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練習一　失落

沒有人能夠安慰我們的小朋友瑪莉。有一輛大卡車撞死了她

心愛的小狗──史努比。這幾天，瑪莉不斷地哭鬧，她對每一個

人生氣，她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對她來說，這件事

情太恐怖、太不公平，也太讓她傷心了。我們瞭解瑪莉的感覺，

因為我們知道失去一樣東西會讓人多麼難過。

你知道當我們失去一個玩具、一位朋友、一支心愛的鉛筆，

或是大人的關心時，我們有多傷心。現在你可能剛失去你的家

人、朋友，或是你心愛的東西，甚至是你的家，或是任何東西。

我們知道那讓你感覺很傷心，要讓自己好一些的第一步就是瞭解

你失去了什麼。

下面有一個空格，你可以將你失去的東西寫下來，或是在另

一張空白紙上面，將你失去的東西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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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　痛苦

祖父送給三歲的小吉米一支可口的草莓棒棒糖，吉米才舔了

幾口，就不小心將棒棒糖掉到地上。吉米一直哭，因為吉米的媽

媽不准吉米將棒棒糖再撿起來吃。最後他的媽媽告訴他：「別這

麼笨，你不該為了一支棒棒糖而這麼傷心。」

吉米的媽媽並不瞭解，不管失去的東西是大還是小，我們都

會感到傷心的。最近你可能剛失去一樣很大的東西，而且感到非

常傷心。

請勇敢的說出你的傷心、生氣，或是害怕，說出自己的感覺

並沒有什麼不對，即使有人告訴你這麼做是不好的。當然，如果

你已經不傷心了，也不需要因為旁邊有人希望你表現傷心而繼續

感到傷心。

現在你感覺如何呢？

當你想起一些失去的東西時，是什麼感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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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安慰

不久之前，我們的兒子愛立克丟掉了他收集很久的心愛硬

幣。他並沒有告訴我們，因為他擔心我們會罵他。他對自己感到

生氣，也覺得很傷心。愛立克的哥哥──班知道他的事情之後，

鼓勵愛立克將這些事情告訴我們。

愛立克含著眼淚傷心的告訴我們他掉了心愛的硬幣。雖然我

們感到生氣，但是我們依然能夠瞭解他的傷心並且給他安慰。那

天，愛立克終於瞭解，當我們傷心的時候我們可以要求別人的安

慰。別人的安慰會幫助我們不再那麼傷心。

當你感到傷心的時候，你也可以隨時要求其他人安慰你，像

是你的家人。你可以說：「我感到很傷心，而且希望你能夠安慰

我」。當有另一個人和你一起分享你的傷心時，相信你一定會感

覺好多了。

當你傷心的時候，你希望誰來安慰你呢？寫下他們的名字，

或是將他們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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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你的優點

我們的一個朋友愛倫，她的母親剛因為一場漫長且痛苦的疾

病而過世。從那一天開始，愛倫身邊的事情都變得不對勁。她的

功課表現一直下滑，她總是和朋友打架，她和她的爸爸、阿姨總

是處不好。她以前是一個漂亮、聰明、有禮貌的小女孩，在她的

媽媽過世之前，她非常喜歡自己的。現在她覺得自己好醜、粗魯

而且很愚蠢。難道愛倫真的改變了嗎？

通常在一個巨大的災難之後，我們會變得很散漫、無法專

心，我們想要與每個人吵架，但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們以為這樣的

情況會一直持續下去。其實，這不是真的，這是我們讓自己變得

更好的一種過程。

你是一個重要的人，更是一個有獨特價值的人，你是造物者

所創造。即使你感覺不好，或是無法表現得很好，即便是像母親

過世這麼重大的災難也不會改變你及你的價值和優點。你就和以

前一樣的獨特，擁有許多的優點。你只是需要改變你的行為，讓

自己回到過去的樣子。

將自己的優點寫下來，這些優點就是大家經常誇讚你以及你

總是做得很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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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五　時間會幫助你

上個星期，保羅從學校的溜滑梯上摔下來，而且摔斷了腿。

自從那之後，他就一直非常傷心，因為他的腿被綁上石膏，而且

他想他再也無法踢足球了。他的媽媽不斷的安慰他、關心他，並

且告訴他不要擔心，他的腳很快就會好了。但是保羅不相信媽

媽，因為他是如此傷心。保羅會變好嗎？

你聽過「一次過一天」嗎？意思是即使今天事情這麼的困

難，在經過一些時間和耐心之後，他們都會好轉的。時間總是站

在你這一邊，但是仍然需要你的耐心和瞭解，相信事情最終是會

變好的。

請記得，隨著一天天的過去，傷心、害怕和生氣，都會一點

點的消失在過去，快樂也會一點點的增加。

在這張紙，或是其他的紙上，畫出在災難發生之前，你正在

做你最喜歡的事情時的樣子。

你改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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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六　屬於自己的地方

當我們的小狗尼歐卡還是小小狗的時候，我們總是給牠骨頭

玩，順便磨磨牠的牙齒。就像其他的小狗一樣，尼歐卡喜歡將這

些心愛的骨頭藏在一個屬於牠自己的地方。

有一天，邁可不小心將一個大箱子壓在尼歐卡藏骨頭地方的

上面，尼歐卡沒有辦法再拿到牠的骨頭和玩具。尼歐卡相當傷

心，而且不斷找麻煩，牠開始咬家具和衣服。這些都是因為牠太

想念牠的玩具和骨頭。

就像尼歐卡一樣，人也都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來放自己

心愛的東西。也許你剛經歷一個很大的災難，也許你失去了所有

東西。如果你還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那你應該趕快找一個

這樣的地方。這件事情對別人或許不重要，但是對你卻非常重

要，而且你有權力擁有這樣一個地方。在這個地方，或許你會想

要放：

一些心愛的石頭收集

一個特別的玩具或娃娃

一張寶力親手畫給你的圖

幾顆彈珠

幾台玩具小汽車

還有許多其他的東西

我們必須非常注意，你一定不喜歡你的兄弟姊妹或朋友碰你

的東西，因此我們必須記住要尊重別人的隱私，不管你是小朋友

還是大人。

請在這裡畫下你最喜歡的幾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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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七　信心

除了那隻叫做尼歐卡的狗以外，我們的魚缸裡還有25條美麗

的金魚。我們每天都餵這些金魚吃魚飼料，有的時候我們也餵牠

們吃一些特別的食物，例如昆蟲或蚯蚓。每當我們要餵牠們的時

候，牠們都會浮到水面迎接牠們的食物。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

會更換魚缸裡的濾水器及水草，這樣一來水就會保持很乾淨，如

果其中一隻魚生病了，我們會將那隻魚隔離並且給予治療。

如果這些魚會思考，牠們會知道牠們從不缺任何東西，因為

我們一直都在照顧牠們。不論何時，牠們生病或是餓了，我們總

是在那兒，即使魚兒們不知道。

這個世界就像是一個大魚缸，有的時候我們覺得餓、傷心、

痛苦，或是碰到困難。 我們都以為沒有人關心我們，可是，千萬

要記住有一個人一直在關心著我們，那就是上帝，牠一直都在那

裡關心著我們。

或許你曾經向上帝禱告，但是你是否曾想過要寫封信給上帝

呢？你可以告訴衪你的感覺和想法，你可以感謝衪賜予你平安，

你也可以告訴衪你和你身邊的人的希望。

上帝用很多種方法幫助你，有的時候透過你身邊的人幫助

你，有的時候透過樹木、陽光、雨水及大地給你營養來幫助你。

其實衪也可以直接和你說話，衪會回應你的禱告並且幫助你

的心中充滿愛。

在這一頁裡，你可以寫一封信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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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八　茫然

你還記得我們的朋友愛倫嗎？自從她的母親去世以後她一直

非常混亂，她的祖母告訴她，她會與媽媽在天堂相見，所以愛倫

一直等，她看著天空卻沒有看見媽媽。  愛倫的爸爸說媽媽在睡

覺，但是媽媽不在床上。愛倫的朋友說，愛倫的媽媽被埋在墓園

裡⋯⋯可憐的小愛倫，她不知道應該怎麼想或是應該要相信誰？

當發生了一個災難，我們總是會有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像

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那些消失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爸爸媽媽的行為如此怪異？

這些事情什麼時候會再發生？

為什麼大人不能告訴我全部的事情？

為什麼我的生活變成這樣？

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大人的回答有時候讓我們更加混亂，他們總是說：

是上帝的旨意。

要忍耐。

這是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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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總是這樣，充滿痛苦。

去問你媽媽。

是魔鬼在做怪。

是上帝在處罰我們。

我們並不同意這些答案，尤其是那些責怪上帝的部分。上帝

不會用災難來處罰你或是任何人，你有資格得到更好的答案，我

們建議你去找一位你相信的人，或許是你的老師、一位家裡的朋

友、牧師或是家庭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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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九　記憶

不久之前我們的一位朋友蘇西，當她和她的家人一起旅行

時，他們的車子被後面的車子撞上了。蘇西、她的媽媽和弟弟因

為坐在後座，因此受了非常嚴重的傷。他們待在醫院裡好幾個星

期，現在他們都已經好了。但是，現在蘇西每次坐車總是感到十

分害怕，她的弟弟則是每天晚上都做惡夢。

你或許也經歷過一些災難，你也會做惡夢或是出現恐怖的經

驗。這些都是正常的反應，任何一個人在經歷了災難之後都會有

很多不好的回憶，不過這是身體和心靈康復的一個過程。

當你做惡夢或是感到害怕時，一定要找人幫助你安慰你，如

果你找的那個人嘲笑你，那就再另外找一個。

在這張紙的背面畫下你曾經有過最恐怖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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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十　你的感覺

珍的貓咪米思不見了，沒有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可能是珍

的媽媽忘了關門，也可能是珍放學回家時不小心將門開著，總之

米思不見了，珍感到難過極了！

你覺得珍會有什麼感覺？對了！你猜對了，珍感到非常傷

心，珍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而她能夠做的就只是哭泣。她覺得

很生氣而且想要打人或丟東西出氣，她對媽媽生氣，也氣自己這

麼倒楣。珍也感到很自責，因為她應該要好好照顧米思，也不應

該對媽媽發脾氣。珍覺得發生了嚴重的事情，她的米思也永遠不

會回來了。 這些不好的感覺在珍的心裡一直出現，珍不知道該怎

麼感覺或思考，即使大人們告訴她該如何或是她不該如何。

許多大人可能會說：

這沒有什麼好哭的，我們再買一隻給你。

你為什麼這麼愛哭？

勇敢一點 ，不要害怕。

女生不應該生氣。

為這種事情覺得自責很愚蠢。

別那樣子想。

看吧！為什麼不把門關好？

不要哭，哭不能改變什麼。

大人們這樣說，是因為他們對於你的傷心感到難過，也想要

幫助你。不管遇到什麼樣的災難，每一個人，不管年紀，都會出

現強烈的感覺，例如：生氣、害怕、傷心，或是罪惡感，這些都

是非常自然的反應。你也可以有這些感覺，並且應該和其他人分

享這些感覺，你的感覺並沒有不好，這些都是自然正常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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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你的一部分，為了要讓自己過得更好，這些感覺的出現也是

必要的。

你的感覺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你怎麼處理它們就是一

個問題了，如果你將這些感覺藏在心裡，那會非常傷害自己。如

果你放肆地大叫撒野，那也可能會傷到你自己或是其他人。

重要的是找一個你信得過、可以瞭解你也願意幫助你的人，

這個人必須要能夠專心地聽你說，而且不批評你的感覺。

寫下你經常感覺到的：

當⋯⋯的時候我感到很害怕。

當⋯⋯的時候我感到很生氣。

當⋯⋯的時候我感到很傷心。

當⋯⋯的時候我感到很自責。

這些事情你想要告訴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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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十一　你的過去

當我們看到強尼小時候的照片時，我們都非常難過。因為小

時候的強尼是一個活潑可愛聰明的帥哥，在學校裡不但功課好也

是一個運動健將，在他們的村子裡大家都很喜歡他。當強尼11歲

的時侯，他生了一場嚴重的病，他的脊椎變得僵硬，手腳也不能

動了，醫生告訴強尼的家人，強尼大概得一輩子躺在床上了。

強尼非常傷心，甚至想去死，他的家人不斷鼓勵他，但是強

尼只想躺在床上看電視，因為他覺得實在沒有什麼理由再活下

去。

我們為強尼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拜訪強尼的家人，我們問他

們強尼有哪些優點？有哪些事情是強尼一直做得很棒的？很快

的，強尼和他的家人都瞭解到，有許多的優點和事情並不會因為

強尼生病而改變，有許多事情就算強尼躺在床上也可以做。 從那

個時候開始，強尼改變了他的態度。

當我們遭遇一個災難時，我們經常忘記我們曾經擁有快樂的

生活，也忘了我們曾經喜歡的事情，以及我們過去多麼喜歡做那

些事情。我們或許無法回到過去，但是我們一定記得，就像是強

尼，你可以決定那些過去的日子是能夠再回來的。

寫下或畫出在災難之前你最喜歡做的事情，看看這些事情，

挑出一些你現在想要再做做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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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十二　你的現在

強尼將自己過去喜歡做的事情寫成一張清單，當他看完那張

清單之後，他瞭解到還有那麼多事情可以做，但是他並沒有去

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強尼的父母為強尼請了一位家教老師，以前

他這麼喜歡上學，現在他們讓老師到家裡來。強尼也記得過去他

是多麼喜歡唱歌，他現在可以每天聽兩個小時音樂，他能夠練習

自己喜歡的歌曲，這樣子，當姊姊彈奏吉他時，他可以一邊唱

歌。強尼過去也是個漫畫迷，現在他可以讀很多漫畫書並且記住

這些故事，然後說這些有趣的故事給醫院的孩子們聽，這些孩子

是他在醫院六年的玩伴。

強尼終於瞭解，重要的不只是記得過去他有哪些能力，會做

哪些事情，還必須要繼續做這些事情，並且學習其他新的事情。

你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優點和能力清單，並且決定要再繼續做哪些

事情。寫下五件你將繼續做的事情，你要從哪一件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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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十三　你的未來

強尼並不滿足於讀書、唱歌或是學習說笑話，他希望他的生

活更有趣一些。當他告訴他的父母他想要讀完高中並且上大學，

每個人都以為他瘋了，並且嘲笑他。雖然強尼的家人知道強尼進

步很多，但是讀大學對強尼來說真的太冒險了。現在強尼可以用

一隻手餵自己吃東西，他能夠移動他的頭和其中一隻腳，而且強

尼也學會如何操作電動輪椅，但是強尼真的能夠上大學嗎？

在那個時候，我們又再度拜訪了強尼和他的家人。我們鼓勵

強尼為他的未來作計畫，想像當他達到他的目標時，他會有什麼

感覺？他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強尼知道上帝會保佑他並且給

予他智慧和力量達成目標，而我們知道強尼並不瘋狂，他的夢想

會成真。

任何事都有可能，在你的生命裡，你將一些目標放在心上，

並且努力去做，你就會達到這些目標。當然，你不用今天就決定

你的未來，你依然可以繼續上學，參加你喜歡的運動項目，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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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朋友、好學生、兄弟姊妹，或是快樂地和你的朋友相處，做

清單上你喜歡的事情。如果你遇到任何疑問，都可以找你信任且

尊敬的人，請他們幫助你。

在下一頁，請畫出你想像當你成為一個成功而且快樂的大人

時，你會是什麼樣子？

在你完成這個練習以前，你想知道強尼後來怎麼樣了嗎？

感謝所有相信強尼的人，你們的相信給予強尼許多幫助和支

持。強尼透過與學校連結的收音機讀完高中，後來他坐著輪椅上

大學，在八十位學生中以最優秀的成績畢業並且成為一位律師。

就在三年之後，他終於達成他的夢想，做到沒有人相信他可

以做到的事情。他成為明尼蘇達州的總檢察長。現在的他依然是

坐著輪椅完成所有的事情，依然喜歡在重要的場合中講笑話、唱

歌給大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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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十四　你的成長

我們的朋友李碰到一個難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的祖母

送給他一張大書桌，要讓他做功課、畫圖，那是一張堅固而且漂

亮的書桌，但是這張書桌的四隻腳中有一隻比較短，因此這張桌

子總是搖搖晃晃。

你非常漂亮而且堅強，你的生命中也有四件重要的事情，就

像桌子的四張腳：

你有一個身體，讓你健康及強壯。

你的心智，可以學習並且感覺你的情緒。

你有社交能力，讓你成為一位好朋友。

你有靈性，讓你能夠愛上帝及所有的生命。

在經歷一個災難之後，我們經常會像桌子一樣搖搖晃晃，因

為我們忘了照顧屬於我們的這些部分，以致於不能順利的成長。

我們建議你用下面的方法照顧自己：



31

身體方面：

吃健康的食物

每天睡滿八個小時

保持身體乾淨

盡量去玩而且常跑步

遠離抽煙的人

心智部分：

在學校專心學習

認真做功課

和你信任的人分享你的感覺

瞭解你的家人和朋友們也是在受苦

的

每週讀一本書

社交部分：

做一個好兄弟姊妹、子女及朋友

交新朋友

愛別人並且與他們分享

尊重他人的權利

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衛你自

己的權利

靈性：

每天花一些靜默的時間與上帝講話

學習愛護及照顧大自然

照顧你的小動物與植物

照顧屬於你的事情及你身邊的人

記得上帝是愛你的，你是衪的小孩

PHYSICAL:

MENTAL:

SOCIAL: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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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如何照顧你自己的這些部分呢？

身體：

心智：

社交：

靈性：

你想要採取哪些行動來照顧自己這些部分呢？

身體：

心智：

社交：

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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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十五　全新的你

我們即將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所有在這本書裡出現的主角

都被邀請，包括吉爾、梅查絲、瑪莉、吉米、愛力克、班、愛

倫、保羅、尼歐卡、 25 條金魚、蘇西、珍，還有米思（牠回來

了）、強尼、李，還有這些人的家人，但是我們最重要的客人是

──你。

我們想要慶祝你已經恢復健康了，你經歷了一場災難，但是

現在你復原了。你現在比以前更聰明也活得更好，因為你學會怎

麼生活下去。

你想要參加這場宴會和我們一起慶祝自己的康復嗎？現在的

你比以前更聰明，堅強、充滿愛，也更了解自己。有太多值得你

為自己慶祝的理由，接下來的日子，你可以好好享受你在這些練

習裡所學會的事情和能力。

和你的家人、朋友、同學分享你的康復經驗，未來你也可以

隨時複習這些練習。感謝上帝給你的保佑及幫忙，總之還是要恭

喜你。

你打算怎麼慶祝你的康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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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森林裡的一道光

陽光照進山谷，黎明的到來，讓山谷中的所有東西都變得這

麼美麗。一條閃著金光的小河流過山谷中美麗的森林。森林中的

大樹和美麗的花兒在燦爛的陽光下成長，每天下午溫柔的小雨也

會輕飄過山谷，為這些樹和花兒帶來清新的感覺。除了貓頭鷹在

一晚的工作之後，即將好好睡一覺之外，森林裡的動物紛紛甦

醒，小鳥和其他動物的到來像是在宣布美好的一天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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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媽媽輕柔地叫醒他的五個小寶貝：Tammy 、 Tommy 、

Timmy 、 Teresa 還有 Tanya 。這些小熊總是喜歡賴床，熊媽媽總

是催促他們以免他們上學遲到。小熊們很快的梳洗穿衣服，熊奶

奶為他們準備早餐。熊爸爸和爺爺一邊看著小熊們，一邊也打理

自己，準備到森林裡，採集花蜜和水果。早餐過後，小熊們給媽

媽和奶奶吻別和擁抱後，就唱唱跳跳地上學去了。一路上小熊們

和一些羨慕他們的朋友打招呼，這些朋友的年紀還太小，所以不

能上學，只能在草地上打滾遊玩。

就在小熊們快到學校的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突然間，

森林變得很暗，天空開始下起大雨，森林裡出現又大又恐怖的聲

音。五隻小熊很害怕，他們緊緊地抱在一起，他們看看四周，不

了解為什麼突然發生這些事情。突然間，大樹倒了，森林裡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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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會兒森林好像安靜下來了，這些小熊並不知道又發生

了什麼事情，年紀比較大的 Tommy 和 Tanya 看到外面有一道亮

光，他們決定到外面看看。不久之後他們回來了，但卻流著眼淚

十分沮喪。 Tammy 害怕地問他們「外面怎麼了？」，剛開始並

沒有人回答，不久之後 Tommy 說：「山上的水壩破掉了，裡面

的水沖到山下，整個山谷都被淹沒了，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和我

們的家都不見了，很多其他的動物都和我們一樣。」

物紛紛衝出來找尋躲避的地方。小熊們躲在山頂上一個又小又濕

的山洞，他們覺得好混亂、害怕得發抖，他們抱在一起互相安

慰，也互相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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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Timmy 大叫著。

「太可怕了！！」Tanya 用手矇著臉，坐在地上自言自語。

Timmy、Tammy和Teresa不相信哥哥和姊姊們說的事情，他

們決定走出山洞看看，不久之後他們就知道哥哥姊姊們說的事情

是真的。他們心愛的森林已經變成一個大湖，他們覺得好傷心。

Timmy傷心地沿著湖岸叫爸爸。Tammy躲在山洞裡，他要等到一

切恢復以前的樣子才願意出來。 Teresa 想到家人和朋友都不見

了，傷心地哭了起來。

Tanya好像睡著了，她不願意相信這些事情是真的，而她也不

願意再做什麼。 Tommy 敲打每一棵樹大叫著：「為什麼會發生

這些事情？為什麼是我們？」

附近森林裡的動物紛紛趕到，大家都知道小熊們的遭遇和他

們的痛苦，也很想幫助他們和其他因為這個災難受到影響的動物

們。老鷹先生組成一個隊伍，幫助小動物從水裡出來；狐狸醫生

設立第一個救助站，幫助所有受傷的動物；有些動物並不知道該

做些什麼；有些動物說要幫忙卻什麼也沒做；有些動物到處湊熱

鬧甚至偷東西。

羅伯兔提供一個地方給小熊們休息，這個地方是羅伯兔家後

面的一個小山洞，雖然那個地方有些不舒服，但是小熊在那裡非

常安全。大家都知道，這只是暫時的，等大水退去他們會回家重

新建立他們的房子。小熊們非常感謝羅伯兔的幫忙，他們知道除

了這裡，他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幾天之後，Tanya和Tammy發現，每次小熊們感到傷心害怕

的時候，羅伯兔媽媽也會感到很難過，兔子們表現得很有精神的

樣子，不受小熊們痛苦感覺的影響。 Teresa和 Tommy對於要向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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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兔家人要求任何事情感到難為情，因為他們總是對小熊們那麼

好。每個人都感到混亂、心情不好、傷心和害怕，但是他們都不

知道該怎麼說。有時候小熊們整天都在睡覺，所有的事情都讓其

他人幫他們做。有些其他的動物也想要幫助小熊們，但是他們也

不知道該怎麼做。

一天一天過去，小熊們覺得情況越來越糟糕。Timmy經常抱

怨他的「全身性頭痛」，Tammy總是神經兮兮，整天想著災難以

前的生活，還幻想著熊媽媽會回來（大家都知道熊媽媽已經死

了，不會回來了）。 Teresa 非常非常傷心，每天都一直流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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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還會大哭，森林裡一半的動物都被她嚇醒。 Tommy 變得很粗

魯，還經常與他的兄弟姊妹打架，有時甚至會打那些想要幫助他

的人。 Tenya 變得無精打采，對什麼事情都沒有興趣，每天晚上

都被惡夢嚇醒。

這些問題發生幾個星期之後，羅伯兔家人決定要請獅子醫生

來幫助這些小熊。獅子醫生檢查過每一個小熊後，他微笑著向小

熊說：「恭喜你們，小熊朋友們！」「注意聽喔！我是說『恭

喜你們』，因為你們並不像森林裡一些其他的動物那麼糟糕，我

知道你們一直希望自己在這個恐怖的災難之後能夠表現得很好，

你們想要趕緊恢復，不再依賴其他人，你們只是還不知道該怎麼

做罷了！」

Timmy：「如果我沒有那麼糟，為什麼我全身都感到很痛

呢？」Timmy 說完之後，其他的人都紛紛點頭表示同意。

獅子醫生笑著回答：「你有沒有過因為早上吃太多水果而肚

子不舒服呢？」小熊們點點頭，獅子醫生繼續說：「如果吃過藥

之後還是覺得不舒服和胃痛呢？」Teresa 回答：「會覺得很不舒

服，然後會吐。」

「吐過之後你覺得如何？」獅子醫生問。

「很奇怪！當我吐完之後，我就覺得好多了！」Tammy 說。

「是啊！」「吐的感覺很不舒服，但是當我們吐過之後，我們

就會覺得好多了。這是因為你的身體試著要將讓你的胃不舒服的

東西排出來，當我們把消化不良的東西吐出來之後，我們的身體

就開始復原了！」

「我了解醫生說 的，但是我不了解現在我們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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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ya 說。

醫生繼續說：「你們剛經歷一個恐怖的災難，對你們來說就

好像是胃痛一樣。你們吞下好多痛苦、害怕和生氣，你的身體需

要將這些東西吐出來。如果你們不讓這些東西出來，那這些東西

可能會讓你生病的。」

「那也就是為什麼 Timmy 總是全身痛，早上起不來。 Tammy
總是神經兮兮，不想活下去。Teresa一直感到傷心流淚。Tommy
老是和別人打架，心情不好。 Tenya 總是想要躲起來，什麼也不

想做。其實你們每個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減少自己的痛苦，這個

時候一定要找一個你信任的人，向他說說這些感覺，這樣會讓你

好過多了。」

「喔！我瞭解了，我們現在就好像是消化不良，需要吐一下

讓自己可以恢復健康。」Tammy 說。

「太棒了， Tammy ，」醫生說：「你真的好聰明，當我們

經歷一個像森林水災這樣的災難之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

就像你們五個。」 「我看過很多人因為不願意讓自己將痛苦生氣

吐出來，所以一直沒有恢復健康。對一些人來說，要說出自己的

感覺和想法可能會有一些不舒服，還不如就放在心裡，但是，時

間一久，情況會變得更糟，要說出來變得更困難，自己的感覺也

變得越來越糟。這種情況下的人，就需要特別的幫忙了。」

「還好，你們都已經準備恢復健康了，羅伯兔爸爸和媽媽非常

照顧你們，我也將一起幫助你們恢復健康，接下來的每一天，你

會覺得自己的情況越來越好。或許你還是會覺得有些傷心，就是

剛吐完的一段時間，你的胃還是有些敏感。還記得嗎？森林水災

的那一天，當你們走出山洞的時候，森林裡一片漆黑，但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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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又亮了起來！」

之後，小熊們又和醫生見過幾次面，還有一些在森林水災中

受傷的其他動物們，大家互相說著對於這個悲慘經驗的想法。當

大家都已經比較好的時候，獅子醫生向大家說再見，並且告訴大

家，只要大家需要見他，可以隨時打電話給他。

現在，小熊們已經恢復健康了，他們一天比一天好，森林裡

的大水也已經退去，山谷又恢復以往的美麗。小熊們為自己建了

一個家，再度在森林裡享受有趣刺激的森林冒險。雖然他們有時

候還是會想起過去的事情，也會覺得傷心，但是，這些都是正常

的，重要的是，讓自己保持信心繼續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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