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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tay at work for people
We stay connected in mindfulness

你們堅守崗位
我們以正念連結

Photo credit： https://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516124-20200322.htm

團隊現在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安定、清晰、互相關懷！

https://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516124-20200322.htm


第一節

正念醫護簡介

有關是次培訓

基礎練習

第一週課後練習



Mindfulness - 正念

• 亦被翻譯爲“靜觀”，是近年備受醫學、心理學、教育界、
專業復康以及社會服務等前綫專業人員及科研團隊關注和重
點推廣的主題，作爲培養身心健康手法之一

• 過去多40年應用於不同身心疾病患者得出正面研究成果，近
年亦被不少外國醫護團隊推廣為醫療人員培訓項目

正念醫護簡介



Mindfulness - 正念

覺察思考模式，

從而理解有什麽選擇讓自己避免溜進舊有的習慣模式
（靜觀認知治療 - Segal & Teasdale, 2018)

練習正念的環境和内容 覺察什麽？

健康原因
促進思考清晰度
加深對不同經驗的理解

内狀況在、外在環境和兩者之間的關聯與互動
環境、觸感、感受、經驗
如實覺察而非刻意營造特定經驗



有關是次培訓

• 醫院正念培訓項目策劃及背景

• 導師

• 網上先修班課程目標

• 課程設計基礎（為醫護人員設計正念培訓計劃）

• 完成網上先修課程後持續學習

• 網上資源介紹

• 即將推出夏季培訓課程内容



醫護團隊應對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
的客觀因素

Caring for yourself and oth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anaging healthcare 
workers’ stress by Dr Patricia Watson - National Centre for PTSD (Schwartz Centre - Mar 
24, 2020. https://www.theschwartzcenter.org/covid-19)

• 環境因素：不斷多變的狀況、對團隊學習適
應與領導構成挑戰

• 朋輩支持的重要性：團隊成員有不同程度的
適應力，高壓和急迫的環境有機會引發身心
不適，及早處理有助鞏固團隊安康。

• 留意壓力症狀
• 實踐自我關懷可能出現的障礙：

• 心態（例子：“我還是做的不夠”，“我不
希望其他人知道我所承受的”）

• 行爲（例子：總希望自己承擔團隊大部分壓
力）

https://www.theschwartzcenter.org/covid-19


疫情期間須要多加注意

• 自我關懷為首要條件

• 跟個人和工作群體保持聯係

• 設定界限：工作與休息時間

• 實踐慈悲、關懷與同理心

https://www.theschwartzcenter.org/covid-19

https://www.theschwartzcenter.org/covid-19


醫院正念培訓課程

• 是次為本港醫護團隊設計的正念培訓課程除了會涵蓋基本以正念練習作爲
減壓的方式以外，亦會就醫護團隊所面對日常工作及生活環境的挑戰而制
定相關學習主題

• 參加者可以透過培訓掌握以正念原則作爲自我身心照顧的基礎練習方法
• 讓平日作為專業照顧者的醫護人員有機會成為一個完全的參與者，在一個
被支持和有相互理解的學習環境當中，一起認識和體驗以正念作為認識自
己身心需要與照顧的基礎

• 鞏固保持身心平衡的能力和提升韌性以應對醫護工作中獨特的挑戰



醫護團隊的正念培訓

•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課程

• 全球認受應用: 
• 病者照顧

• 專業醫護團隊培訓

• Mindfulness@Work for Clinicians

在充滿挑戰的醫護工作環境當中提升
• 專注度

• 韌性

• 身心安康



醫護團隊的正念培訓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為

醫護人員而設計的正念課程

Mindful Practice

1. 正規與日常生活正念靜心練習 – 觀察呼吸（formal 

and informal mindfulness meditation)

2. 肯定式探詢（Appreciative Inquiry）

3. 敍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
(Krasner et al., 2009)

在為期八星期的計劃之後一年間，每月的跟進班當中，正念、同

理心、情緒穩定性也有所提升，而醫護人員倦怠（Burnout）的情

況也有所下降。
(Dobkin, 2015)



正念醫護

支持醫護專業人員
1. 提升他們的自我覺察、安康和韌力

2. 與病人和同事建立穩固的關係

3. 面對痛苦和悲痛時深切聆聽、共處，並給
予關懷

4. 提高他們所提供的醫護素質，減少出錯並
作恰當的決定；及

5. 成為領導者，創建正念組織，以支援團隊
合作、正念與臨床醫生的健康和安康。

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羅納德‧艾普斯坦教授

Prof. Ronald M. Epstein, M.D.（University of Rochester）

http://www.ronaldepstein.com/mindful-practice



網上先修班課程內容概略

• 課程設計

•練習準備

• 課堂後練習及網上zoom會面

•預期學習成果
q認識基本正念練習方式

q留意壓力身心壓力徵狀

q學習從日常習慣建立善待自己鍛鍊手法和心態

有關是次培訓



醫護專業人士
－專注

－情緒管理：

覺察正面情緒，應對負面情緒

培養定力以應對各種未能預期的挑戰!

Mindfulness（正念）

臨床應用

病者痛症及

情緒管理

專業人員

培訓

身心健康培訓
靈性培育

(宗教修持)



課程設計及練習目標概覽

日常習慣及舒適圈：

行為、言語溝通、想
法、感受

學習區：

建立覺察力 - 新發現、進
一步了解日常習慣對身
心互動之影響、建立新
習慣、反思練習成效

不安感：

檢視及調節練習
方法、交流、提

問

完成網上先修班
1. 覺察日常身心狀況

2. 初步認識正念練習方法

【覺察】aware
留意、發現、感覺、記起



有關課程內容提問及保密

o課堂後練習及網上zoom會面提問

o為確保團隊能聯繫課程學員了解學習情況及進度，請建議你
的同業登記參加課程而非轉載課程連結

o保密協議



學習正念起步點

•如果你已經有學習正念/靜觀經驗

•如果你對正念/靜觀完全沒有認識

• 不同程度的經驗
• 初心

• 建立個人學習目標



朋輩支持的重要性

• 價值與理想 - 疲憊的身心

• 你的學習夥伴

• 交流分享學習經驗

• 個人與團隊互動練習



在家練習原則

•預留時間給自己
• 觀看課堂影片

• 預備練習時間/空間/工具（家居或工作環境/手機或電腦連線訊號）

• 進行課後練習/定時練習

• 紀錄練習問題/進度

留意反應和感受，如有需要可以先放鬆片刻

調整方法和練習時間，為作出適合自己身心狀況的選擇



⽣活中的
⼀點靜

基礎練習



壓力下的回應：“我OK”
Caring for yourself and oth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anaging healthcare workers’ stress by Patricia Watson -

National Centre for PTSD (Schwartz Centre - Mar 24, 2020. https://www.theschwartzcenter.org/covid-19)

OSCAR 檢測技巧 (OSCAR check skill)

Observe 觀察

•主動留意
行爲模式

State 表述

•表達所觀
察到的狀
況：只是
表達事實，
不加以演
繹或批判

Clarify 澄清

•澄清角色：
關注的原
因及提出
討論的理
據

Ask 查詢

•邀請澄清，
嘗試理解
對方就有
關行爲的
看法

Respond 回應

•提供指引
選項, 討論
可實行的
方案

https://www.theschwartzcenter.org/covid-19


逆境與壓力狀態的復原因素
Sense of 
safety

安全感

Calming

安定

Connect

連結

Efficacy

能力感

Hope

希望



覺察什麼？

《此時此刻》

身體
呼吸、觸感、動作
�身體反映心理狀況

感覺和情緒
�良好／不如意的經驗
�分辨情緒：如悲傷、焦慮、沈重

想法、態度和信念
�警覺性、專注度/干擾
�執著、放下
�認知過程（決策／反思）

(Mindful practice program,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010) 



Meditation

靜心。默想

• 著重身心靈健康培養，非宗教式的鍛鍊

• 透過持久觀察，讓習慣性忙碌的頭腦安
定下來

• 發現對事物慣性的反應並以更覺知的意
識改變習慣

• 正念是靜心的其中一種學習主題及練習
方式，以觀察呼吸作爲基礎

初學者練習

• 注意呼吸－身心連結

• 擺脫「自動波」模式

• 身體隱定à思緒安定



正念呼吸練習

吸氣，我覺知我在吸氣

呼氣，我覺知我的呼氣 - 吸氣，呼氣

吸氣，我讓身體安定下來

呼氣，我釋放緊張 -安定，放鬆

基礎練習



練習注意事項

• 先讓自己放鬆片刻

•恰度地調整方法和練習時間，讓自己可以感到安穩地再嘗試: 例子
–身體姿態微調、站起來慢慢走幾步、輕輕伸展身體

•如遇上其他困難，請記錄下來，在Zoom會面環節提問

沒有感覺
感覺太强烈



聆聽
音樂

第一週課後練習

呼吸
練習

捉緊
雙手



練習1：關懷自己的時刻

• 暫停上網或瀏覽社交媒體/新聞，放下其他工作，找一個不被干擾的
空間安坐下來，花大概3分鐘時間聆聽一段課程爲你準備的音樂

練習2：正念呼吸練習

• 跟隨指導影片練習正念呼吸
• 情況許可的話可以每天練習，或觀察有什麽原因讓自己難以花時間
練習

• 記錄練習的經驗，如果有不明白的狀況或發現，請安排時間參與4月4
日或18日，下午3-4時Zoom會面（Zoom會議連結將於活動前1天發放）



練習3：捉緊雙手 -工作間練習

在工作期間任何認爲合適的時刻，
把雙手輕輕相扣在一起，留意呼
吸3-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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