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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ICATION奉獻

向所有為這本摺頁子捐款的勇敢燒傷倖存者。
正是通過你的榜樣,燒傷創傷之後有生命和希望。

 

本出版物還獻給燒傷倖存者的家屬和親人,
他們表現出巨大的力量、奉獻精神、犧牲和支援。

這本摺頁冊是由燒傷倖存者、
家庭成員和燒傷護理專業人員開發的。

封面繪畫，愛麗絲·貝克爾
為了紀念她帶給許多生命的喜悅。

版權所有© 2017 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保留所有權利。未經Ali sa Ann Ruch Burn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的事先書面許可，不
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包括影印）複製或傳播本書出版

這本摺頁冊是從燒傷倖
存者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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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這本小冊子是由燒傷倖存者自己編寫的，他們自己經歷了這一過程，並
希望其他人知道，恢復可能很困難，但燒傷後仍有充裕的生命。本手冊是
尋找資源和支持的起點。我們希望這些信息將為您提供前進的實用建
議。

嚴重的燒傷會改變人生的安全感，活動能力，獨立性，外表和自我價值
感。倖存者必須應對醫院的燒傷恢復過程以及回家中所面臨的挑戰。通
過閱讀本手冊，我們希望倖存者及其親人在康復時會感到更多的支持。

燒傷患者的康復從醫院開始，並在返回家園後繼續。期望什麼將幫助您
為未來康復挑戰做準備。對於某些人來說，可能要花費數月，而對於另一
些人，則可能需要數年。燒傷後的生活可能與您先前所設想的生活不同，
隨著時間的流逝，您的新現實生活同樣有意義且會得到酬報。

即使您覺得自己今天不需要支持，以後也可能會對您有所幫助。我們邀
請您填寫推薦表格, 在你出院之後, (Alisa Ann Ruch Burn) 艾麗莎, 安
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
能夠保持與你聯絡。您可以使用本手冊背面提供的資源列表來查找其他
服務。

我們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摺頁冊,你就會明白你並不孤單。您可以尋求幫
助,也有人瞭解你可能面臨的困難。從身體康復到情感康復,重新對生活
的控制,這本摺頁冊提供了燒傷恢復的過程。我們可以分享建議,提供支
援服務,並幫您找出新生活..... 下一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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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離開醫院後會讓你感到恐懼, 因為你進入一個未知恢復的期間。當你離開醫院
時,是你康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你在家繼續療癒時,你將面臨一系列新的挑
戰。

不要害怕向醫生和康復團隊詢問你可能回家
後會遇到的問題資訊。您的醫療團隊會為您提
供指導和支援。毫無疑問並不重要。將筆記本
放在手邊,是記錄醫院團隊醫療建議的有用方
法,並同時提供的指導。

在您住院期間,醫院團隊協助你的醫療護理。
在家裡,你和你的親人將承擔這個責任。首先,
您可能會發現無法執行曾經能夠輕鬆完成的
任務。對於日常活動需要,你會感到悲傷、憤怒
或氣餒,是正常的。久而久之,你增加了你的獨
立性,重新獲得你的控制感。

記住,你不必要自己做這一切。讓別人幫你,不
要害怕接受別人的幫助。燒傷需要時間來癒
合。短期挫折是常見的,不一定反映您的長期
康復。跟蹤您在數月或數年內(而不是幾天或
幾周)的恢復情況,可以有益地提醒您繼續進
步。請記住,自從你第一次被住進急救室以來,
你已經走了多遠

當您從醫院回家時:

• 出院時,混合情緒是正常的。燒傷部是一個
地方,你可以開發新的日常生活,你會感到
安全和接受。許多倖存者在回家時感到憤
慨、沮喪和無助。說出你的感受可以幫助確
定如何支援, 和幫助尋找額外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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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知道, 這是一
個改變生活的事件

- 喬什

回家似乎是一個永
恆。我感到噁心, 坐

直也覺得傷痛

- 傑西
当我回到家時,我感到
很失落,不記得我該
做的事。我第一次去
診所時必須再接受訓
練。在燒傷部的最後
幾天只是一片模糊 

- 卡羅爾

我感覺自己是嬰兒
體內的成年人。

我不能打開奶瓶罩。
我不能吃,不能走

路。我以為我的生活
將永遠依靠別人完

成最簡單的任務
- 尼爾斯



• 在適應疼痛管理和家庭護理程式時,請與門診醫務人員保持聯繫。出院后
持你會續疼痛和不舒服。如果您發現回家時有任何身體變化,請諮詢您的醫
生。請諮詢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幫助您的日常現實生活。

• 如果你認為沒有止痛藥,你無法控制情緒壓力。請尋求醫務人員幫助。聯繫
您的醫療團隊或與治療師會面,學習其他應對技能。與您的醫生討論服用止
痛藥,並學習如何以安全的方式減輕疼痛。

• 如果你發現自己用藥物或酒精自我治療, 你需要儘快尋求支援。
在過渡期,許多人回家後感到被隔離或孤獨。調整你在家庭常規,一開始會令你
沮喪。
一些倖存者將遇到限制的性移動,需要適應他們新的家庭設置。許多人因為家
庭生活節奏變慢而感到沮喪。與瞭解您感受並同您經驗的人交談是很有有幫
助的。參加您所在地區的燒傷支援小組或請求同行支援訪問可是一個強大的
工具。如果需要瞭解有關燒傷支援組的更多資訊,請聯繫, 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
者基金會 (Alisa Ann Ruch Burn Foundation), 或參閱本手冊末尾的資源清
單。

燒傷后,您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您與家人或朋友與您的聯繫, 和他們的關注。
他們會想知道你在做什麼,有些人不會確切地知道該對你說什麼。其他人可能
會無意中說一些讓你心煩意亂的話。確定您信任的人來處理朋友和家人的問
題,可以幫助您專注於自己的康復。當你感到舒服時, 嘗試與別人交談。你總是
需要詳細與別人討論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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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康復: 
物理康復需要時間。當你離開醫院時,你可能會被要求去門診或在家裡做日常
鍛煉。堅持你的物理治療方案可能具有挑戰性,因為你的辛勤的結果可能不會
立即顯現出來。一些倖存者感到氣餒,因為進展緩慢。在這個重要的恢復階段要

善待自己。

通過門診醫療預約將使您能夠從門診護理中
獲得最大的收益。許多倖存者發現帶朋友或家
人去門診就診是有幫助的。其他人在家庭護理
治療過程中向室友、朋友或親人尋求幫助而受
益匪淺。你現在付出的體力勞動的好處可能不
會立即顯現出來,但從長遠來看,它們將會得到
回報 。

在開始物理恢復的過程中,以下是一些需要牢
記的提示:

•    身體康復。在恢復的早期階段,你可能會發
現你變得精疲力竭,因身體熱烈活動。你的
身體需要時間來調整,隨著癒合過程繼續。   

•    疼痛管理。如果您在疼痛管理方面遇到困
難,您的醫院有疼痛管理專家,他們可以幫
助您與疼痛和身體建立更好的關係。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有一個”承擔疼痛”的互動計
劃,可以幫助你瞭解更多關於管理慢性疼
痛。這個手冊包含指南連結「疼痛負責」在
線資源。

•    陽光照射。燒傷和皮膚移植在恢復的早期
階段容易受到陽光損傷。詢問你的醫生關
於陽光照射是非常重要的!雖然防曬是常規
燒傷護理的必要組成部分,但請記住,燒傷
不阻止您享受戶外活動或在未來保持積極
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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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是艱難的。我哭
了很多,但我經歷了它。
有時候我看起來不像那
樣。但是,我做到了,我可

以直立行走,而不是彎
腰,我可以移動我的右

臂。 
 -  塞爾瑪  

“我必須小心在陽光下呆
得太久。我傾向於過熱和
昏厥。我總是提水一瓶水. 

- 辛迪

這當我決定我鼓勵自
己和身體不放棄。錯過

一天將使我回到兩三
天- 喬希

如果你的治療從一開
始就沒有幫助, 永遠不
要失望。你必須給它時
間。成功需要時間才能

開花結果
- 匿名



•  壓力服裝。您可能會被要求穿壓力服裝,以減少疤痕,讓你的皮膚更靈活。許多
倖存者發現,隨著時間的更改,他們越來越習慣於穿壓力服。隨著身體恢復,
你需要更新你的服裝。一些供應商有顏色選項,讓您在所穿的服裝風格上有
更多的選擇。

• 發癢的皮膚。治療皮膚流程會發癢!不要刮傷,而是嘗試輕巧的敲擊、伸展或
分心。應用水性乳液潤滑皮膚或向醫療團隊詢問藥物。一些倖存者說,穿著
壓力服有助於減少瘙癢。

• 溫度調整。如果你大部分身體面積被燒傷,天氣可能會影響你身體的感覺。
調整自己溫度的方式可以幫助你感覺更舒適。在炎熱的天氣中,需要尋找陰
涼處並飲用大量的液體尤為重要。穿透氣的衣服可以帮助你的身體適應不
斷變化的溫度或新的氣候。

• 制定早晨禮。留出額外的時間安排您的早晨活動,有助於您身體感覺更舒適,
也好準備新一天的生活。嘗試建立一個常規,包括淋浴,乳液和疤痕按摩,運
動或伸展,並穿上你的壓力服裝。創建簡單的例程,如聽您最喜愛的音樂,可
以使過渡期更可容忍,並設置您的一天基調。

• 日常鍛煉。创造與身體康復方案保持一致。找到適合你的方案,並堅持下去。
物理治療和定期鍛煉將使您能夠重新獲得更多靈活性和運動。當你反思自
己的身體進步時,用你在住院期間的運動作為比較點,而不是你燒傷之前的
運動作為比較。

• 外貌。你燒傷的红点和腫脹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退,但燒傷疤痕始終
以你以前的皮膚不同。大多數倖存者發現很難接受他們的外表已經永久地
改變了。許多倖存者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與外貌作挣扎。雖然具有挑戰
性, 在你康復的旅程,以接受你的新你是重要的,。

• 疤痕可見性。燒傷痊癒后,你也許能找到新的化妝品來補充你的傷疤。一些
化妝品將不再适合您的新皮膚,但有廣泛的選擇,是專門為傷痕纍纍的皮膚
創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有些人實驗可能是必要的。鳳凰在線學習創
意化妝品計劃提供創造性的化妝技術,以幫助傷倖存的皮膚變色和疤痕。這
本摺頁冊的參考部分包括一個指向鳳凰城燒傷倖存者協會網站的連結。無
論你是否化妝,感覺舒適,你的疤痕和擁抱你的新外觀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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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手術。整形和重建手術有時可以增強燒傷的對稱性、流動性和功
能性。激光手術的結果可以改善疤痕的外觀,但手術永遠不能使受損
的皮膚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治療燒傷的技術一直進步,所以詢問最新的
治療方案。在做出重大手術決定之前,從有燒傷經驗的醫生那裡獲得不同
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沒人告訴我這件事當你集中精力回家時,很難吸收醫生護士在出院時给你的資
訊。當你離開醫院時,會出現許多問題,这本手冊可以充分涵蓋您的主題。如果
您有問題或疑慮,請寫下來,並致電您的醫生預約或電話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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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治療
燒傷的影響不僅僅是身體上。創傷性的傷害會影響個人的安全意識、自尊、社
會交往以及他們情緒福祉的許多其他方面。即使在倖存者身體痊癒后,也可能
發生情緒反應。對創傷性損傷的常見反應可能包括:

• 否認和/或忽視傷害的發生;
• 關注或執著地思考事故; 
• 大部分時間感到悲傷或流淚; 
• 睡眠或進食困難; 
• 感覺煩躁或憤怒; 
• 想避免對傷害的提醒; 
• 對人身安全的恐懼; 
• 害怕在公共場合外出; 
• 焦慮的感覺; 
• 內疚感; 
• 孤獨; 
• 難以接受外貌; 
• 難以適應身體限制; 
• 噩夢;
高度警惕或感覺即將發生

It 重要的是要記住,如果這些反應中的任何一個
持續或開始影響你的關係,工作或情緒, 有可用
的帮助提供

許多倖存者發現與其他倖存者談論他們的經歷是很有用的。從那些5年,10年
或20年之前的燒傷倖存者那裡聽到, 他們會產生希望,並創造視角。當你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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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不想表現出任何
持久的疼痛跡象,所以
我有慢性頭痛。直到我
終於讓我的情緒脫离,

我有任何解脫嗎? 我的
建議是自由擺脫你的情
緒。別埋葬您的疼痛和
情緒.加入一些支援小
組,並尋求多接觸其他
患者。家人和朋友也應

該這樣做。
 -  埃德

‘ ’我女兒遭受了身體上
的痛苦,而我作為父母

在情感上和心理上都受
到了痛苦
 -  阿裡沙



復中掙扎時,很容易忽視未來的人生機會。

支援小組是一個好地方,與其他燒傷倖存者、親人和醫院工作人員交談,您可以
獲得力量,希望和生活具體挑戰。 這也是一個支援他人的機會。將燒傷恢復問
題帶到本地燒傷支援組或參與在線刻錄支援聊天。請參閱本手冊背面的參考

資料部分,有關查找本地、國家和聯機對等支
持資源。

許多燒傷倖存者和親人發現,參加鳳凰世界燒
傷大會可以在任何恢復階段激勵和增強力量。
鳳凰城世界燒傷大會是一年一度的國際會議,
彙集了900多名燒傷倖存者,他們的家人,護理
人員,燒傷護理專業人員和消防隊員。在鳳凰城
世界燒傷大會上,人們可以聚在一起提供支援,
增加對燒傷恢復的知識,並分享故事。有關燒傷
倖存者獎學金和其他資源,請參閱本手冊背面
的參考資料部分。

的確沒有一套時程表或處方來治療與燒傷造
成的身體和情緒的
創傷。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體驗,繼續
治療時可能出現的所有感覺。 

在談論您的經歷可能會有所幫助時，人們還有
其他應對情緒反應的方法：

•    常規。 雖然您可能無法盡快恢復到以前的
所有活動，但是回到熟悉的例程可以使您
感覺正常。

•    屬於。 參加刻錄支持小組，與同行支持提供
商會面，參加在線刻錄支持聊天或參加鳳凰
世界燒傷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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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22年,我仍然
記得那個可怕的夜晚,

我被燒傷的詳細。”
- 塔尼亞

我記得在火災發生后的
幾個月內,我所做的只

是談論它。然後我開始
意識到,我逐漸越來越
少談論它,失去了所有
我在火災后的恐懼。我

會告訴其他倖存者繼續
說話,不管需要多長時

間。 -  克裡斯西

当我第一次被燒傷時,我
發現自己在尷尬
情況。我會自願馬上告訴
別人我的傷勢。它似乎設
置他們和我更放心

- 亞瑟



•   幽默。 笑可以擺脫您的後顧之憂。 笑聲已被證明可以減少壓力激素，例如皮
質醇和腎上腺素。 當笑時，大腦還會釋放內啡肽，據信內啡肽可以改善情緒
並減輕某些類型的身體疼痛。

• 分心。 保持忙碌狀態可以幫助您的心靈得到大量需要的休息和恢復。停止
思考燒傷是很重要.

• 文獻。 保留日記。 寫下您的想法和感受會很有幫助。 這也是回顧和反思恢
復過程的好方法

• 創意表達。 尋找一種有成效的方式來表達您的感受或情感。例如,通過藝術
媒介, 繪畫,詩歌,寫作,唱歌,誦經和演奏音樂是許多創造性表達的例子

• 冥想。 正念練習可以幫助您緩解焦慮和疑難雜症。 在靜心冥想中，您可以
開始觀察自己的思想，情緒和身體感覺，而無需判斷它們的好壞。 冥想練習
被認為有助於減輕焦慮並改善整體健康狀況

在醫院期間,倖存者如此專注於康復身體,通常直到後來情緒問題浮出水面。請
注意這一點,並在需要時尋求幫助。 你不是一個人! 認為自己做得很好,然後被
諸如憤怒,悲傷,沮喪等令人迷惑的情緒所淹沒,這並不罕見。 把這些感覺帶給
最接近您的人是很普遍的。 這是正常現象,學習停頓,識別您的感受並以健康的
方式表達他們是康復過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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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和損失
往往是倖存者第一次回到家就可以想到受傷的後果。 許多倖存者面臨的損失

可能包括財產或珍貴財物。  不能夠進行某些
體育活動的能力,例如完成工作或什至只是走
路,改變自己的外表，對人的信仰或精神實踐喪
失信心，或者由於您的情況而導致朋友或親人
的死亡 受傷。

對損失的情緒反應可能包括以下感覺：

•    驚異. 沒有辦法為突然的損失做準備。 一開
始可能很難考慮丟失的內容。 您甚至可能
發現自己否認它確實發生了

•    毀滅. 經歷壓倒性的感覺並經常遇到無法
回答的問題，這是悲傷過程的一部分

•    情感搖擺. 倖存者和親人經常感到強烈的
情緒，例如憤怒和悲傷。 倖存者可能會猛烈
抨擊與他們親近的人。 這種感覺是悲傷過
程的一部分，也是對創傷損失經歷的正常
反應    

•    接受. 沒有時間表，也沒有錯誤或正確的方
式來處理您的傷害。 驗收需要時間，而且不
會發生在一夜之間

•    “克服它.” 其他人可能不理解您的經歷，並
可能以“克服它”的態度面對您

重建生活將需要時間，耐心，同情心以及外界
資源的大量幫助。 有些人發現與某人討論這
些問題非常有幫助。 無論是家庭成員，朋友，
顧問還是其他燒傷倖存者，讓某人知道您的生
活狀況會大為不同。 其他人則對自己的宗教
信仰的支持感到非常安慰。 一些倖存者發現，
如果沒有本地支持小組，則可以與偏遠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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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一個月後，我仍
然對失去前任的面孔感
到悲傷和沮喪。 好像每次
我表達自己的擔憂或感覺
時，人們都會說：“‘你應該
活著很高興。’ 他們沒有意
識到我擔心自己會過什麼
樣的生活”

- 匿名

“``我的兒子和家人幾乎
不得不應對失去的我。 我
們都為曾經去爵士樂並
曾在山上徒步旅行的人感
到悲傷。 我很幸運，我有
一個非常親密和支持的家
庭，我們在一起感到悲傷” 

- 辛迪

“人們一直在問我關於疤
痕的事情，但他們沒有意
識到我真正的傷心是腳趾
的丟失，並且想知道我將
如何去做我以前喜歡做的
事情。”

 -  匿名



其他倖存者進行在線支持。 與其他了解您的經歷的人保持聯繫可以在悲傷和
失落的時刻給您帶來力量和希望。 

有許多關於悲傷恢復的理論，但沒有一種讓悲傷的方法。 我們必須接受思想和
時間表，接受因傷害而遭受的一些損失。 如果您失去了親人，悲傷支持小組會
非常有幫助，並會提供一種特殊的同伴支持。 談論您的感受是最具挑戰性但令
人難以置信的治療資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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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燒傷受傷後，有一段時間您將準備首次公開露面。 您可能會擔心別人會對您外

觀改變的反應。 倖存者可能會發現自己情緒
激動 為這些不可避免的情況做好心理準備會
很有幫助。 為這些遭遇準備好標準答案可以
幫助簡化過渡過程。 一些倖存者發現，首次公
開露面時，更容易獲得家人或朋友的支持。 與
您信任的人和關心您的人一起出去

在面對公眾時，可以嘗試以下方法:

•    考慮不要移開視線.  練習與您正在談話的
人保持眼神交流。 使用自信的肢體語言和
語氣可以幫助您在導航新的社交互動時感
到更加有能力。 練習一些表達自信的提示，
例如打招呼時微笑或與他們交談時看著別
人。 首先要接受困難。 害怕被拒絕會讓人
感到非常恐懼。 

•    講你的故事。 教育那些真正關心問題的人. 
練習如何以一種舒適的方式將您燒傷的故
事說出來。 準備好幾個故事版本您可以根
據自己的舒適程度來判斷故事的簡短版本
或較長版本。 請記住，您不必花時間向消
極或同情的人講故事。 當您準備繼續前進
時，或者如果您此時不想分享自己的經驗，
可以通過將對話重定向到另一個主題來設
置界限。 

•    請記住，人們對別人的外表感到好奇是正
常的。 成人可能會掩飾這種好奇心或將其
限制為凝視，而兒童可能會以更明顯的方
式表達自己的好奇心，例如指出或提出問
題。 如果您願意，可以使用簡單的語言告訴
他們您的情況。 兒童很少有判斷力，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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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與他人對我的外貌
反應非常困難。 有人凝視
著你並不容易，但是我了
解到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你
發生了什麼。 我想他們只
是很好奇”

 -  馬克
“在醫院裡，護理人員保護
我免受疤痕的傷害。 我回
到家，面對鏡子。 我在接
受疤痕方面需要很多支
持。 沒有家人的幫助，我
做不到。” 

- 匿名

“走出去並不容易。 當其
他人問我如何被燒毀時，
這促使我告訴他們。 現
在，我相信講故事真是治
療。 人們知道您經歷的事
情，而大多數人可以看到
您的傷疤。 我講的故事越
多，我的舊自我開始經歷
的越多。” 

- 亞瑟



們很快就會發現與他們慣常看的事物不同的外表。 幫助他們了解所有人和
身體看起來都 是 不同。  

• 嘗試建立與燒傷無關的對話。 開始與燒傷無關的對話可以成為控制任何社
交互動的有效方法。 讓其他人知道您願意與其他人談論其他話題可能會導
致真實的對話，超出了您作為燒傷患者的身份。 

• 有個人口頭禪. 準備個人的口頭禪，使您度過艱難的時刻，例如“我能做到”
或“我已經克服了很多事情。”與有趣，支持和真誠的人共度時光，保持自己
的口頭禪。 或考慮與親朋好友分享您的個人口頭禪，與您尊敬和信任的人
交流想法，並討論如何應對困難的時刻，可以促成有益而富有啟發性的對
話。 

• 有時候，您在情感上比其他人更堅強。 按照自己的節奏前進，但不要限制自
己。 當您了解自己的新外觀時，請尊重您的過程並自行調整節奏。 隨著時
間和實踐的發展，您會發現跨步變得更加輕鬆和舒適。 

鳳凰燒傷倖存者協會有一項社交技能培訓計劃，名為“燒傷後康復的超越生存
工具”。 該培訓向倖存者和家庭傳授技巧，以應對在學校，工作或社交場合中的
凝視，問題，界限和不必要的關注時使用的技
巧。 有關社交技能培訓的更多信息，請參見本
手冊背面“資源”部分的鳳凰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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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我需要故事的長版
和短版。 當我真的不想談
論它時，我使用短的；而
當我感到與申請者聯繫
時，或者當我看到他們真
正關心的時候，我使用長
的。 它可以幫助我感覺得
到控制。”

 - 匿名
“有一天在海灘上，我忘
了穿上襯衫再走到小吃
店。 那一天，我意識到沒
事的。”

 -  吉姆



性與親密關係 
對於一個新的燒傷倖存者來說，性和親密感可能是壓倒性的. 性是日常生活的
重要組成部分。 性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這是使我們感
到吸引，自信和親近他人的一部分。 親密定義為精神，情感或身體上的親密關
係

已經建立關係的倖存者可能會擔心伴侶對其燒傷的反應。 單身的倖存者可能
會擔心約會，或者擔心與受傷後的新人發生身體接觸。 雖然性和親密感會受到
燒傷的傷害是正常的，但是當您瀏覽這些重要主題時，有很多方法可以使您感
到更自在。 與經歷過類似恢復過程的其他燒傷倖存者討論您的問題很有幫助。 
您的醫療團隊的成員以及轉介給專業治療師的人員可能會很有幫助。 隨著時
間的流逝，許多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和克服。 

可能影響性慾和親密感的身體因素包括:

• 能量水平變化。 許多倖存者在燒傷後經歷的能量減少，這可能會暫時影響
您的親密感和耐力。 

• 皮膚敏感性的改變。 必須重新學習和交流理解什麼是好事和不好的感覺。 
皮膚可能超敏或機敏。 現在皮膚可能會有不同的紋理和顏色。 尋找安全的
方式來觸摸和表達對雙方都感覺舒適的情感。 

• 需要解決流動性和疼痛。 您可能有燒傷之前沒有出現的活動能力和位置問
題，並且您將需要學習在性愛或身體親密時更舒適的新姿勢。

• 專業諮詢。  與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進行夫妻諮詢或性治療可以幫助防止
無聲痛苦並改善親密關係。

燒傷後，對親密感和身體接觸的興趣降低很常見。 失去親密感和性慾的原因可
能是沮喪，焦慮，悲傷，拒絕 和自我意識。 您使用的許多藥物和治療方案也可
能降低性慾。 交流可以幫助倖存者恢復身體上的舒適感和信心。 起步緩慢，共
同努力以適應身體的變化，並且 將幽默融入流程中可以使重新連接變得更加
容易。 在恢復過程中，時間是一個很好的治療者。 如果這些感覺沒有消失，那
麼與您的醫生或專業顧問交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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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燒傷倖存者的關係中與配偶或伴侶，回
到性和親密關係的途徑同樣會令人不知所措。 
溝通對於再次獲得親密感和性行為至關重要。 
可能會擔心您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會給您所愛
的人帶來更多的痛苦。 採取嬰兒的腳步並慢
慢了解新的身體可能對你們倆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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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最大的小事情
不是你期望的大事情。 我
經歷過的最難的事情是給
我被燒的丈夫一個擁抱。”

 -  卡倫
“知道我應該是她最大的
支持者，但我對自己的悲
痛深感內罪，因為我無法
像以前那樣撫摸我的妻
子，因為她的皮膚是如此
敏感。 直到我對她講這些
感覺時，我才意識到她也
失去了我的觸動。 就像
我們正在重新認識彼此
一樣。”

 -  匿名

“一旦我完全康復，約會對
我來說真的很難。 我擔心
我不得不面對某人的第一
刻。 幸運的是，外面的人
看不到我的傷痕。 我現在
很開心約會和結識人們。”

 -  詹姆士

“告訴燒傷倖存者您有多
愛他們，並儘一切可能向
他們展示。” 

- 塞爾瑪



家庭和喜愛的人
在康復過程中目睹燒傷或照顧倖存者的家人和親
人也是創傷倖存者。 看到您所愛的人以任何方式
受傷是很痛苦的，並且很痛苦看到有人受苦. 從
照顧倖存者到處理自己的悲痛之情，家庭和親人
都面臨許多挑戰，而他們並不總是為此做好準備。 
通常，所愛的人可能和燒傷的人一樣受到影響. 這
本小冊子既適用於家庭和親人，也適用於遭受傷
害的人 

家庭成員，配偶和親人的經歷可能包括:

•   協助倖存者。 通常，家人在面對親人的傷害時
會感到失控和無助。 您可能希望與醫務人員討
論如何將其納入患者的身體康復中。 協助倖存
者進行物理或職業治療活動，可以使家庭感到
包容和有益，並減少許多家庭成員可能遇到的
無助感。 甚至幼兒也可以,以較小的方式參與，
例如計算完成的運動次數  

•   怨恨之情。 當燒傷倖存者回家時,他們可能會
表現出憤怒,內和絕望的感覺。 這種情緒反應
是正常的,但它們可能會使家庭成員感到困惑
並且難以控制。 倖存者經歷短暫的回歸併不少
見,在回歸中,他們可能過於依賴親人的照顧或
以孩子般的方式行事。  

•   角色反轉。 作為看護人，您可能會首先感到受
傷或悲傷，因為自己受傷了。 這些是正常反應，
並不意味著您不在乎所愛的人。 許多護理人員
在燒傷後與倖存者的關係中經歷了角色逆轉。 
幫助燒傷倖存者保持尊嚴感和控制感，可以支
持健康過渡到日常生活。  

•   家庭支持。 應對和協助燒傷的護理可能意味著
您無法像往常一樣關注其他家庭成員。 嘗試每
週預留少量時間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進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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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人打交道是最難的部
分。 老實說，我覺得我的家
人每天都遭受燒傷的影響。” 

- 喬治
“我似乎無法說出我在所有
外科手術中和母親在一起的
舒適感。 我知道她是我每次
手術閉上眼睛前見到的最後
一個人，也是我打開它們時
見到的第一個人。” 

- 西爾維亞

“他們感到很無助。 即使我
沒有任何身體上的傷疤，也
有情感上的傷疤。 沒有家人
和朋友的支持，我做不到。” 

- 馬克

“我的建議是讓他們知道你
愛他們。 與他們同行，與他
們交談。 聽他們說。 不要給
他們施加壓力，讓他們按照
自己的步調走。”

 -  保羅

“每次我看著兒子傷痕累累
的皮膚時，我都想哭。 我感
到我一直都為他的安全負
責。 我覺得我讓他失望了。 
我意識到，除非我處理自己
的感覺，否則我將無法幫助
兒子應對他的受傷和康復。”

 -  匿名



動。甚至每週預留一兩個小時都可以在維持家庭關係方面大有幫助。 對於
兒童倖存者的兄弟姐妹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在倖存者康復期間更容易感
到“被排除在外”或被遺忘的人

• 幫助孩子適應父母的傷害。 當父母遭受燒傷時，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助他們
的孩子適應外觀和身體能力的變化。一些孩子會接受變化,很少問題，而另
一些孩子會以各種各樣的情感反應出來，例如困惑，恐懼，表現出行為或完
全避免話題。 孩子需要花費時間來處理父母燒傷的傷害，並且有許多醫療
專業人員，例如兒童生活專家或心理學家，可以在孩子接受親人的傷痕和新
面孔後為他們提供支持 

• 財務問題。 由於您所愛的人的康復,您可能錯過了很多工作時間,現在可能
會遇到財務壓力。 財務上的擔憂非常普遍,並且可能加劇本來已經非常令
人痛苦的情況。 許多醫院提供有關財務顧問或辯護律師的信息,這些顧問
或辯護律師協助處理,殘障人士和工人保險賠償金。 不要害怕提出問題並
利用這些資源。

• 自理。 請記住，雖然您可以在支持所愛的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您也需要支
持。 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艱難的時刻。 確保您的生活中的經歷可以刷新並
補充您的精神。 散步，在家庭之外度過時光以及與其他倖存者的家人交談
可以幫助您獲得所需的力量和支持，以幫助您親人康復

• 談論傷害。 通過不抑制所愛的人而支持情緒恢復，讓他們談論與燒傷有關
的問題。 鼓勵您所愛的人參加他/她喜歡的活動，這有助於將平常感,帶回到
日常生活中。請記住，倖存者可能要花一些時間來舒適地談論創傷或在可能
遇到燒傷問題的公共場合露面。 

燒傷支持小組是結識其他倖存者家庭的好方法，這些倖存者家庭已經經歷了
這個艱難的過程，並且已經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許多主題。 許多家庭成員發
現同伴的支持非常有幫助。 您可以通過本手冊“資源”部分列出的地方和國家
燒傷基金會與其他家庭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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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傷和兒童 
家長和登記人

兒童對燒傷的反應與成年人的反應可能非常不同，每個孩子對他們的特殊傷
害的反應都不同。 根據孩子的年齡，受傷的嚴重程度以及事故的細節，孩子在
面對和接受被燒傷的現實時可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 有些孩子似乎完全
不為自己的燒傷而苦惱, 而其他人則可能會很難調整。

開放和接受照顧者可以使孩子的應對方式與
眾不同。 家庭中是否會歡迎接受傷害這一話
題？ 您如何談論孩子生命中與其他成年人的
灼傷或事故？ 您在康復過程中讓學校工作人
員與孩子互動的其他人員參與了多少？ 您對
孩子的接受程度越高，他們接受自己和他們的
視覺差異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些父母認為他們
沒有公開談論燒傷來保護自己的孩子，但是許
多兒童倖存者後來報告說，他們覺得燒傷是感
到羞愧的秘密。 

这是烧伤儿童幸存者受伤后可能会遇到的一
些常见反应:

•   回歸。 不論年齡多大，許多兒童和青少年都
難以住院並且因受傷而暫時失去自由。 兒
童和青少年到家後往往會依賴看護者，而且
行為可能比實際年齡年輕。 他們可能會表
現出憤怒和挑釁。 這是正常的行為，可能反
映出孩子試圖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並設
法彌補自己的損失。 

•   不安全感。 T青少年容易出現身體形象問
題, 更有可能很難接受變化的身體外觀。 他
們可能很難為自己做事。 隨著青少年對自
身外表的意識增強,童年時期的傷害可能具
有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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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的成長，學校變得
艱難，因為孩子們不斷取
笑我。 然後，隨著我變得
越來越成熟，我意識到那
些取笑我的孩子是他們理
解和適應發生在我身上的
事情的方式。” 

- 琳達

“II`有時候孩子們會取笑
我。 很高興知道我的父母
在那裡談論這件事。”

 -  布賴恩

“我聽見祖母告訴媽媽-“
他們不能通過手術固定她
的臉嗎？” 她不知道我已
經做過13次手術了嗎？ 我
的醫生說我擁有她能給我
的最好的臉。”

 -  埃里卡



• 擔心同伴的接受. 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可能更多關注同伴及其家人以外的人
如何看待他們。 如果他們擔心壓力衣，夾板和其他燒傷修復工具可能會使
它們與同伴區分開並突出它們之間的差異，那麼他們可能不太願意遵守。 
父母應在提供盡可能多的控制權的同時，強調燒後護理的重要性。 幫助您
的孩子保持正常的童年活動很重要； 它使他們知道自己與同伴並沒有完全
不同。 請注意孩子的外觀出現問題的症狀，例如隱藏疤痕，避免他們過去喜
歡的活動，在討論或建議以同伴為對象的活動時表現得惱怒或沮喪。 

• 叛逆與好奇心。 幼兒的反應基於父母或照料者的反應。 他們可能反抗身體
康復，或者他們的自然好奇心可能導致他們參與該過程。 父母可以帶領教
育孩子參與身體康復的重要性,並且有許多專業的醫療人員,例如兒童生命
專家,可以在此過程中為父母提供支持和賦權。

以下是兒童燒傷倖存者可以用的一些有用的應對機制:
• 遊戲是兒童的語言。 兒童使用遊戲來表達情緒，解決問題，排練情況並掌握

困難的情況。 當孩子們通過遊戲的方式傳達他們的思想，擔憂和疑問時，他
們的遊戲成為內部敘事的外在表達。 這是孩子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並處理他
們的經歷的方式，它可以成為康復，恢復能力和喜悅的工具。 每個孩子都可
以玩耍，無論他們的身體或心理能力如何，甚至由於燒傷而無法活動的孩子
也可以通過在值得信賴的老師陪伴下玩耍而受益。

• 醫療遊戲。 醫療遊戲是孩子們可以探索醫療材料，準備或思考令人恐懼的
程序，制定應對計劃並以熟悉且無威脅的方式掌握其經驗的一種方式。 給
孩子們提供醫療遊戲的工具和機會，使他們成為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否則
他們可能會感到無助。 孩子們可以不斷地扮演角色，在自己想像中的安全
世界中扮演醫生或護士的角色，而不是不斷地為他們做事情。 

• 醫療遊戲的例子。 對於年輕的燒傷倖存者來說，在新的醫療程序之前進行
醫療遊戲（例如換藥或手術）可以使孩子有機會提出問題，處理恐懼並獲得
代理感。 這些課程可以由兒童生活專家或可信賴的保姆等專業人員協助進
行。 培訓可能包括更換填充玩具動物上的繃帶，清潔假裝傷口或幫助泰迪
熊入睡以進行手術的機會。 應對策略也可以在遊戲過程中引入或練習，而
醫療遊戲可以在手術之前，過程中或之後有益。

• 通過重複處理創傷。 幼兒通過重複學習了解自己的世界，就像小孩子可能
會要求一遍又一遍地讀同一本書一樣，小孩子可能會反複努力地發揮相同
的處境，因為他們會努力地獲得對它的理解和掌握。這些重複性的遊戲課使
孩子們可以以更熟悉和更能控制自己的方式來應對未來的醫療程序，同時
通過安全舒適的方式不斷處理生活中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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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應對技巧。 請記住，孩子正在使用他們現有的應付技能進行鍛
煉。 提供安心，耐心和無條件的愛，同時限制不可接受的行為。 您可
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創建一個可以討論問題的環境。 努力鼓勵在
安全範圍內的社交互動和體育活動。 通常，您的存在可能是令人沮喪的郊
遊與積極成功之間的區別。

• 創意表達。 創意的表達可以成為在發生創傷事件後恢復心理和精神健康的
強大出口。 製作原創藝術品可以幫助兒童和青少年通過非語言交流手段來
處理他們所經歷的創傷。 在安全和支持的環境下進行的治療性藝術製作課
程可以使年輕人釋放出令人沮喪的情緒，組織零散的記憶，獲得內在的力量
和韌性，並利用自己的藝術品分享自己的故事。 

當成年人被燒傷時,他們的任務是重新定義自己在世界上的看法。 兒童和青少
年仍處於成熟過程中,必須在燒傷的世界中發展個性和地位。 在過渡期可能很
困難,但在父母,主要照料者,大家庭和社區成員的同情和支持下,過渡可能會變
得更加容易。 用
在足夠的支持下,兒童和青少年可以通過授權而不是定義或限制的方式,將烙
印融入他們的身份和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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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學校
回到學校可能會給孩子帶來嚴重的焦慮和憂慮。 他們的朋友會對他們的外貌
有何反應？ 他們將如何談論發生了什麼？ 他們將如何執行以前很少或根本不
需要幫助的任務？ 父母擔心他們的孩子重返校園後將不被接納或被取笑。 通
常情況並非如此。 盡快回到他們的日常學校生活，以及父母口頭接受孩子的受
傷，這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將被接納為自己的孩子。

返校前練習:

• 計劃郊遊。 T購物或外出吃飯時，請帶上您的孩子。 在重返學校之前在公共
場所露面可以幫助減輕孩子對他人反應的恐懼

• 邀請朋友探訪。 I邀請親密的朋友與您的孩子一起探訪，這是規範社交互動
的第一步。 

• 在附近玩。 在公共場合玩耍可以使孩子探索與同伴互動的感覺。
其他影響孩子回家的因素: 
• 再入學課過程。 學校的再入學計劃包括教育孩子的同伴和老師燒傷的性

質。 還解決了父母和孩子重返校園的恐懼。 這些計劃的目標是教育學生
和老師關於燒傷的知識，並創建一個支持環境，讓燒傷的孩子可以學習
和成長。 Alisa Ann Ruch Burn基金會和“參考資料”部分列出的其他幾
個基金會都提供返校計劃。 鳳凰燒傷倖存者協會已創建了一個名為The 
JourneyBack®的在線圖書館，該圖書館包含可下載的資源，以幫助燒傷或
外傷後學校重返學校。 

• 對您孩子外觀的反應。 父母可能很難應付其他人對孩子新出現的反應。 獲
得有關如何處理有關孩子的傷害的粗魯或無禮的評論的支持很重要。 不要
因為孩子的外貌發生變化而放棄對孩子的夢想和期望。 父母接受孩子的傷
害對於促進孩子接受他們的傷害至關重要。 現實情況是，漂亮的孩子還在
那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您的認可和支持

• 一起練習信息共享。 與同齡人一起詢問事件或由此引起的燒傷,孩子如何
講述和分享他們的故事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一起練習回答簡單的問題,
例如“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幫助您的孩子在應對這些問題時感到更加自在
和自信問題。 這些時刻可以幫助教育同齡人並形成更深的聯繫，而不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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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威脅或孤立。如果您的孩子不想與他人分享有關其燒傷的信息，您也可以
練習如何告訴其他人，例如，“我現在不想談論我的燒傷，但我想與您一起玩

積木樂高(LEGO)玩具。”在安全的環境中與
照顧者一起練習這些情況，可以支持孩子與
他人的交流和聯繫。

•   後續手術。 那些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燒傷的
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可能需要更多的後續手
術。 燒傷或嫁接的皮膚不會像孩子那樣繼
續生長。 一些醫生會推遲整容或重建手術，
直到孩子長大以獲得最佳效果。 並非每個
人都如此，但重要的是要記住，將來的住院
治療通常會使孩子回到您認為已經解決的
感覺或行為中。 恢復並不總是線性過程。

•   兒童燒傷倖存者並不孤單。 年輕人來說,認
識到他們並不孤單至關重要。 與其他同齡
燒傷倖存者一起參加社 交活動使許多倖存
者受益匪淺。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
(Alisa Ann Ruch Burn)等組織 少年和年輕
人提供了各種機會,讓他們參 為受傷的兒
童,青 與其中並結識了解他們經驗的其他倖
存者。 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Alisa 
Ann Ruch Burn Foundation)為 年度活動,
包括冠軍營(Champ Camp)和地 兒童和父
母提供 區 務虛會,以結識遭受燒傷的其他
兒童和家 庭。 使用本手冊的“資源”部分與
其他組織建 立聯繫並利用這些機會。 填寫
推薦表格以與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
會(Alisa Ann Ruch Burn Foundation)保
持聯繫,並了解 有關其正在進行的活動的更
多信息。

兒童和青少年聽到並接受的感覺比大多數人
意識到的更多。 您談論他們正在經歷的事情越
多，他們將越能成功克服他們面臨的障礙。 這
是整個家庭踏上的旅程。 互相支持，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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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我去露營並遇
到了像我這樣的其他孩
子。 我現在知道我不是唯
一一個被燒傷的人。” 

- 凱爾

“營地非常有趣，我不必擔
心有人盯著我看。 他們像
我一樣有傷疤。” 

- 珍妮佛

“在營地裡，我已經能夠與
其他經歷與我相同的事情
的孩子成為朋友。” 

- 安妮卡

“營地裡有大人小時候就
被燒傷了，現在還好。” 

- 傑克

“真的很害怕回到學校。 
我有壓力衣和下巴帶。 護
士和消防員上了我的課並
與他們交談。 當我回到學
校時，每個人都很棒。” 

- 傑西卡



並記住，您的生活可能永遠不一樣，但仍然可以豐富而有意義。 在許多情況下，
諸如燒傷之類的創傷經歷使家庭更加親密，為增加深度和增進信任奠定了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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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進
這本小冊子涉及您或您所愛的人在您繼續身心康復的道路上可能面臨的許多
問題。 您所面臨的挑戰很少有人面對，這證明了您的力量和勇氣。 這些特徵將
在您繼續治愈時為您提供良好的服務。 

回到日常生活時，請注意以下幾點:

• 燒傷並不能定義您。 這只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是你生活中必須面對的逆境。 
有許多元素將您定義為一個人。 繼續參加您感興趣的活動並發展新的興
趣。 記住要繼續為未來製定目標和夢想。 燒傷可以改變您的生活，但不應
阻止您繼續成長和壯成長。 

• 為自己設定可實現的目標。 不要期望太快。 設定小目標可以給您帶來成就
感，讓您看到真正的進步。 也許您的目標是重新開始工作，或者只是能夠自
己刷牙。 無論您的個人目標是什麼，都要有耐心； 您將無法一次完成所有
操作。 您可能必須學習全新的做事方式。 慢慢地，您將重新獲得對生活的
控制。

• 許多倖存者繼續在外表上掙扎。  受傷後一段時間內，與新外觀作鬥爭是正
常的。 在開始時，您和其他人將很難超越您的傷疤。 的確，很多人可能盯著
您的疤痕或對您的疤痕做出反應，但最終您對自己的感覺以及對世界的信
心將決定其他人對您的看法。 儘管有時具有挑戰性，但重要的是您 繼續接
受新朋友的旅程。 您不僅擁有自己的外表。 經驗表明，隨著時間的流逝，燒
傷疤痕不再是您和您身邊人的關注焦點

• 您可能會問自己：“痛苦，恐懼和損失的感覺會消失嗎？”現在，許多燒傷倖
存者過著幸福，功能豐富的生活，他們說，他們對燒傷的某些日子比其他日
子更加自覺。 這可能不是完全由於燒傷本身造成的。 有時候您可能會感覺
不舒服； 你的自尊心可能很低。 這些時候，凝視或評論會比平時更困擾您。 
嘗試保持積極和令人鼓舞的想法 請記住，雖然仍然會遇到困難。 您無法更
改發生的事情，但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反應。

• 反思你已經走了多遠。 I它有助於反思自燒傷發生以來您走了多遠。 一些倖
存者感到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使他們更加意識到自己從未有過的力量和韌性 
如果您每天繼續遭受痛苦或沮喪，您可能會發現找出不滿意的恢復區域.並
每天進行一些小改動以改善整體健康狀況很有幫助。隨著時間的流逝，您可
能會對因受傷而出現新的意外結果的方式感到驚訝。有關其他支持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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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手冊末尾的資源列表。
• 向前進。一些倖存者發現，一旦受傷後他們

已經達到接受的程度，志願服務和回饋其他
倖存者將非常有幫助和收穫。例如，您可以
通過參加鳳凰社會(Phoenixsociety)的“生
還者提供康復援助”培訓計劃，成為燒傷營
(BurnCamp)輔導員，參加支持小組並分享
對您有用的東西，或者成為鳳凰(Phoenix) 
SOAR志願者。其他人則需要暫時擺脫與燒
傷相關的活動，以專注於自己的康復。請記
住，每個人的應對方式都不一樣。

連接,連接,連接!
沒有任何一種藥物或療法比
與其他知道您正在經歷的事情強大或
療法。 無論是在線,通過基金會,在世界燒
傷大會上,還是與其他倖存者一對一會面。 據
報導,最大的康復來自與其他倖存者和其他家
庭成員的關係。

最後，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有耐心，意識到康復
需要時間。每個人都以不同的速度適應變化。
隨著您繼續恢復，請敞開心接受所有可能的方
式，並在提供服務時接受支持。進展有時可能
很緩慢且困難，但是經驗表明，許多燒傷倖存
者在燒傷後很長一段時間仍會繼續成長並壯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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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出去了，第一次
完全忘記了我的傷疤。 令人
耳目一新。 我意識到隨著我
不斷前進，這種情況會越來
越多。”

 -  希拉

“我的第一個燒傷支持小組
非常恐怖。 但是當我看到所
有這些人過著充實的生活，
燒傷的程度比我的嚴重得多
後，我知道有一天我會重新
生活的。” 

- 蘇珊

“有一天，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人們會完全按照我的方
式看到我。 如果我退學，他
們將離開我 如果我開放和
熱情，他們會吸引我-燙傷
一切!” 

- 塔米

“我不再害怕受傷的周年紀
念日。 我把它當作對我創造
生活的一種慶祝。” 

- 吉爾

“我想告訴每個燒傷倖存者
剛剛開始的旅程，它將變得
更好。 起初我從未相信過，
但確實如此。 我的事故為我
打開了全新的生活。”

 -  山姆



時間軸-一個倖存者的故事
什麼時候會恢復正常? 我可以期望什麼樣的時間表? 每種燒傷都是唯一的,因
此每個燒傷患者的康復時間都不同。 我小時候,65%的身體都被燒了。 

出院後兩個月
當我出院時，感覺就像是醫院常規的延伸。 我仍然每天換藥，不能走路或獨立
做任何事情。 我仍然依靠家人來幫助我做所有事情。 經常去醫院（每週3-4次）
進行職業和物理治療。

出院後兩至六個月
回家幾個月後，我開始增強自己的力量和耐力，開始獨立做事。 提高獨立性成
為我的重點。 我能夠走很遠的距離，站立更長的時間，並且可以更獨立地做飯
和穿衣服。 我開始在公共場所冒險。 我開始從頭到腳穿壓力服。 很難公開穿著
這些衣服。 人們注視我。 我在公共場合露面的次數越多，變得越容易。

出院後六至十二個月
在這段時間裡，我希望自己的生活恢復正常。 我想和自己同齡的孩子一起玩。 
當我不能做其他孩子可以做的所有事情時，我會感到沮喪，但我仍然想參加。 
如果我過度勞累，那我會過熱，開始瘙癢，並在一天的餘下時間被消滅。 我學會
了適應自己的節奏，並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我已開始
看到很大的進步。 我的傷口被治癒了，我可以玩更長的時間。 我可以去游泳和
騎自行車。我和導師一起在家上學一年，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學校。 受傷18個月
後，我得以重返學校

我受傷三十年
自從燒傷以來已經36年了，現在我和四個孩子一起過著非常忙碌的生活，事業
充滿挑戰。 當我第一次受傷時，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如此活躍和快樂。 現在我無
法想像放慢腳步。 時間一直是我和我家人的朋友。

吉爾·斯普羅爾,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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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出院的資源清單
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 www.aarbf.org 
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Alisa Ann Ruch Burn)的任務是通過預防教育顯著減少燒
傷人數，並提高加利福尼亞受燒傷影響的人們的生活質量。

(舊金山) 1-800-755-2876 
(弗雷斯諾) 1-888-492-2876
(帕薩迪納)  ) 1-800-242-2876  

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Alisa Ann Ruch Burn)的資源包括:
• 娛樂活動
• 支持小組
• 同行支持
• 經濟支持
• 獎學金
• 伍迪和路易絲•里德生命獎學金橋樑
• 世界燒傷大會獎學金
• 区域活动

鳳凰燒傷倖存者協會 www.phoenix-society.org 
鳳凰燒傷倖存者協會的使命是建立一個變革性康復社區.

燒傷倖存者的國家資源。 
(全國熱線) 1-800-888-2876 or 616-458-2773

鳳凰燒傷倖存者協會資源包括: 
• 鳳凰世界燒傷大會 
• 鳳凰世界燒傷大會喬治·佩索蒂獎學金 
• 凰SOAR倖存者在Recovery®計劃中提供協助
• 鳳凰在線學習學校入學
• 鳳凰在線學習創意化妝品計劃
• 超越生存的鳳凰在線學習-燒傷後康復的工具
• 鳳凰在線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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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燒傷協會, www.ameriburn.org 
美國燒傷協會致力於改善遭受燒傷傷害的每個人的生活。 
(全國熱線) 312-642-9260

燒傷問題熱線 
. 回答有關燒傷的醫學問題。 托倫斯醫學中心，加利福尼亞州托倫斯。
(全國熱線) 1-800-500-2876

約翰·霍普金斯醫學, www.takechargeofpain.org
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提供“承擔痛苦”交互式在線程序 

全國預防自殺熱線, www.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org
預防自殺的生命線為遇險者，您和您所愛的人提供24/7免費預防和危機資源的24/7支
持，以及專業人員的最佳做法。 
(全國熱線) 1-800-273-8255

精神健康, www.mentalhealth.gov
一站式獲取心理健康信息，建議和支持

今日心理學, www.psychologytoday.com
尋找美國和加拿大的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治療師，顧問，支持小組和治療中心的詳細
專業列表。

天使西飛行,  www.angelflightwest.org
一個非營利性組織，通過小型飛機為醫生提供交通服務和隨訪服務。
(服務於13個西海岸省州) 
(888) 4-AN-ANGEL or 1-888-426-2643

《美國殘疾人法》熱線, www.ada.gov  
ADA禁止歧視，並保證殘疾人與其他所有人一樣有機會參加美國生活的主流。
(全國熱線) 1-800-514-0301

加利福尼亞州 211, www.211california.org
快速輕鬆地獲取有關健康和人類服務的信息。

美國紅十字會, www.redcross.org
美國紅十字會通過動員志願者的力量和慷慨的捐助者，來預防和減輕緊急情況下的人
類痛苦。
 請參閱“火災後收集信息”在線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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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出診推薦書
艾麗莎, 安魯奇 燒傷者基金會(Alisa Ann Ruch Burn Foundation’s)的任務是通過
預防教育顯著減少燒傷人數，並提高加利福尼亞受燒傷影響的人們的生活質量。

• 每月由同行領導的支持小組
• 區域性活動和娛樂活動 
• 獎學金和經濟援助

通過發布您的個人聯繫信息，您允許基金會直接與您聯繫。 請在下面填寫聯繫信息

患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患者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成員/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醫院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燒傷類型（可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想與我們分享的任何其他信息? 

發布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lisa Ann Ruch Burn Foundation www.aarbf.org 
是的，請與我的鳳凰城燒傷倖存者協會和其他任何提供燒傷倖存者服務的區域燒傷組織
共享我的聯繫信息

(舊金山) 1-800-755-2876 (弗雷斯諾) 1-888-492-2876 (帕薩迪納) 1-800-242-2876  

將填寫好的表格傳真至(818) 848-0296 或電郵給 info@aarb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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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 

• 詹姆斯·博世                       
• 丹尼爾·查孔·凱蒂·克拉夫特
• Katie Craft
• 林恩·傑爾特森                          
• 尼爾斯·傑爾特森
• 馬格吉·格林布拉特          
• 詹妮弗·哈裡斯
• 潘·彼得森
• 芭芭拉·奎爾
• 詹妮弗·拉迪奇·約翰遜
• 格蕾絲·里維拉                   
• 瑪格麗塔·羅德里格斯
• 辛迪·魯特                
• 吉利·斯普勞
• 哈妮婭·托馬斯·亞當斯
• 薩迪·威爾科克斯
• 陳嘉峻

水彩作品
by Alice Becker “Beloved Auntie” 

为了纪念她带给许多生命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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