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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Leaders Advance Training – DNA組長訓練(進深班)   

 

 

Welcome existing DNA leaders, new leaders and apprentices to our training!  Our goal is 

to develop Disciples of Christ. May our souls are crafted to know the Father’s heart and 

to love His people deeper through this learning. 
 

 

The following are topics we will cover:  

 

 
 

Online registration:  tinyurl.com/dnaleadersadvancetraining 

Notes & recordings: http://rhcccmember.ca 

 

 

# Sat  3-4:30 pm / 

Sun 11am-12:30pm 
Sat. 

venue 

Sun. 

venue 

Topics 

 

 

1 March 7/8 D47 9711 What happened to them? (Mental health) 
 

2 March 14/15 D47 9711 What happened to them? (Illness) 
 

3 March 21/22 D55 9711 What happened to them?  (Life transition/dying) 
 

4 March 28/29 D47 9711 Knowing the Missional heart of our Father- 

What does God want for PEACE? 
 

5 April  4/5 D55 9711 What happened to them? (Couple relationship) 
 

6 April 11/12 D47 9711 Doing PEACE Jesus' Way 
 

7 April 18/19 D44 9711 Knowing the times like Sons of Issachar 
 

8 April 25/26 D47 9711 PEACE as a Lifestyle within our Fellowships & Small Groups 
 

9 May 2/3 D47 9711 Watchmen on the Walls 
 

10 May 9/10 D47 9711 PEACE Realities: Things that Truly Matter 
 

http://rhcccmemb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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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的助人與健康的助人（參黃達瑩醫生） 

範疇 不良的助人 健康的助人 

1.  

動機 

 基於自己的需要、需要被需

要、需要得到愛、贊同、接

納、價值、意義。 

 

 透過健康的方法，讓自己的需要已得到

滿足。因此可以專注於他人真正的需

要。 

 

2.  

特色 

 着眼於結果、活動。 

 專注於問題。 

 

 着眼於過程、人。 

 專注於解決問題。 

 

3.  

幫助者

的角色 

 扮演救援人員，積極、主導、

接管。 

 幫助者為受助者解決問題。 

 為受助者做好一切。 

 幫助者較受助者更努力，為動

機、目標、結果、後果、成果

負上責任。 

 扮演教練、指導、老師、門徒訓練員、

裝備員、推動者、訓練者、催化劑、陶

匠、建造者。 

 傳授生命的技能、解決問題的技能、日

常生活的技能，並教導處理情緒、建立

自信及健康的關係等等技巧。 

 提供有幫助的框架、指引過程，鼓勵被

助者自我關顧、自我培育。 

 不做任何受助者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監控、修改改變的進度。 

 受助者較幫助者更努力，為動機、目

標、結果、後果、成果負上責任。 

 

4.  

被助者

的角色 

 多需要，倚賴、不足。  學習如何發展及使用自己的資源、負上

更多責任、越來越充足、越來越少倚

賴。 

 

5.  

界線 

 漠視界線、定下不良界線。 

 幫助者未能覺察及強加自己的

的感受、選擇、信念、價值

觀、行為於受助者身上。 

 覺察、維持健康的界線。 

 尊重受助者的需要、渴求、問題、限

制、目標、進度、能力、優點、缺點，

並在這前提下給予受助者幫助。 

 

6.  

助人的

目的 

 滿足受助者的需要（給魚）。  幫助受助者滿足自己的需要（教導如何

釣魚）。 

 

7.  

助人的

結果 

 幫助者越來越感到負荷過重、

憤怒、不滿、受挫、疲累、急

躁、憂鬱、越做越多。 

 

 幫助者充滿喜樂、越做越少，可以騰空

出來幫助其他人。 

 

 

你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下功夫來培育健康的助人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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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症 

I. 什麼是焦慮？ 

   焦慮是指一種錯綜複雜的恐懼，並對將來懷着一份莫名的憂慮及懼怕。 

II. 焦慮症的病徵： 

 神經緊張。 

 呼吸急促。 

 出汗。 

 雙手異常冰凍。 

 頭暈、噁心。 

 心跳加速及口乾。 

 四肢發抖。 

 容易失眠或早起疲乏。 

 常常感到疲倦。 

 視野模糊或聚焦出現困難。 

 注意力難以集中。 

 出現頭痛、頸痛、背痛。 

 感到煩惱。 

 懼怕失去控制能力。 

 懼怕壞事會發生在自己或所愛的人

的身上。 

 容易發怒或不安。 

 感到悲傷或抑鬱。 

 

III. 焦慮症的類型： 

1. 恐慌症（驚恐發作） 

恐慌症患者的特徵乃是在沒有明顯的原因下，突然、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感到極

度、劇烈的恐慌。他們在恐慌的狀態下，隨之而來的是感覺哽咽或悶死、呼吸急促、

心跳加速、經常有一種虛幻或分離的感覺，彷彿快要瘋了的樣子。 

2. 恐懼症 

這症狀是形容當焦慮患者面對一樣恐懼的東西、環境或活動時，他們會感到極度的

恐懼或害怕。一些典型的恐懼症包括怕蛇、怕封閉空間如機艙、怕公共地方如巴士

或人多的商店（廣場恐懼症）、怕某些人如在餐廳吃飯的人（社交恐懼症）。 

3. 強迫症 

這是一種應付焦慮的方式。強迫症患者為了要處理沉溺的思想，強迫自己用行為或

儀式，來試圖脫離這沉溺思想的轄制。如為了應付自己的性幻想，因此強迫自己不

停洗手，以致流血。 

4. 創傷後遺症 

這症狀是由於人從一個嚴重且異常的身理或心理創傷中倖存而產生，如目擊一宗嚴

重的交通意外或從一宗致命的罪案中生還等。他們會麻木自己的感覺、容易發呆、

記憶力衰退、難以入睡、難以集中注意力或完成工作，以及對自己的倖存而感到罪

疚。 

IV.焦慮的成因： 

1. 壓抑衝突或將一項衝突收入潛意識中。 

2. 錯誤的信念、負面思想（焦慮性的自我對話），以及不合理的態度等等。 

3. 生理原因—腦部的神經遞質出現化學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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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康復途徑： 

1. 醫學層面。 

2. 身體層面 

做放鬆運動，舒緩肌肉緊張，如練習呼吸、放鬆肌肉等等。 

3. 情緒層面 

 認識壓抑情緒的症狀。 

 確認感覺。 

 學習表達情緒。 

 與人溝通感覺。 

4. 行為層面 

用系統法脫敏或想像法脫敏來處理逃避。 

5. 心理層面 

用認知行為治療法來處理負面的自我對話。輔導員幫助患者揭露任何有害的「認知」

或思想。 

6. 人際關係層面 

透過教導溝通或「表達果斷」的技巧來處理人際關係上出現的困難。 

7. 建立支持網絡 

抑鬱症 

I. 抑鬱與健康的憂傷之間的分別： 

 抑鬱乃是指一個人內在的一種沮喪的狀態，其特徵是感到缺乏（或是自我貶

低）、無望、減少活動，以及對將來充滿悲觀想法。 

 抑鬱通常與失去自尊有關。 

 患有抑鬱症的人不能產生具高效的功能。 

 抑鬱通常源於扭曲的思想，與事實不符。 

 抑鬱會不斷延續下去。 

 抑鬱是一種病症。 

II. 抑鬱症的主要病徵： 

1. 抑鬱成為日間主要的情緒，幾乎每日如是。 

2. 對於日間差不多所有活動皆減少興趣或歡樂，幾乎每日如是。 

3. 在非節食的情況下，體重明顯出現增加或減少，並且食慾不振，幾乎每日如是。 

4. 失眠或嗜睡（睡眠過多），幾乎每日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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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疲倦或失去動力，幾乎每日如是。 

6. 感到無用、過份或不當的罪疚感，幾乎每日如是。 

7. 無法思想、無法集中注意力、無法作決定，幾乎每日如是。 

8. 重覆出現死亡的想法，或者重覆出現自殺的念頭，卻沒有具體的計劃。嘗試自

殺或者以具體的計劃進行自殺。 

III. 產生抑鬱的可能成因： 

1. 遺傳及家族歷史： 

研究指出—在家族歷史中有抑鬱病患者的人，在其人生某些階段中 患上抑鬱

症的機會率會輕微較高。 

2. 心理上脆弱—性格類型： 

 感覺無能、看自己無法面對不確定的情況、對自己充滿負面感覺（自卑) 

 常常憂慮。 

 過份倚賴他人。 

 完美主義者，對自己或他人期望過高。 

 將感情埋藏心底、隱藏感覺（如憤怒、罪疚）。 

3. 人生事故或環境壓力 

遭遇失去，包括： 

 實際失去 

 如失去摯愛（死亡、離婚）、失業（失去滿足感、前途）、失去健康、

失去身份、失去意義、失去地位、失去有價值的東西。 

 將來失去 

 如預計將來會有壞事發生、感到將來會不斷惡化。 

 想象失去 

 如過份憂慮會失去所愛的人、失去業務或失去家庭。 

4. 生理因素 

 賀爾蒙或腦部化學物質不平衡也會導致抑鬱。 

IV. 當人患上抑鬱症的時候，他們想別人如何對待： 

 用愛心、尊重。  態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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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溫和。 

 有憐憫之心。 

 願意聆聽。 

 有耐性。 

 

 我想有人保護我。 

 我想有人為我禱告。 

 我想被肯定。 

 我想被觸動。 

 與常人無異。 

 

V. 當人跌入抑鬱的情緒狀態中，他不想別人用以下方式對待： 

 埋怨我無法承擔的事情。 

 羞辱我，取笑我。 

 對我過份要求，如「立即停止抑鬱，在這世上有許多比你遭遇更不幸的

人」。 

 告訴我要行動起來，如「你的生命應該是美麗的」。 

 告訴我要振作起來，如「振作起來吧，所有事情將會趨向美好。」 

 避開我。 

 可憐我。 

VI. 處理抑鬱病患者的指引： 

1. 態度要認真 

 千萬不要為了讓對方振作起來而取笑他或跟他開玩笑，因為這樣做會使他感

到不被接納。 

 假如患者開始表示幽默，輔導員千萬不要阻止他，反而要用開放式問題來問

患者，以便查出更多有關他的資料或幫助他表達感受。 

 要留意患者會否嘗試自殺。 

2. 要對患者有耐性，明白幫助他乃是一個緩慢而漫長的過程。 

 患者會出現呆滯的情緒、缺乏反應或動力、非常被動、非常負面、需要用很

多力量來開啟話匣。 

3. 不要靜默太久 

 要留意患者未能作出即時反應，輔導員要幫助患者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表達自

己。 

4. 要接納患者 

 透過說話、身體語言來表示接納他的情緒。 

 使用聆聽技巧來表示你的關心（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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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賜予希望 

 使用「認知行為法」來處理負面思想，如罪疚、無助、挫敗感等等。 

 使用調配時間及家課作業來幫助緩和抑鬱的情緒。 

6. 鼓勵多做體能及放鬆運動。 

7. 幫助建立支持系統。 

8. 逐步促進獨立 

 當患者藉着輔導員對他的堅固及關愛開始走出抑鬱時，便要立即逐步鼓勵他

離開倚賴性的行為。 

9. 轉介給適合的醫護專科，如心理治療師或專業醫生。 

 

自殺的信號與干預 
(資料來源：康福心理健康協會) 

 

精神疾病患者有時會有自殺的想法(自殺念頭),對生活失去興趣。家庭成員應該意識到 一

些特定的信號。 

 

  警告信號： 

   

1. 談論自殺 

2. 老是想著死亡和快要死了 

3. 有抑鬱症症狀 

4. 飲食和睡眠障礙 

5. 在行為上有異常的變化；例如從

感覺情緒低落突然轉到一個無理

由的開心 

6. 冒不必要的險 

7. 對外在形象失去興趣 

 

8. 不參與朋友們和/或社會的活動 

9. 對嗜好，工作和上學失去興趣 

10. 准備面對死亡，立遺囑和作最後的安

排，例如，取出保險金，向親近的人表

達最後的願望 

11. 將貴重的或有價值的財產贈送他人 

12. 以前曾試圖自殺過 

13. 最近經歷嚴重的喪失（如親朋，寵物，

財物等） 

14. 過量飲酒或服藥 

 

家庭成員可能會害怕處理自殺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擔心一旦打開這個話題，便會觸發自殺

行為。如下是一些忠告： 

 

應當做的： 

 

1. 直接了當。 很坦率地談論自

殺，這會允許他們有表達想法和

訴説所面臨挑戰的空間。 

2. 願意傾聽。 允許表達感受，接

受感受。 

6. 行動起來，移除危險物品，如槍，刀和

多餘的藥物。 

7. 和他們保持聯系。 

8. 幫助他們，對他們接下來幾個小時或幾

天的事情做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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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加定論。 不要爭論自殺是對

是錯，或者感覺是好是壞。 

4. 共同參與。 敞開胸懷，表示出

自己感興趣並傾力支持。 

5. 讓他們看到希望，告訴他們有選

擇餘地，但不要給他們不切實際

的保証。 

9. 鼓勵他們尋求幫助。 

10. 幫助他們尋找能夠減輕他們困境的資源

和服務，如果可能，可以和他們一起尋

求幫助 

11. 向危機干預和自殺預防機構尋求建議、

支持和幫助。 

 

不應做的： 

1. 不要刺激他或她去自殺 

2. 不要對該人下定論和批評 

3. 不要忽視個人的感受 

4. 不要高談闊論他或她不應該有的想法 

5. 不要表現震驚。這會拉遠你和患者之間

的距離 

6. 如果面臨危險，即使你曾作出保証，請

不要隱藏秘密，要努力尋求幫助。 

 

思想經文 
 

「 惟你以色列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我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你是我從地極所

領（原文作抓）來的，從地角所召來的，且對你說：你是我的僕人；我揀選你，並不

棄絕你。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

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賽 41:8-10)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的要聽我言：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

便蒙我懷搋。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我已造作，也必

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賽 46:3-4)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他垂聽我的呼求。他從禍坑裡，從

淤泥中，把我拉上來，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腳步穩當。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

讚美我們神的話。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並要倚靠耶和華。」(詩 40:1-3) 

  

「(大衛的詩，照耶杜頓的作法，交與伶長。)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

是從他而來。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很動搖。」）」

(詩 62:1-2)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惟獨他是我的磐

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搖。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我力

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吐意；神是

我們的避難所。(細拉)」(詩 62:5-8)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

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