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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說出口：如何與孩子談論精神健康

保持健康。經常交流。儘早行動。學習如何在精神健康方面給孩子們提供幫助。 

需要快速的放鬆方式以緩解一天的壓力嗎？ 

運用這些簡單的放鬆小訣竅保持靜思與專注。 

您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的 6 種簡易瑜珈動作

坐得太久了嗎？利用這些簡單動作來恢復活力。 

您可以從這裡獲得 Kaiser Permanente 對冠狀病毒和 COVID-19 的最新資訊： 
kp.org/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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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說出口：如何
與孩子談論精神健康 

現在是檢驗時下年輕人精神健康狀況的關鍵時刻。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瞭解他們會有焦

慮、壓力和負面的情緒實屬正常，尤其是在這種危機時期。他們得知道還有希望。實際

上，只要孩子們與成年人建立起積極、有益的關係，就能幫助他們對抗創傷的影響。¹

如果您的生活週遭有兒童或青少年相伴，現在正是與他們對話的時候。對話的形式不重

要，面對面、透過文字或視訊皆可。重要的是您得排出時間。

加州 San Leandro Kaiser Permanente 精神健康與整合式保健中心的臨床心理醫生 Michael 
Torres 說道：「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意識到精神健康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真實問

題。重點是，我們這些能支撐年輕人的大人要有能力與他們討論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

您準備好與您的孩子談論精神健康問題了嗎？您可以從以下 3 個關鍵的方面改變年輕人

的精神健康：保持健康。經常交流。儘早行動。

保持健康

一半的慢性精神健康疾病始於 14 歲。²這使得童年和青春期成為了開發應對技巧和建立

抵禦能力的關鍵時段。好的開始：鼓勵您的孩子實踐自我護理，並為他們的情緒找到健康

的宣洩方式。

特別是運動，它對健康的益處遠不止於身體健康。事實上，每天只需 20 到 25 分鐘的適度

運動就能幫助有效地預防抑鬱的症狀。3除了運動之外，孩子們還可以嘗試諸如以下方法： 

• 寫日記或藝術創作 
• 與可信賴的朋友交談 
• 聽音樂 
• 觀看電視裡有趣的東西——特別是與家人或與線上的朋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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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說出口：如何與孩子談論精神健康

（續上頁）

保持健康也意味著為您的孩子在生活中培養積極的精神健康習慣。Torres 說：「重要的

是我們的行為方式，我們的焦慮會影響到孩子。所以，特別在此刻，讓我們善待自己。我

們可以教導孩子們如何從良好的自我護理中獲益，並成為他們的最佳範例。」

經常交流

找到合適的時間與孩子談論精神健康十分重要。Torres 建議進行一對一的交流，無論是

在散步時、乘車時或視訊聊天時。效流時請確保他們感覺舒適，您自身則必須有足夠的時

間並全心參與其中。 

Torres 說：「請勿強迫他們交流，但要讓他們知道你愛他們，您是在支援他們而並非做

評判。」

一旦開始交談，與年輕人建立信任的一個最重要的步驟就真誠地對尊重他們。Torres 說：

「全然的真誠十分重要，特別是在與青少年交流時，如果他們感覺您不夠真誠，他們會很

快就會略過您所說的任何話語。但若您表達出真誠，您就是在傳達尊重。」

儘早行動

任何年齡的孩子都可能經歷精神健康疾病。事實上，焦慮症發作的年齡中數為 6 歲；行

為障礙為 11 歲，而情緒障礙，如抑鬱症，則為 13 歲。4

只要這些孩子在生活中能夠得到值得信任的成年人的早期護理和支持，這些病症都可以得

到治癒，甚至可以預防。而且，您越早熟悉抑鬱症的跡象和症狀，對成為一個聆聽者就能

有更佳的準備。

如果您無法理解年輕人的情緒，或是他們的病症加重，就是需要尋求協助的時候了。如果

是別人的孩子，請委婉地讓他們的監護人知道您所注意到的情況。如果是您自己的孩子，

請致電您的兒科醫生或精神健康專科醫生。如果健康護理行不通，您也可以聯絡您孩子學

校的心理諮詢顧問或心理醫生。 

Torres 說，「這沒有什麼丟人的，這是您能為孩子所做的最好的事情。您正在給予他們

所需的專業幫助，就如您在他們視力模糊時帶他們去看眼科醫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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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說出口：如何與孩子談論精神健康

（續上頁）

如果您擔心孩子的安全，請致電您當地的診所並要求與危機服務人員通話。Torres 說，

「他們能夠指導您採取確保孩子安全的步驟，並指導您如何獲得最佳和最適當的介入措

施。在此過程中，您還可以直接詢問您的孩子，『你想要傷害自己嗎？』如果得到的回答

是肯定的，請致電 911 或帶您的孩子前往最近的急診室。」

另一個推薦給陷入危機的年輕人的資源是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的全國自殺防治專線，電

話：1-800-273-8255。

瞭解更多與孩子談論精神健康的方法

幫助年輕人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永遠不嫌早。想獲得更多提示與工具，請瀏覽 
FindYourWords.org，該網站資源為 Kaiser Permanente 所提供。

想獲得如何與孩子談論冠狀病毒和 COVID-19 的建議，請觀看本影片。 

1Nicole Spector, “How to Talk to Your Kids About Their Mental Health,” NBC News, 2019 年 5 月 20 日。 

2“Mental Health Facts: Children and Teens,” 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2016 年 9 月。 

3Felipe B. Schuch, PhD, 等， “Physical Activity and Incident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8 年 4 月 25 日。 

4Kathleen R. Merikangas, PhD, 等， “Lifetim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US Adolescent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tudy-Adolescent Supplement (NC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1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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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快速的放鬆方式
以緩解一天的壓力嗎？ 

如果您在這動盪的時期感到壓力，您並不孤單。然而，您仍可在日常生活中辦法找到放鬆

的時刻。您可以先從練習簡單的放鬆技巧開始。這些快速的技巧全天都可以做——它們能夠

幫助您減壓。

以下是一些可以嘗試的技巧。 

1.繃緊與放鬆

漸進式肌肉放鬆是控制壓力和焦慮的技巧。練習將您身體特定部位的肌肉群繃緊 15 秒然

後放鬆。可以先從收緊腳趾開始，然後隨著身體各部分逐步向上，直到頭部為止。漸進式

肌肉放鬆練習也是自行檢查身體的好方法，可讓您發現以前沒注意到的疼痛。如果有動作

會引發疼痛，請立即與您的醫生討論。 

2.表達感激

長期承受高度的壓力、抑鬱、憤怒和敵意可能會對您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包括增加中風

的風險。¹轉為正向思考可避免負面思維影響情緒並傷害身體。一個簡單的方式是隨時回想

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每天花一點時間記下想要感恩的事物。可能是所愛的人、生活處境或

幸福回憶。這麼做能幫助我們專注於日常生活中的正面事物。 

3.探索您的幸福之地

即使我們被困在家中，我們仍然可以憑著想像「去旅行」。所以，當您對待在室內感到厭

煩時，只要想像一個讓您感到安全、舒適且完全平靜的地方。它可能是真實的記憶或是虛

構的地方——例如私人的湖邊度假小屋。

當您描述這個地方時，請盡量仔細地想像。想像空氣中瀰漫的松樹香氣，或是小貓在您腿

上打呼嚕的聲音——任何能夠讓您感到平靜和放鬆的事物。在想像每個細節時記得深呼吸，

幾分鐘後，您就會開始感覺壓力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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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快速的放鬆方式以緩解一天的壓力嗎？

（續上頁） 

4.休息一下

當您感到焦慮和不堪重負時，只需休息一下——即使只有幾分鐘也好。關鍵在於您知道該在什

麼時候抽身離去。我們很容易受到工作和日常庶務的牽絆，而忘了給自己留點時間。請設定

鬧鐘或下載應用程式，確保能夠規劃每天的休息時間。

在休息時間裡，嘗試完全放鬆歸零。避免看手機、看書或看電視。應利用這段時間徹底享受

當下——完全進入休息和放鬆狀態。 

5.做 1 分鐘的冥想

冥想對健康有很多益處。事實上，研究顯示，冥想可以改善焦慮、抑鬱和疼痛，甚至有助於

增進睡眠品質。2,3

但是嘗試冥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人很難撥出時間做定期冥想。有些人則是不易清除

雜念或長時間靜坐。 

1 分鐘冥想很有用。設定 60 秒的時間，摒除心中所有雜念，專注於您的呼吸或吟誦箴言。這

種微冥想可協助您快速放鬆歸零。 

6.專注呼吸

以下是幾種呼吸放鬆練習。您可以： 

• 深吸氣到腹部，然後慢慢從下往上將空氣填滿肺部。直到無法再吸入任何空氣時，盡可能

地慢慢吐氣。 

• 呼吸節奏練習，深吸氣數到 4，停住呼吸數到 4，然後吐氣數到 4。 

• 觀察自己的被動吸氣和呼氣。從鼻子吸氣和呼氣，並留意肺部擴張和收縮的感覺。 

• 邊吸氣邊說「我很」，邊呼氣邊說出任何正面語句，例如「平靜」。

想要尋找更多的放鬆方式嗎？

請瀏覽我們的精神健康和保健網站，參考更多關於如何管理壓力的技巧、工具和活動。

1“Chronic Stress, Depressive Symptoms, Anger, Hostility, and Risk of Stroke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in the 

Multi-Ethnic Study of Atherosclerosis,” 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2014 年 7 月。 

2“Meditation Programs for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2014 年 3 月。 

3“The Value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Current Opinion in Pulmonary Medicine,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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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任何地方做
的 6 種簡易瑜珈動作 

此時此刻，照顧好您的整體身心（思緒、身體和精神）健康格外重要。由於我們每日都待

在家中，因此，把握所有機會來活動身體就變得異常重要。

活動不僅對身體健康有益，同時也可以為我們的精神健康帶來好處。研究已經驗證，諸如

瑜珈等運動能對抑鬱症、焦慮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帶來幫助。*此外，低強度的瑜珈動作十分容易完成，您只需撥出一點空閒時間即可。

以下是您可以嘗試的幾個簡易瑜珈動作，這些動作能讓您整天都使身體保持在活動狀態。

山式 (Tadasana) 
• 採取站姿，雙腳打開與肩同寬並伸展您的雙臂。 

• 將雙臂從身體兩側抬起並停留在與您髖部距離大約 12 英吋的位置。 

• 在您保持此姿勢的同時，將肩膀向後轉動並將下巴稍微向上抬高。 

• 在伸展手臂的同時做一個深呼吸，假想有人輕輕向下拉您的指尖。 

• 保持此姿勢做 5 次深呼吸，或者量力而為之。

展臂山式 (Urdhva Hastasana) 
• 從山式開始做起。 

• 將您的手臂向上高舉過頭並將您的身體從腳趾頭向手指尖方向伸展。 

• 在將手臂向上伸展的同時，您的臉部應向上抬起看著您的雙手。 

• 保持此姿勢做 5 次深呼吸，或者量力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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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的 6 種簡易瑜珈動作

（續上頁）

合掌手印 (Anjali Mudra) 
• 您可以採取坐姿或站姿進行這個動作。 

• 將您的手臂高舉過頭，然後將雙手手掌合併並將手臂放下至胸腔中心的位置。 

• 將您的肩膀向後轉動並做幾次深呼吸。 

• 保持此姿勢做 5 次深呼吸，或者量力而為之。

牛面式 (Gomukhasana) 
• 從山式動作開始做起。 

• 將雙手擺放在身體兩側，將右手臂伸到背後，同時將您的左手臂高舉過頭。 

• 嘗試讓雙手在背後相握，雙手手指交扣。如果您無法讓手指交扣，嘗試握住一條帶

子、皮帶或毛巾。 

• 在您的雙手相握之後，將您的肩膀向後轉動並保持此姿勢深呼吸。 

• 在做幾次深呼吸之後，雙手互換。

貓式 (Marjaryasana) 
• 以雙手撐地跪在瑜珈墊或柔軟的地面（如地毯）上。 

• 您的雙手應打開與肩同寬，您的膝蓋也應該打開與髖部同寬，同時腳底朝上。 

• 在開始做此動作時，先將您的背部保持打直的姿勢（如同桌面一般）。 

• 輕輕將您的背部拱起，做出貓的姿勢，同時讓您的頭部垂向地面。 

• 在做幾次呼吸之後，您可以嘗試： 

– 恢復背部打直的姿勢以稍作休息。 

– 轉換至牛式 (Bitilasana)，讓您的腹部往地面下沉，同時抬頭望向天花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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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的 6 種簡易瑜珈動作

（續上頁）

嬰孩式 (Balasana) 

• 跪在地上以貓式開始做起。 

• 以手撐住身體，將您的臀部向後伸展，以使您的腹部平貼於您的腿上。 

• 將頭朝向地面，雙手向前盡量伸展，同時做深呼吸。 

• 保持此姿勢做 5 次深呼吸，或者量力而為之。

若想要瞭解更多能為您的整體健康帶來協助的保健資源，請瀏覽 kp.org/selfcare。

*Lisa A. Uebelacker, PhD 與 Monica K. Broughton 合著, BA，Yoga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Review of Published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 Rhode Island Medical Journal, 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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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從這裡獲得 Kaiser Permanente 對冠狀病毒和 COVID-19 的最新資訊： 

kp.org/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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