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COVID-19， 
如何照顧心理健康 

 

人本教育基金會公益講座  
 

留佩萱, PhD, LPC, LMHC, NCC 
https://counselingliu.com/ 

 
April 2020 

https://counselingliu.com/
https://counselingliu.com/


這一個小時我們會談:   
1. 在疫情中，如何處理情緒 
2. 如何面對COVID-19帶來的焦慮 
3. 疫情帶來的反思  
4. 回答提問 
 
*今天主題會以自我照顧為主 
 
*這場講座有非常多資訊，你不用一次全部吸收， 
挑你覺得有用的帶走就好，你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需要時暫停影片、休息、再回來 
  
*準備紙筆，可以寫下你的心情和想法  
(PowerPoint會分享給大家) 

關於今天 



不論你在哪裡，都希望你現在是安全健康的! 

不管你在地球哪個角落， 
我們一起經歷COVID-19疫情 



讓我們先一起做一些深呼吸、
覺察內心世界 

腹式呼吸: 吸氣四秒鐘，吐氣八秒鐘 
• 這個當下你覺察到哪些情緒?  
• 這些情緒在你的身體的哪些部位?  
 
 
*不管你現在有哪些情緒，給自己一些空間，接納每
一種情緒，你的每一種情緒都正常的 
 
*如果你想多做幾次深呼吸，也可以按暫停，給自己
多一點時間  



請你回想一下在過去這段期間── 
面對COVID-19，你有哪些情緒? 

1. 你有哪些情緒或反應? 
2. 你 “面對這些情緒/反應”的情緒?  
 
(可以暫停影片，給自己一點時間想和寫下來) 
 
*每個人的狀況和現有資源都不同，每個人處理
壓力的方式也不同，沒有誰的反應才是對的 
 
*現在我們需要建立空間容納這些差異 



你的感受，就是你的感受 

 
• 我們很容易去評價自己有的情緒 (“我已經這麼幸

運了，不應該感到難過”、“其他人比我更慘，我
有什麼好失望的”、“我覺得很內疚、我應該要多
幫忙一點”、“我應該要好好利用時間做更多事情” ) 
 

• 當我們評價情緒時，就帶來羞愧感  
 

• 不管你現在擁有哪些情緒，都沒有對錯或好壞，
你的每一種情緒都是正常的，都是被歡迎的 

 
• 我們很容易去 “比較” 痛苦 (誰比較慘) 

 
• 我們誤以為同理心是 “有限”的  



情緒覺察能力 (Emotional Awareness) 

 
• 覺察身體感受:  

我覺察到______ (描述身體感受)   
 

• 為情緒命名 (e.g., 悲傷、喜悅、生氣、害怕、厭惡) 
 

• Mindfulness: 能夠覺察情緒、不評價、和情緒共處 
 

• 不同情緒可以同時存在 (“and” NOT “but”)   
 
• 抱著好奇心: 情緒在傳遞什麼訊息給你?   
  -悲傷: 失去重要的東西  
  -憤怒: 被侵犯不公平 
  -孤獨: 失去人與人的連結 
   *焦慮底下有哪些情緒?  



  

情緒是身體感受  

Yellow shows regions of increased sensation while blue areas represent 
decreased feeling in these composite images. Image courtesy of Lauri 
Nummenmaa, Enrico Glerean, Riitta Hari, and Jari Hietanen. 



我們正在哀悼消失的 “正常”   

• 哀傷五階段: 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憂傷、接納  
(這不是線性的! 你不用照著這樣走)  
 

• 過去的正常生活消失了，允許自己哀悼，你的每一
個哀傷都是合理的、都需要有個空間 
 

• 有愛，就會有失去與哀悼 
 

• 我們需要先命名哀傷(對我們正在經歷失去與哀悼)  
(If we don’t name it. We can’t feel it)  
 

• 哀傷需要有一個空間、需要被見證 (witnessed)  



處理COVID-19所帶來的焦慮     
                                        ─認識迷走神經 
  

迷走神經 (Vagus nerve) 
 
傳統理論: 兩種狀態  
交感神經(壓力) vs. 副交感神經(放鬆) 
 
新的理論:  
多元迷走神經 (總共有三個狀態)  
 



調節你的神經系統—多元迷走神經 
  

癱瘓/關閉  

戰或逃  

社會參與  

• 神經系統面對威脅的三個層次:  
1. 感到安全: 社會連結  
2. 感到威脅: 戰或逃 
3. 感到劇烈危險: 癱瘓/關閉  
 
• 我們的大腦會依據身體狀態來說故事 

 
• 覺察你現在在神經系統梯子的哪裡? 
 
• 做哪些事情可以幫助你離開 “戰或逃”狀
態? 離開“癱瘓/關閉” 狀態?  
 

• 腹部呼吸/深呼吸可以調節神經系統   
 

• 協同調節 (Co-regulation)  
 ──人與人的連結可以幫助調節      

(Dana, 2018; Porges, 2003) 



建立壓力復原力      

一天當中規劃多次暫停時間來做調節  

壓力越來越高  

壓力復原力  
(Stress Resilience)  

暫停 

• 覺察內在 (現在有哪些情緒和感受?) 
• 深呼吸 (腹式呼吸) 

──吸氣四秒鐘，吐氣八秒鐘 
• Grounding (“接地”練習) 
• 放鬆你的臉 

• 讓身體動 (運動、伸展、瑜珈)   
• 幫助自己回到現在:  

我現在是安全和健康的 
• 焦慮是大腦去了未來，幫助自

己回到身體(回到現在)  



在疫情中，照顧心理健康 

• 限制看新聞和社群網站的時間  
(找幾個你信任的媒體源) 
 

• 每天給自己可預期性和掌控權  
(哪些是你每天可以控制的東西? e.g., 固定作息、
要煮什麼、今天要打電話給誰…) 
 

• 保持肢體距離，維持人與人的連結(講電話、視訊)，
人的平穩聲音可以幫助調節 

 
• 幫助人(Altruism) 

──Social distancing是為了保護自己和他人 
 

• 接納自己的每一種情緒 (hold the space) 



  

COVID-19帶來的檢視與反思   

• 當生活慢下來後，我們可以有更多時間和空間進
入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們可以練習和自己待在一
起、和自己相處 (Emotional Agility) 

 
• 這是一個機會暫停下來，檢視自己一直以來如何

過生活，如何對待自己、他人、和這個地球 
 

• 看見自己擁有的privileges，可以更理解世界上許多
缺乏資源、活在長期壓力和無助下的人的感受 

 
• 這個世界的我們一起進入了“之間” (In-Between) ，

疫情結束後，我們不會再和以前一樣，我們可以
決定新的世界會變什麼樣子 



從 “我” 到 “我們” (from “I” to “We”)    

• 人與人的連結是最佳緩衝劑 (Co-regulation/協同調節):  
另一個人的接納與不評價，可以幫助我們平撫情緒和調節身心  

  
• 現在我們需要互相照顧，互相撐起一個空間，見證對方的情緒與

哀傷 



待在家裡，就是保護別人 
                   ──保持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xz4Jk_5bI&fbclid=IwAR1jlI
sm7zywLAYF0GCzfdGujdTBeK9qJ0X1W4_feRrtB08hbB9Hke8E4a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xz4Jk_5bI&fbclid=IwAR1jlIsm7zywLAYF0GCzfdGujdTBeK9qJ0X1W4_feRrtB08hbB9Hke8E4a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xz4Jk_5bI&fbclid=IwAR1jlIsm7zywLAYF0GCzfdGujdTBeK9qJ0X1W4_feRrtB08hbB9Hke8E4a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xz4Jk_5bI&fbclid=IwAR1jlIsm7zywLAYF0GCzfdGujdTBeK9qJ0X1W4_feRrtB08hbB9Hke8E4aQ


• 你的平穩狀態就是幫助孩子的最佳工具 (協同調節) 
• 接納孩子的所有情緒 

(可以緊張、可以害怕、孩子的每一種情緒都是正常的) 
• 幫助孩子學習面對各種情緒 (孩子也在面對失去) 
• 帶孩子採取行動、幫助他人  (e.g., 做卡片、寫信、畫畫) 
• 面對未知 & 感到安全  
• 提供觀點 (provide perspectives) 
• 幫助孩子持續有人與人連結 (e.g.,視訊)  
• 如果現在在家學習: 固定作息、調整期待 (比起學科，

現在或許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如何調節情緒、如何同理他
人) 

• 現在不需要當超人父母!   

提問: 在疫情中如何協助孩子?    



如何降低家人/長輩的焦慮?  
• 你自己需要先保持穩定狀態 (協同調節) 
• 幫助對方建立情緒覺察能力和語言 (e.g., 1-10分，你

現在在哪?)   
• 一天當中規劃 “暫停” 時間: 深呼吸、肢體活動 
• 幫助大腦從 “未來”回到 “現在”:  我現在是安全的、

我現在有足夠的食物和所需品、我會常洗手…etc   
 

對於現在Shelter-in-place/stay-at-home的人，如何
和家人整天相處?  
• 調整期待 (現在每個人都在緊張壓力下) 
• 家人間需要討論如何相處 (時間與空間如何使用) 
• Check-in, “family gap plan” (by Brené Brown) 
• 每個人處理壓力方式都不一樣，建立空間可以容納

這些差異 
 

其它提問   



如何面對社會上因為疫情所造成的對立? 
• 覺察批評指責行為底下的情緒   
• 提供資訊與教育 (e.g., 為什麼要做social distancing) 
• 我們對抗的是病毒  
• 對自己和別人都抱持著憐憫心(Compassion)  

 
 
如何面對未知? (好問題!) 
• COVID-19讓我們更體會到人生本來許多事情都是無法

掌控的，未來本來就是未知 
• 生命唯一確定的事情就是會不斷改變 
• 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練習活在當下 

其它提問   



• 留佩萱的部落格About Counseling: 
https://counselingliu.com/  
 

更多閱讀:  
給每一位因為疫情而感到焦慮的你 
在充滿焦慮的世界中，練習讓自己穩定下來 
在混亂中，看見改變 
 
• COVID -19 線上心理支持公益團體 
  (一群台灣和美國的心理師所建立的線上支持團體) 

 
• 1-333 自助助人安心計畫 
  (胡嘉琪博士錄製的影片教大家如何調節身心) 

更多資源   

https://counselingliu.com/
https://counselingliu.com/
https://counselingliu.com/2020/03/27/%e7%b5%a6%e6%af%8f%e4%b8%80%e4%bd%8d%e5%9b%a0%e7%82%ba%e7%96%ab%e6%83%85%e8%80%8c%e6%84%9f%e5%88%b0%e7%84%a6%e6%85%ae%e7%9a%84%e4%bd%a0/
https://counselingliu.com/2020/03/27/%e7%b5%a6%e6%af%8f%e4%b8%80%e4%bd%8d%e5%9b%a0%e7%82%ba%e7%96%ab%e6%83%85%e8%80%8c%e6%84%9f%e5%88%b0%e7%84%a6%e6%85%ae%e7%9a%84%e4%bd%a0/
https://counselingliu.com/2020/03/27/%e7%b5%a6%e6%af%8f%e4%b8%80%e4%bd%8d%e5%9b%a0%e7%82%ba%e7%96%ab%e6%83%85%e8%80%8c%e6%84%9f%e5%88%b0%e7%84%a6%e6%85%ae%e7%9a%84%e4%bd%a0/
https://counselingliu.com/2020/03/27/%e7%b5%a6%e6%af%8f%e4%b8%80%e4%bd%8d%e5%9b%a0%e7%82%ba%e7%96%ab%e6%83%85%e8%80%8c%e6%84%9f%e5%88%b0%e7%84%a6%e6%85%ae%e7%9a%84%e4%bd%a0/
https://counselingliu.com/2020/02/09/%e5%9c%a8%e5%85%85%e6%bb%bf%e7%84%a6%e6%85%ae%e7%9a%84%e4%b8%96%e7%95%8c%e4%b8%ad%ef%bc%8c%e7%b7%b4%e7%bf%92%e8%ae%93%e8%87%aa%e5%b7%b1%e7%a9%a9%e5%ae%9a%e4%b8%8b%e4%be%86/
https://counselingliu.com/2020/02/09/%e5%9c%a8%e5%85%85%e6%bb%bf%e7%84%a6%e6%85%ae%e7%9a%84%e4%b8%96%e7%95%8c%e4%b8%ad%ef%bc%8c%e7%b7%b4%e7%bf%92%e8%ae%93%e8%87%aa%e5%b7%b1%e7%a9%a9%e5%ae%9a%e4%b8%8b%e4%be%86/
https://counselingliu.com/2020/03/21/%e5%9c%a8%e6%b7%b7%e4%ba%82%e4%b8%ad%ef%bc%8c%e7%9c%8b%e8%a6%8b%e6%94%b9%e8%ae%8a/
https://openlove.blog/2020/03/31/covid-19-%e7%b7%9a%e4%b8%8a%e5%bf%83%e7%90%86%e6%94%af%e6%8c%81%e5%85%ac%e7%9b%8a%e5%9c%98%e9%ab%94/
https://openlove.blog/2020/03/31/covid-19-%e7%b7%9a%e4%b8%8a%e5%bf%83%e7%90%86%e6%94%af%e6%8c%81%e5%85%ac%e7%9b%8a%e5%9c%98%e9%ab%94/
https://openlove.blog/2020/03/31/covid-19-%e7%b7%9a%e4%b8%8a%e5%bf%83%e7%90%86%e6%94%af%e6%8c%81%e5%85%ac%e7%9b%8a%e5%9c%98%e9%ab%94/
https://openlove.blog/2020/03/31/covid-19-%e7%b7%9a%e4%b8%8a%e5%bf%83%e7%90%86%e6%94%af%e6%8c%81%e5%85%ac%e7%9b%8a%e5%9c%98%e9%ab%94/
https://openlove.blog/2020/03/31/covid-19-%e7%b7%9a%e4%b8%8a%e5%bf%83%e7%90%86%e6%94%af%e6%8c%81%e5%85%ac%e7%9b%8a%e5%9c%98%e9%ab%94/
https://peacebodymind.net/2020/02/08/1-333-%e8%87%aa%e5%8a%a9%e5%8a%a9%e4%ba%ba%e5%ae%89%e5%bf%83%e8%a8%88%e7%95%ab/
https://peacebodymind.net/2020/02/08/1-333-%e8%87%aa%e5%8a%a9%e5%8a%a9%e4%ba%ba%e5%ae%89%e5%bf%83%e8%a8%88%e7%95%ab/
https://peacebodymind.net/2020/02/08/1-333-%e8%87%aa%e5%8a%a9%e5%8a%a9%e4%ba%ba%e5%ae%89%e5%bf%83%e8%a8%88%e7%95%ab/
https://peacebodymind.net/2020/02/08/1-333-%e8%87%aa%e5%8a%a9%e5%8a%a9%e4%ba%ba%e5%ae%89%e5%bf%83%e8%a8%88%e7%95%ab/
https://peacebodymind.net/2020/02/08/1-333-%e8%87%aa%e5%8a%a9%e5%8a%a9%e4%ba%ba%e5%ae%89%e5%bf%83%e8%a8%88%e7%95%ab/


不管你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都一起面對這個疫情~你不孤單 

 
謝謝所有醫護人員和第一線防疫人員 

 
Stay Safe and Healt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