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談話技巧請訪問ruok.org.au

真的
他們 還好嗎？

今天就問他們

幫助你和他們討論他們真實 
感受的技巧

一次談話可能會改變人生。



談話如何能產生作用？

你知道身邊的人們到底過得怎麼樣嗎？

我們都會經歷人生的起伏。

所以，保持聯絡，讓問一句「你還好嗎？」（are you OK?）成為你的
日常習慣。這樣，如果你認識的人正在因為某些大事小事而困擾， 
抑或是無憂無慮，他們會知道你在關心他們。

你會在本手冊裡發現一些技巧，幫助你問候「你還好嗎？」，每天 
為身邊的人提供支持。因為當我們真誠地問「你還好嗎？」並準備好
和他們討論他們的感受和生活中出現的問題時，我們能夠讓他們在陷
入危機之前感到自己並非孤立無援。

他們真的還好嗎？今天就問他們。 
一次談話可能會改變人生。

幫助就在身邊

如果你面臨生命危險，或擔心自己或他人的安全， 
請撥打000。

如果你覺得生活艱難或需要一些額外支持，和一些你信任的人討論自
己的感受可能會有幫助。 

你和你的親友可以從當地的醫生或以下危機熱線獲得幫助： 

親友也可以撥打以上熱線服務，尋求如何給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幫
助的建議和協助。 

如需全國幫助熱線和服務通訊錄請訪問ruok.org.au/findhelp

生命救助熱線 Lifeline (24/7) 
13 11 14 
lifeline.org.au

預防自殺回電服務 Suicide Call 
Back Service (24/7) 
1300 659 467 
suicidecallbackservice.org.au

抗抑鬱熱線 Beyond Blue (24/7) 
1300 224 636 
beyondblue.org.au

兒童幫助熱線Kids Helpline  
(24/7, 5-25歲青少年)
1800 55 1800
kidshelpline.com.au

男性幫助熱線 MensLine (24/7)  
1300 78 99 78  
mensline.org.au  

1800RESPECT (24/7) 
1800 737 732 
1800respect.org.au 

QLife (3pm-午夜)
匿名免費LGBTI幫助
1800 184 527
qlife.org.au

心理撫慰熱線 Griefline  
(6am-午夜)
1300 845 745
grieflin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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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時可能需要問一句 
「你還好嗎？」

你身邊的人不是每次遇到困擾時都會告訴你，所以重要的是你把問 
一句「你還好嗎？」當成自己和親友同事日常相處的一部分。 

你越早給他們提供向你打開心扉的機會，他們就能夠越早獲得合適的
支持，或在需要時尋求專業幫助，而且你們一起防止小問題演變成大
麻煩的機會就越大。 

你可能需要詢問的情況包括：

  當他們面臨個人關係困擾或和伴侶分手時。

  當他們經受持續或增加的壓力時。 

  當他們面臨財務困難時。 

  當他們經歷工作、家庭或生活中的重大變化時。 

  當他們失去他們關心的人或物時。 

  當他們出現重大健康問題時。

留意他們話語和表達的變化。 
他們可能：

   聽起來困惑或不講情理  

   表達他們無法承受或感到失控 

   對自己或他人更加苛刻 

   聽起來像是無法自拔或感到痛苦 

   傾訴孤獨感或感到成為他人的負擔。

留意他們舉止和行為的變化。 
他們可能在經歷：

  缺乏動力或精力 

 無法釋懷 

  睡眠、健身或飲食方式的變化 

  對自己外表的注意力增加或減少 

  對以往感興趣的事物失去興趣。

你也許能注意到 
他們言詞和行 
為的變化

他們在

他們在？

做什麼？

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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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吧？

進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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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和你一起嗎？我希望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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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談話做準備

做足準備

   你做好心理準備了嗎？

     你願意真誠地傾聽嗎？

   你留出可能所需要的時間了嗎？

有備而來

     記住，你不會有所有的答案（這沒有關係）。

   談論自己的個人困擾可能很困難，他們也許會

情緒化，感到尷尬或不安。

選擇時機

     你是否選擇了一個相對隱私、讓雙方都感到舒

適的場所？

     何時是他們進行有意義談話的合適時間？

     如果第一次接觸時他們沒有時間，安排其他時

間進行談話。

     談話者和你並排時（如一起散步或坐在車里）

可能比面對面更加舒適。

如何問一句「R U OK?」讓此刻
更珍貴？

當我們融洽相處時更容易找到談論生活中坎坷曲折的理想時機。 
所以，保持聯絡，讓問一句「你還好嗎」成為你的日常習慣。 

 工作或學習的休息時間。 

 一起健身時。 

 在網路上聯絡或活動時。 

 當你們一起進行社交活動時。 

 當你們並排進行活動時。 

 當你們一起用餐時。 

  當你們一起旅行時，即使是短途，也是談話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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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我無關

我們都重視自己的隱私權，也尊重他人的隱私權。你也許會對自 
己說「這與我無關」或「反正他們也不會願意對我說這些」。感到
不確定或有些尷尬是可以理解的，但開始談話總比你發現有些事情
不太對但卻視而不見好。有他人的關心會讓那些身處壓力困境的人
感覺大不相同。

但請記住，即使你主動接觸，也不能保證他們已經準備好談話，但他
們會知道有人關心他們，下一次當你詢問時他們也許會做好了準備。

如何問候「R U OK」？

稱談話讓他們更加
感到有人支持和關

心自己。 

感到自己和他人聯
繫更緊密。 

對自身和處境的感
受有所改善。 

80% 75% 72%

「R U OK」的研究*顯示談話會對在困境中掙扎的人產生效果。
在最近曾向他人傾訴自己所面臨困境的人當中：

問比不問好。

 1.  問「你還好嗎？」

2. 傾聽 3. 鼓勵行動

4. 跟進
採用4個步 

驟開始 
談話

很棒吧？

進展良好

很棒吧？

進展良好
很棒吧？

進展良好

很棒吧？

進展良好

*KANTAR R U OK?Day Rese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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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你還好嗎？」

   尋找時機在雙方都感到舒適的時間和
場所開始進行談話。 

     如果你接觸他們時他們無法進行談話，
和他們一起安排一個更好的時間。 

     採用輕鬆友好的方式。考慮如何輕鬆
地進入談話。 

     如果他們不想交談，告訴他們當願意
時你隨時都在，或詢問是否有其他他
們更加願意交談的人。

 讓他們知道你已經注意到他們的變化。注意觀察：

你最近 
還好嗎？

我最近不太見 
到你，沒什麼 

事情吧？

你最近顯得有些 

疲憊，你還好吧？

如果他們不願意和我談話該怎麼辦？
  如果他們不願意進行談話，不要以為他們是針對你個人。 

他們可能沒有準備好談話，或需要更多時間了解你是真誠地
關心他們。

  尊重他們不進行談話的決定。不要批評或給他們壓力，或強
迫他們進行談話。

  關注那些你認為他們可能會輕鬆討論的話題，例如「我知道
你最近睡眠不好，無法集中精力。我們能聊一下這個嗎？」

  建議他們和自己信任的人，如家人和朋友，進行談話。你可
以問，「如果你想聊天我隨時恭候，但有沒有你更願意交談
的人？」

  詢問你是否可以隨後和他們跟進。

  記住，關心他們的行動本身有可能鼓勵他們反思自己的 
狀況，促使他們交談。

很棒吧？

進展良好

很棒吧？

進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我希望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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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和你一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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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開放式的問題，幫助他們解釋發生的事情以及他們的感受：

你有這種感受 
是否已經 

有一段時間了？ 

聽起來你正在經歷一段困那時期 。
你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嗎？

3.  鼓勵行動

當他們打開心扉後，鼓勵他們尋求幫助，
或採取可能減輕負擔的行動。 

你無需有答案，或有能力提供專業建議，
但你可以幫助他們考慮隨後可以採取的管
理自身處境的步驟或行動。

良好的選擇包括和家人、所信任的朋友、他們的醫生或其他合適的健
康專家進行談話。

你也可以建議他們想一想過去他們有這種感受或面臨同樣困難時哪些
行動能夠有幫助。

幫助他們放鬆或給他們帶來快樂的事情包括外出散步、看電影、觀看
或參加體育比賽等。

你需要我 做些什麼？ 我能幫你什麼嗎？

很棒吧？

進展良好

很棒吧？

進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

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 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

2.  以開放的心 
態傾聽

   做好傾聽的準備。不要試圖立刻解決他
們的問題。

   保持開放的心態。 

   不要催促或打斷他們。讓他們用自己的
時間講話。 

   鼓勵他們解釋。 

   重複你所聽到的，以顯示你在傾聽， 
並詢問你的理解是否正確。

很棒吧？

進展良好

很棒吧？

進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

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 我希望提供幫助

我可以和你一起嗎？

鼓勵他們想出至少一件有可能
減輕負擔的事情：

你認為我們下一

步該做什麼？

你想過去看 
醫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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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進

  記住稍後跟進查看他們的狀況如何。 
在談話中，請他們提出一個合適的 
時間：「我過幾天再來看看你可 
以嗎？」

  詢問他們感覺如何，是否已經找到更
好地管理自身處境的方法。

  如果他們沒有行動，鼓勵他們，提醒 
他們如果需要談話你隨時恭候。記住， 
此時他們或許只是需要有人傾聽。 

  請理解有時一個人做好準備去見健康專家需要很長時間。盡量強
調尋求專業幫助的好處，建議他們嘗試不同的管道。

   如果他們對某幫助熱線或醫生的感受不佳，鼓勵他們繼續嘗試。
你可以問，「如果我們嘗試的是不同的方式會不會有助於你走出
目前的困境？」

  在你的日記裡設置提醒，幾周後登門或電話詢問他們的狀況。 
如果他們情況嚴重，提前跟進。 

  保持聯繫，隨時為他們提供幫助。真正的關心和愛護可以帶來真
正的改變。 

很棒吧？

進展良好

很棒吧？

進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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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和你一起嗎？我希望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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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聯絡和展示支持 
保持你和他們的關係。他們也許在期待和你共度一段時間。�
你可以： 

 約定時間定期會面或單獨見面

 �詢問他們喜歡的活動，幫助他們製訂活動計劃，或提出和他們
一起進行活動。�

 安排集體會面，幫助他們和他人保持聯絡。 

在談話中管理情緒化反應

在「R U OK?」談話中，有時某些人可能變得情緒化。以下技巧能夠
減少尷尬狀況，緩解壓力： 

 做足準備。

  明白他們的反應有時是由一些你不太了解的情況造成的。

  讓他們完全地表達自己的情感（例如發洩情緒），積極地傾聽他
們的每一句話。

  首先處理情緒，當他們的情緒得到控制後，你能夠更加理智地討
論事情本身。

  傾聽是你在某人身處困境時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緒，保持冷靜，不要把事情針對個人。

你去看了醫生後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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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應對 
憤怒？

如果他們在回答問題時表達憤怒，你可 

以回應說：「我知道這讓你不安。你或 
許可以從頭說起，告訴我我需要知道的 
事情。」

讓他們找出所有他們認為讓其憤怒的 
原因。 

你可以鼓勵他們，說「我理解……是一 
個問題。還有什麼讓你焦慮？」 

保持耐心，準備好聽他們說出所有造成 
他們憤怒的事情。

重複他們所說的話，保持談話順利進行，
讓他們確信你有興趣傾聽。你可以說， 
「所以讓你不安的是……對嗎？」 

如果他們感覺自己被冤枉或受到不公平 
對待，你不太可能在這次談話中改變他 
們的感受。傾聽他們所說的，提供一些 
資源，或如何合適，幫助他們聯絡能夠 
處理特定投訴的正規管道，這些更有建 
設性。 

我如何應對悲傷？

悲劇事件通常難以應對，因為我們同情他人，

但當無法驅散他們的悲傷痛苦時會感到 

無助。

如果他們哭泣，靜坐一旁讓他們 

哭泣。放低視線會減少他們的 

不適。你可以說：「我會在這

裡坐著，當你準備好時我們 

可以繼續談話。」 

如果你預料會有這種情況，

最好準備一些紙巾。 

使用大量的同情詞彙，例如

「看起來你目前有不少難題」

或「我知道現在是你的困難 

時期。」 

確保你自己不會對談話中的靜默感

到不適。要理解靜默可以讓他們繼續

講話並告訴你更多。

鼓勵他們尋求合適的幫助支持。這包括和

家人、朋友或所信任的健康專家如當

地醫生進行談話。

我如何應
對焦慮？

用簡短的句子，同時
顯示出你的擔心和 
關懷。

如果你預料會有這種
反應，在準備階段考
慮合適的談話時間和
地點。

保持冷靜。最佳的 
展現方式是緩慢深 
呼吸，降低聲量， 
講話保持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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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他們目前的安全？

如果你相信他們面臨生命危險，撥打000（澳洲境內）。 

如果你相信某人有自殺的念頭，不要擔心直接詢問——提出這一問題
不會導致自殺。 

你也可以撥打危機熱線。如果你感到談話難以進行，可以撥打生 
命救助熱線（Lifeline）13 11 14或預防自殺回電服務（Suicide Call  
Back Service）1300 659 467，他們會立刻給你提供支持和建議。

我要如何提問？

「有些人在這種處境下會想到自殺。你是否有過這種想法？」 

如果他們說是，你應該做的最重要的是： 

1. 保證他們的安全——不要讓他們獨處 

2. 讓他們立刻得到專業幫助 

拿走他們身邊的任何危險物品，尤其當他們提到過自殺計劃時， 
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如果他們和你分享計劃細節，不要同意為他們的計劃或自殺想法 
保密。 

繼續保持傾聽並和他們談話。對專業人士在幫助他們走出困境中的 
角色保持積極態度。你可以說： 

「我認為現在應該聯絡能夠幫助你的人。 
我可以幫助你找到應該找的人。」 

「你不是在孤軍奮戰。我們可以一起解決這些。」

「你信任誰？我可以打電話給他們，我們都可以幫助你。」

以下都是開始給他們尋求專業幫助的
方式： 

 一起撥打危機幫助熱線 

  和他們一起前往 
急診部 

  帶他們前往他們感到安全 
同時有人陪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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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ok.org.au

一次談話可能會改變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