原子筆及鉛筆

治療師準備
治療師應在治療開始前為每一位組員準備以下兩份文件：

證書
證書樣本請見附件3。請為每一位組員準備證書，而證書需由兩位治療師簽署。

治療畢業信件
治療師應一起寫這些信件，並參考他們在治療後為每一位組員所寫的組員筆記。信件應有幾個段
落，信件中讚賞組員的部分應附有具體和切合個人的例子。表達時請使用簡單易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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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劃
1. 以靜觀細味開始

     5 分鐘

2. 歡迎及回顧

   10 分鐘

與組員討論延續進展和進度的方法，組員應在上週的日記中寫上這些方法。同時邀請組員分享好事
寶盒裡的一件好事和一次成功的細味經驗。
3. 活動：學習經驗

   15 分鐘

請組員分享他們從過去治療和活動中學到的東西，以及他們享受的部分。鼓勵組員的討論應集中於
分享樂活集注的重點課題和他們當中的收穫。有需要的話，請指引組員把焦點放到重點治療主題
上。建議組員在日記簡單記下重點，並在治療完結後繼續進行活動。

案例
美儀
美儀看起來很享受本節治療。她說她寫下了維持進度的計畫。當討論到組員的學習所得時，美儀感
覺她在思考自身優勢中獲益最多。她說最初有點困難，因為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擅長做什麼事。然
而，完成治療以後，她開始發現自己有一系列的自身優勢，而透過運用自身優勢，美儀能提升自信
心和發掘新興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靜觀細味，那有助美儀放鬆心情和欣賞生命中的小事。至於感
恩，對她來說是個很有力的情感，而思考值得感恩的事對她來說非常重要。
美儀為自己取得證書而感到自豪，而她朗讀信件時則顯得相當驚喜。她說她並不知道自己有那麼多
正面面向，以及治療師認為她有非常好的進展。她在重新思考自己「最佳的我」故事後才開始發現
自己的正面面向和進展。她打算把信件收到好事寶盒裡。她向治療師道謝，感謝他們給她這美妙的
信。其他組員說美儀是一位非常好的組員，她教導了大家不少事情。
美儀在最後的靜觀細味裡特別投入。她打算參加補充治療，那樣她就可以看看自己日後的進展和取
得更多支持，相信對她會有一定的幫助。

4. 小休

   10 分鐘

可以的話，請準備特製的蛋糕（或類似的食物）。邀請組員細味他們的蛋糕或飲料，然後反思自己
的感受，特別是以食物去慶祝的時候。
5. 頒發證書和信件

   40 分鐘

治療的第二部分應有背景音樂配合，並請繼續提供茶點。治療師也可以裝飾治療房間。向組員解釋
將在第二部分分享和慶祝各位組員在治療中的成果。向組員解釋他們每一位都會得到一份樂活集注
證書，作為他們在樂活集注課程中的紀錄，以及一份寫有他們成就和優勢的個人信件。組員可以自
由選擇向大家朗讀自己的信件，也可以請治療師代表朗讀或自行閱讀。
每一位組員將輪流獲頒發樂活集注證書和治療畢業信件。給予組員一些時間靜靜自行閱讀信件。然
後讓他們選擇要否自己朗讀或者請治療師朗讀信件。治療師應鼓勵其他組員作出正向回應。詢問每
一位組員對自己信件的看法、有何感想和有什麼需要補充。邀請組員提出更深入的回應和補充。

家樂
家樂覺得自己在上週已經記下了自己的學習重點，他也打算參加補充治療，以確保自己繼續有學習
進展。他認為自己在治療中的學習重點就是學會怎樣靜觀細味、使用好事寶盒和學習寬恕的概念，
其中寬恕對寬恕者的好處和寬恕是什麼又不是什麼對家樂來說最為重要。他說以前他對令他失望的
人抱有很多負面情緒，但透過治療所學，他放下了那些事情，有時候選擇維持那段友誼，有時候則
選擇結束關係，因為那會對自己更好。治療師十分欣賞他的進展和所得。這在家樂的治療畢業信件
中也有提到。雖然家樂覺得有點為難，但他最後還是朗讀了信件，在朗讀時更相當感觸。信裡寫了
家樂的進展和他曾舉出的例子，他很高興治療師都一一記住。組員們都恭喜家樂，並說他的幽默感
和愛心讓他成為了小組裡不可或缺的一員。家樂顯得相當感動，並露著微笑。
家樂自薦帶領靜觀細味活動，並做得非常好。家樂在第一節治療時難以集中，到了現在他的進展相
當明顯。他在之前的治療有專心聆聽治療師的話，並能純熟地帶領這次的靜觀細味。活動完畢後，
治療師和其他組員都向家樂道謝。

對某些組員來說，朗讀信件可能是一件有挑戰性或艱難的任務。請治療師先估計組員的回
應，然後決定哪個做法比較適合。
6. 以靜觀細味作總結

     5 分鐘

由於這是最後一節治療，治療師可向組員了解他們會否希望帶領最後一次的靜觀細味活動。請強調
組員不需要完美地帶領練習，但他們如果想的話可以試試看。如果有多於一位組員想嘗試，請他們
分工細味音樂的不同部分（如上半部分）。
如果有補充治療的話，請提醒組員他們可自由參加補充治療，並簡單解釋補充治療的內容。邀請組
員寫下他們的聯絡方法，以獲得補充治療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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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樂活集注」日記頁

「樂活集注」簡介
第一節

「樂活集注」

關於本節治療
我們會介紹樂活集注，而這就是你的「樂活集注」日記。

日記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 熱身練習：傳球
•「樂活集注」簡介
• 期望
• 介紹「樂活集注」日記
• 持續活動——那是什麼？
•活動：傳球遊戲

這是你的「樂活集注」日記
請記得帶日記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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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味

正向經驗

第三節

第二節

關於本節治療

關於本節治療

我們會介紹正向回應，而你會有機會跟組員分享你的一個「最佳的
我」故事。

我們會練習放慢速度和有意識地享受事情。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熱身練習：關於你的一件事
•簡介正向回應

•學習靜觀細味的過程

•活動：最佳的我

•活動：細味食物——享受味道和口感

•持續活動－－續

•活動：靜觀聆聽——享受聽到的聲音

•活動：傳球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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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活動

持續活動

在「樂活集注」日記裡寫下你「最佳的我」的正面故事。

在空餘時間想想可細味的經驗。把細味的經驗記錄在「樂活集注」日
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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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自身優勢

好的事物

第五節

第四節

80

關於本節治療

關於本節治療

我們會集中討論發生過的好事，以及記錄好事會怎樣幫助身心健康。

我們會重點討論自身優勢，以及辨認自身優勢對保持好心情和心理健
康的幫助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誰 .... 站起來 - 熱身：

•熱身練習：最後一卷

•好的事物：想想今天發生的好事

•活動：自身優勢

•想想你做了什麼讓好事發生

•活動：辨認自身性格優點

持續活動

持續活動

記下每天發生的好事，把它們寫在好事卡上或放到好事寶盒裡。

反思自己的自身優勢，把它們寫在「樂活集注」日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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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我

運用自身優勢

第七節

第六節

關於本節治療

關於本節治療

我們會專注討論如何透過計劃一項自身優勢活動來運用我們的自身優
勢。

我們會討論我們與其他人都擁有的優勢。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辨認自身優勢回顧

•熱身練習：讚賞

•熱身練習 ：運用自身優勢

•好事物回顧

•活動：辨認和計畫自身優勢活動

•活動：「最佳的我」
•簡介下一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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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活動

持續活動

實踐自身優勢活動並把它記錄在「樂活集注」日記中。

尋找延續進度的方法，把它們寫下來，並計畫如何把它們一一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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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 － 第一部分

「當一扇門關上，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第九節

第八節

關於本節治療

關於本節治療

我們會了解如何在困境中看找到正面結果。

我們會重點討論寬恕如何把怨恨轉化成中立和正面情緒。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熱身練習：寬恕名人

•熱身練習：傳球挑戰

•活動：寬恕是什麼？

•活動：回想過去曾從負面事件中找出正面結果的經驗

•活動：因其他人而感到失望
•活動：被寬恕之海包圍的怨恨——回想一個令你感到失望的
人，想想他們美好的一面。

持續活動

持續活動

嘗試找出更多可以從中找到正面事物的負面經驗。把它們放到好事寶
盒裡和寫在「樂活集注」日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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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完成寬恕之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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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寬恕 － 第二部分

第十一節

第十節

關於本節治療

關於本節治療

我們會繼續討論寬恕的重要性。

我們會重點討論感恩和與其相關的正面情緒。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熱身練習：荒島傳球

•熱身練習：拔河

•活動：感覺感恩

•活動：寬恕之信——寫信給一個令你感到失望的人，並表達自
		
己的寬恕。

持續活動

持續活動

向一個值得你感恩的人寫感恩之信，並把反思寫在「樂活集注」日記
中。  

完成寬恕之信，並把反思寫在「樂活集注」日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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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感恩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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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慶祝

第十二節

第十三節

關於本節治療

關於本節治療

分享好事寶盒裡的好事、分享最近的「最佳的我」故事和討論如何保
持進度。

我們會看看自己的成就！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今天我們會做些什麼？

•感恩之信——反思自己的感恩之信，與組員分享你的經驗
•好事寶盒——看看你收集了些什麼好事物

•活動：學習經驗
•頒發證書和信件

•活動：「最佳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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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活動

持續活動

想想如何延續進度，如何繼續活用所學。

繼續努力。請記住，無論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再次進行那些活動和填
寫你的「樂活集注」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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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集注」簡介

附件 2   筆記

筆記一
筆記一

「樂活集注」簡介

筆記二

正向回應

樂活集注是什麼？

筆記三

細味

樂活集注的目的是促進身心健康。治療會幫助你辨認和運用自身優勢、意義和正面
人際關係。

筆記四

本週計畫細味的事情

筆記五

好事卡

筆記六

好事卡（空白）

筆記七

辨認自身優勢

筆記八

自身優勢活動

筆記九

讚賞

筆記十

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筆記十一

寬恕

筆記十二

寬恕之海

筆記十三

感恩時間表

筆記十四

如何保持進度？

我們會在治療裡做些什麼？
每一節治療約為90分鐘，其中包含10分鐘的休息時間。你可以把個人經歷記錄在
樂活集注日記中。
治療：
第一節：「樂活集注」簡介
第二節：正向經驗
第三節：細味
第四節：好的事物
第五節：自身優勢
第六節：自身優勢活動
第七節：最佳的我
第八節：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第九節：寬恕 － 第一部分
第十節：寬恕 － 第二部分
第十一節：感恩
第十二節：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第十三節：慶祝
組員守則：
•請準時到達
•請關上手提電話
•請把組員分享的個人資料和經歷保密
•當其他人在分享的時候，請細心聆聽
•請顧及其他組員的感受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一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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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反應

細味
筆記三

筆記二
細味指引
一位朋友跟你說他／她找到了一份兼職義工工作。你會如何回應？

「太好了！我真為你開心。你一定
會是位出色的義工！你的工作是什
麼呢？」
	
  

每天都讓自己休息的時間進行細味。你需要抽時間來細味。嘗試放慢腳步。就算是
幾秒鐘也足夠帶給你正面情緒。以下為細味的指引：

「但如果你做義工的話，我們的見
面機會就少了。」
	
  

細味建議
	
  

熱心地回應；保持眼神交流、微
笑、顯示正面情緒；表示興趣

指出壞處；顯示負面情緒

你當義工，那很好。

「哦。我們下星期什麼時候去看電
影？」
	
  

	
  

高興但並不熱心：近乎沒有主動的
情緒反應

1.記得細味需時
2.給自己機會去細味
3.人人都是獨特的——了解自己喜歡什麼和想細味些什麼
4.你可以每天都細味
5.花時間去找出你想細味的觸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

到公園散步

不感興趣；近乎沒有眼神交流；結
束對話，或直接離開對話場所

聽音樂

這都是你
每天可以
細味的東西...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二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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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浴

	
  
	
  

享用自己煮的菜

	
  

跟朋友聊天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三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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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打算細味的東西

好事卡

筆記四

筆記五
因當天所發生的壞事而操心和擔心未來會出錯，這都是人之常情。本節治療的目標是要
抗衡這些專注於負面事情的自然傾向。此活動希望能讓你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
想想最少一件發生在你身上的好事，然後填寫「好事卡」（例子如下）。
•把好事卡放到自己的「好事寶盒」裡
•如果不想填寫好事卡，你也可以考慮把一件小物件放到盒子裡（例如喜歡
閱讀的剪報、你喜歡的咖啡廳裡的一包糖）
•治療結束時，你應該已經收集了一系列的物件，它們應能讓你想起正面的
經驗。將來情緒低落的話，你可以翻看這個「好事寶盒」。
已填寫的「好事卡」樣本

好事卡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

月／

年

地點：咖啡室
	
  

當天發生的好事：
我約了朋友去咖啡廳喝咖啡。我們互相交流近況……

我做了什麼讓好事發生：
•

致電給朋友，跟他約時間

•

準備妥當出門

•

乘坐巴士到咖啡廳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四節治療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三節治療

94

附件 2 筆記

附件 2 筆記

95

好事卡 (空白)

辨認自身優勢

筆記六

筆記七

好事卡
日期：

你擁有以下的自身優勢嗎？
欣賞美麗事物

熱情

勇敢

公平

愛與被愛的能力

寬恕

謹慎

感恩

創意

誠實

好奇

幽默

地點：
	
  

當天發生的好事：

我做了什麼讓好事發生：

好事卡
日期：

地點：
	
  

當天發生的好事：

我做了什麼讓好事發生：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五節治療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四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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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

自身優勢活動

樂觀

筆記八
我選擇下週的活動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導才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控制

在哪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什麼時候？ （日期和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喜歡學習

靈性

我需要準備些什麼？
（例如金錢、交通、搜集資料、準備材料、其他人的幫忙等等）
•

謙遜

社交技巧

		
•

甘地
毅力

		

團隊合作

•
		
思想開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了達到目標，我會用到些什麼自身優勢？

智慧

•
		
•
		
•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五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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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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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

「當一扇門關上，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筆記九

筆記十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想過去你失去了重要的東西或者某件大事出錯的時候。把它記下來，再想想當一扇門
關上了以後，哪一扇門為你打開了。

以下是你的讚賞：		

請參考以下例子：

	
  

不如意的事是：
	
  

	
  

我的巴士在往圖書館的途中壞了，
到達目的地時圖書館已經關門。

因而發生的好事是：
	
  

	
  

不過圖書館外有放置一些免費的二手書，
我發現了其中一本好書，
讀完以後也可以借給我妹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八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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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

寬恕之海

筆記十一

筆記十二

寬恕是什麼？

這個紅圈代表你的怨恨。當你想著那股怨恨的同時，把關於那人美好的一面寫在其他圓圈
內。

寬恕可提升面對過去的正面情感和自我控制，而因對其他人失望而悶悶不樂則會纏繞我
們的思緒，產生怨恨。寬恕他人可以幫助我們把憤怒和悶悶不樂轉化成中立或正面情
緒。
寬恕是 …
一個改變的過程
了解讓你失望的人並大方地對待他們

	
  

一個減少負面情緒的過程
放下怨恨

	
  

放下對那人的執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寬恕不是 …
一個事件
	
  

盲目改變情緒
忽略或無視過錯

	
  

允許傷害的行為繼續出現
	
  

為過去事件找藉口
一定要和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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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之海

感恩時間表

筆記十二

筆記十三

看著寬恕之海，你能夠以不一樣的角度去看待那件事嗎？你對那人的感覺有什麼改變？

想想你生命中重要並有正面影響的人。
以下的時間表可以幫助你回想過去。
成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準備好或者更願意去寬恕了嗎（請記得，寬恕是為著自己，而不是為令你感到失望的
人）？你會做些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會想跟那人重修舊好嗎？

小時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十一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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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進度？
筆記十四
治療中有什麼是特別有用的呢？
		

正向反應

		

細味

		

好事寶盒

		

好事卡

		

自身優勢

		

感恩

		

寬恕

		

當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附件 3   補充資料
「樂活集注」準備清單
音樂範本清單
優勢圖畫

未來我會做些什麼來保持進度？

「樂活集注」證書

例如繼續進行活動、使用筆記、使用好事寶盒、記住寬恕和感恩的好處、嘗試每天細味
一些東西等等

我可以如何幫助自己記住呢？

例如在晚上刷牙時想想發生過的正面事情、每天早上留一口早餐來細味。

這份筆記請用於第十二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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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集注」準備清單

第六節 自身優勢
活動掛圖
顏色筆
筆記八
紙張

所有治療
「樂活集注」音樂
鉛筆
水性筆
筆記本
茶點
塑膠杯
衛生紙

第七節 最佳的我
筆記九
第八節 一扇門關上，必定會有另一扇門打開

第一節 「樂活集注」簡介

兩個皮球
兩樣可以拋接的物件
筆記十

「樂活集注」日記本（包含了附錄一的所有頁）
球
筆記一

第九節 寬恕 － 第一部分

第二節 正向經驗

活動掛圖
筆記十一和十二

活動掛圖
剪刀
寶貼（Blu-Tack）
筆記二

第十節 寬恕 － 第二部分
繩索
紙

第三節 細味
食物（巧克力、爆谷、葡萄）
細味的音樂
筆記三及四
飲品

第十一節 感恩

第四節 好的事物

第十二節 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好事寶盒
筆記五（一張）及筆記六（兩張）

筆記十四
		
第十三節 慶祝

球
筆記十三

第五節 辨認自身優勢

按組員需要先撰寫的治療畢業信件
已填好並簽署的「樂活集注」證書（見附件3）
慶祝用的食品和飲料

廁紙卷
優勢圖畫（見附錄三）
筆記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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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範本清單

優勢圖畫

• Joseph Haydn, Opus 20 (“the Sun Quartets”), String Quartet No.1 in C Major,
Moderato

誠實

• Blank & Jones, Desire (Ambient Mix)
• Georg Friedrich Händel, Concerti grossi in B-flat Major, Allegro ma non troppo
• Nacho Sotomayor, Café del Mar
• Single Cell Orchestra, Transmit Liberation
• D’Note, D’Votion
• Joseph Haydn, Opus 20 (“the Sun Quartets”), String Quartet No.6 in A Major,
Adagio
• Nova Nova, Tones
• dZihan & Kamien, Homebase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9, 1st movement
• Ludwig van Beethoven, Opus 68, Symphony No.6 in F Major (“Pastoral
Symphony”), 1st movement, Allegro ma non troppo

欣賞美麗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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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

好奇

創意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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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

樂觀

感恩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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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

愛與被愛的能力

領導才能

喜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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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遜

毅力

甘地
思想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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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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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

自我控制

靈性

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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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

熱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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