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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語有云：「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這句話的意義是：每個人在

生活當中，難免會有讓我們覺得不自在、不如意、或是緊張的經驗。不

論是「生老病死」的不如意，還是其他如升職、搬遷等生活瑣事，都為

我們的生活帶來一點點不同程度的挑戰。面對種種挑戰，不論它們的大

小，我們的身心都需要作出回應。身心長期處於「作戰」狀態，容易令

人心力交瘁。 

 

本地研究指出，約七成半的香港市民有輕度或以上的抑鬱或焦慮的症

狀，而當中二成半需要輔導介入或藥物治療。長期應付忙碌的社會，很

多時我們會感到身體疲累、抵抗力下降；思想負面、態度消極、感到前

路茫茫；情緒低落、鬱鬱不歡、容易發脾氣；或是漸漸減少與人接觸或

對其他人產生怨懟的態度。因此，培養個人內在的復原力，對我們身心

健康來說，是十分重要。 

 

這本實務手冊內所包括的，都是一些易學、實證為本的「身心靈健康練

習」。這些練習能有效強身健體、改善情緒、紓緩壓力、培養內在對自

己的關懷，提昇個人的復原力。這些技巧，是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

心團隊過去十年間的研究成果：它不單包含了科學研究的智慧，東方文

化的承傳，亦包含了多年來以此模式執行「身心靈健康」小組或培訓所

得的實踐經驗與臨床心得。 

 

這本實務手冊是特別為參與「關愛同行：整全健康壓力管理大使社區培

訓計劃」的大使而編寫。希望透過簡單的文字，把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

研中心團隊累積多年的身心靈健康知識及臨床經驗與業界分享，並藉此

機會進一步於社區推動身心靈健康模式的應用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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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認識「復原力」與整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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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在的力量：「復原力」 

壓力與身心靈健康 

要了解復原力，我們便先理解什麼是「壓力」及「壓力反應」。研究壓

力調適的學者 Lazarus & Folkman (1989) 指出，壓力是我們在回應一

件我們認為超出個人所能應付的問題時所產生的一種生理、心理及行為

上的反應。「壓力反應」是在生死關頭等危急狀態中，讓我們遠離危

險、增加生存機會的身心行為表現。從前原始的人類在面臨威脅，如受

到野獸襲擊等危急狀態時，我們的危機反應包括：搏鬥 (Fight)、逃跑 

(Flight) 及僵住 (Freeze)。這些壓力反應及行為，最終目標就是要保護

自己，以增加我們面對危機時的生存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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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復原力」(Resilience) ? 

「復原力」是我們面對困難時能夠展現身心行為上的適應力 (positive 

adaption) 及認知轉化能力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從而能夠更

有效地應對壓力，或於逆境中有所成長，提升往日面對壓力時的調控能

力 (Connor, 2006; Jackson et al., 2007; Lightsety, 2006; Richardson, 

2002; Tusaie & Dyer, 2004) 及預防不必要的壓力反應（例如挫敗、急

躁、焦慮的感覺）。 

 

「逆境」的狹義是指「對我們會造成負面調適結果的事件」(Luthar & 

Cicchetti, 2000)，當中包括「任何與創傷、不幸、困難有關的苦難」

(Jackson, Firtko, & Edenborough, 2007)；而廣義的「逆境」也應該

包括我們生命裡需要作出調適的大小事 (Agaibi & Wilson, 2005)，當

中包括很多喜怒哀樂的事情，如升職、小登科、搬遷等等。換句話說，

「復原力」不單是我們應付負面事件的能力，也是我們每天生活中都需

要的一種內在資源。 

 

而「正面調適」是指「透過行為而展現出成功克服成長里程中挑戰的能

耐」(Luthar & Cicchetti, 2000)。在西方文化及社會因素影響下，西方

心理學家傾向把「正面調適」解讀為經歷逆境後有所成長與覺悟等結果 

(excellence functioning)，卻忽略了「正面調適」的多元性。例如，

與西方社會不同，東方文化崇尚內省、謙遜等美德，因此我們需要一個

更具彈性、更具文化敏感度的「正面調適」定義。近年來，學者漸漸把

「正面調適」定義廣闊至在經歷逆境後免卻受精神健康問題困擾的能力 

(absence of psychiatric diagnosis) (Mahoney & Berg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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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力」的理論基礎  

在過去卅年間，隨著正向心理學的冒起，不同形式的「復原力」理論紛

紛湧現。 

1) 復原力是人們應對逆境的保護因素，它可以被視為性格特質的一部

份。研究發現，有助我們面對逆境的性格特質包括：堅毅、調適

力、自我效能感、樂觀、耐心、寬容、信念、適應力、自尊和幽默

感 (Garmezy, 1991; Rutter, 1979, 1985; Werner & Smith, 

1982) 。 

2) 復原力被視為一種先天的能量或動力 (Richardson, 2002; Waote & 

Richardson, 2004)。作為一種內部資源，復原力能夠激發、支持和

驅動人們應對逆境，並使他們從不利經驗中學習和成長， 發揮「正

面整合」的作用 (Richardson, 2002) 。當人們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

壓力時， 我們可以利用復原力來 (a) 有效並積極地應對逆境（積極

適應）及 (b) 把這些經驗當作學習經驗，以恢復和強化個人的身心

靈健康，從而降低往後面對壓力的脆弱度（正面轉化）(Connor, 

2006; Jackson et al., 2007; Lightsey, 2006; Richardson, 2002; 

Tebes et al., 2004; Tusiae & Dyer, 2004) 。 

3) 復原力是一個多變的整合過程，讓我們可以取得資源以應對逆境， 

並從逆境中復原過來 (Gillespie, Chaboyer, & Wallis, 2007; 

Gillespie, Chaboyer, Wallis, & Gimbeek, 2007; Hamilton et al.,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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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復原力」與整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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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復原力」? 

文獻指出，「復原力」大概分為身體、思想、心理及靈性的四個範疇： 

 

1. 身體復原力 (physical resilience) 指身體的柔軟度、耐力及體力等生

命力 (Vitality) 的元素； 

 

2. 情緒復原力(emotional resilience)是指情緒自我調節的彈性、正向

情感的體驗與表達及人際關係； 

 

3. 心理復原力 (mental resilience) 是指專注力、靈活思考能力、及多

角度整合的能力； 

 

4. 靈性復原力 (spiritual resilience) 則與核心價值觀、寛容接納有關；

靈性上的發展亦包括生命目的或意義的搜索、追求與至高無上力量

的連繫 (Tuck et al., 2006; Wiggleswort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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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全健康的基本概念 
 

什麼是「整全健康模式」？ 

「整全健康」並非狹義地指「沒病沒痛」，相反，「健康」是指個人的

身(體)、心(理)、社(交)、靈(性)各層面都能得到充份發展並達至和諧的

狀態。而當中的「靈性」層面更打破宗教的框框，而廣義地定義為「心

靈平安、意義的追求」。「整全健康模式」的出現，可追溯至上世紀八

十、九十年代世衞對健康的詮譯、以及醫療服務傾向「社區為本的復康

模式」及「病人自助」的發展趨勢。 

 

 
 



「關愛同行」自助手冊 

 

9 

 

「整全健康」的西方科學理論與實證 

「整全健康模式」深受西方科學實證為本的精神影響，並以西方心理學

對人類思想、行為、情感的科學理論作基礎，通過傳統的辯證法，輔以

心理教育以及體驗式的學習以達至身心靈和諧的目的。簡單來說，西方

實證為本的介入模式著重：(1) 理論基礎 與 (2) 科學化的成效研究／評

估方式。 

 

「平衡」與道家思想 

「整全」的概念源於道家的思想。道家

的「萬物相連」與「互動調和」的思想

孕育出陰陽的概念。 

 

「陰陽」的特性如下：(1) 兩者互相對

立：萬物皆有其互相對立的特性。雖然

這種相對特性並非絕對，可見陰陽的相

對性關係；(2) 兩者相互依靠、轉化、

消長：陰陽存在著互根互依，互相轉化的關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離開另一方單獨存在。陰陽的此消彼長體現兩者在互

動中得到平衡的概念（即「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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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互為」與傳統中醫養生智慧 

從中國養生文化的整體觀看，個人本身是一個整全系統；即身體、心理

與精神靈性是三個不可分割，互為影響。同時，人與其身處的環境亦構

成一個大的整全系統。人要活得健康，必須顧及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基於這整體觀念，養生有兩個基本原則1： 

 

1. 形神共養：「形」指人的形軀身體，「神」指人的精神思想。精神

與形軀相互依存與作用。「養形」指培養身體的健康，可透過運

動、飲食等方法達至。「養神」則指安定情志、調攝精神，具體方

法包括靜觀冥想訓練、品德修養等等。 

 

2. 順乎自然：人的生活不能脫離對環境的考量；人要保持健康，其活

動便要合符自然的規律，作出動態的平衡協調。 

 

  

 
1吳兆文：《 天年共享：中醫養生與身心靈健康》，匯美傳意有限公司，2003 年 12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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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的智慧 

老子《道德經》第八章是這樣說的：「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

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的意思是有智慧、有修行的人，因為水

有三項特性：一是滋養萬物，利益眾生；二是柔順無形，不與人爭；三

是就下而流，低卑自處。當然這是指水是滋潤萬物的雨露，是川流不息

的溪河，是容納百川的大海，而不是淹滅生靈的洪水暴雨，海嘯狂濤。

老子以水性柔順、就下、利萬物來比喻有美德的人。 

 

「靈性」的定義不限定於宗教信仰及活動，這個概念亦包括自我的覺

察、生活際遇及生命方向的意義感，心靈平安、培養美德（如：接納、

放下、寛恕）等觀念。這種觀念源自於中國傳統哲學及文化中，將精神

及靈性的追求落實於生活當中的傾向。精神靈性的豐盛，體現在個人修

養的完美臻善和人倫及自然關係的和諧相處中。 

 

 

 

 

 

 

 

 

 

 

 

 

 

 

心靈

健康

自我

覺察

心靈

平安

人生

意義

美德

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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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於當下的佛家智慧 

佛家的宗旨是讓我們看透世事無常的真理，然後達至坦然以平常心面對

世事得失的境界。佛家的智慧教導我們，既然明白到世事變幻莫測，難

以掌握，唯一真確無誤的就只是當下一刻，這就是「活在當下」的意

思。佛家的思想對東方靈性修養有著深遠的影響。佛家思想為「苦」與

煩惱的根源作出了詮譯。佛家認為人生有些苦是無可避免的，如生老病

死；但我們對人、事物、思想、感覺的執著而產生的苦是可以避免的。

佛家思想指出心靈上的痛苦源自我對事物會改變（無常）的執著。只要

我們提高我們對執著的覺察，然後以接納、仁慈的心看待不完美，覺察

身邊美好的事，我們便可以達至心靈平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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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日常生活中培養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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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活動 

 

身心靈健康模式倡議「身心相連」的哲學，因此相信身體與心理有著相

互的關係。西方科學研究顯示，每天進行廿至卅分鐘中等強度的運動有

助改善身體機能、提昇睡眠質素、保持頭腦清晰並提高專注力；同時亦

有助大腦發放血清素、多巴胺，並減少皮質醇，從而提昇正面情緒。因

此，「身心活動」是「身心靈全人健康」介入模式當中不可缺少的部

份。 

 

此手冊內所介紹的「身心活動」參考了團隊多年來的臨床經驗、中醫智

慧、傳統太極、氣功及西方的身心醫學當中的各類身體運動，加以整理

及簡化，從而發展出一系列揉合伸展運動、瑜珈運動、呼吸練習、穴位

按摩的身心靈運動。此外，選取活動時，團隊亦以「簡單易學」為原

則，以達至發展個人潛能面對逆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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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手功 

拍手功有效改善情緒，提高心理質素、對慢性病、急性病，以及強身健

體，提高免疫力有卓越療效。我們的手上有不少穴位，拍手功就是透過

拍打，從而打通手六經血氣、振盪氣脈，促進氣血通暢。我們身上十二

條經脈，六條在手，當中包括：心經、肺經、心包經、大腸經、小腸

經、三焦經，拍手功可以打通貫穿手六經的氣血。 

 

另外，透過拍打能刺激體內穴道：拍手功利用掌心撞擊所發出的聲響，

刺激手掌的反射區；更因為聲音震盪，刺激體內所有的經絡、穴道而達

到治病的功效。初學者，每天拍十分鐘；持之以恆的病者，一天只要拍

五分鐘就能達到效果。拍手的時候，感到痛楚才是最好時機；只要再痛

幾十下，痛的感覺就會消失，但當然也要量力而為。初練拍手功，有可

能會出現短暫的「排毒反應」，例如雙手紅腫、有昏睡、或是酸痛的感

覺。這些反應都是正常現象，不用過份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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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指引 

 

 
 

1. 雙手放於胸前，手指向上（如上圖，合十的狀態）；手臂打開與肩

同寬，然後五指緊合，用力拍掌。 

o 拍掌的時候，可以請組員輕輕閉起雙眼，讓他們把注意力

集中在手掌掌心的感覺； 

o 組長可以提示組員留心手掌掌心拍打時的「痛楚」感覺；

邀請他們細心觀察「痛楚」的感覺隨著拍打時間過去的改

變。 

 

2. 完成拍手功練習後，花一點時間作拉氣練習（如下圖）： 

o 摩擦雙手，直至手心發熱，把手放於小腹前； 

o 然後放鬆肩膀，輕輕擺動手肘及前臂，讓兩手掌在小腹與

肩膀之間沿同一直線來回擺動； 

o 過程中可輕輕合上雙眼，把注意力集中在兩手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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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亦可以透過以下其中一種方式來結束拍手功練習： 

 方法一：摩擦雙手直至掌心發熱，然後放到小腹位置，稍作閉

目養神，讓身心得以放鬆。 

 方法二：摩擦雙手直至掌心發熱，然後把雙手放到一個在當下

此刻感到緊張、拉緊或不適的身體部位；想像熱力透過雙手送

達這個需要關懷的身體部位，讓它可以放鬆下來，然後停留大

概一分鐘的時間（若有需要，可以邀請組員再次摩擦手掌，然

後再放到這個身體部位）。 

 

 

  



「關愛同行」自助手冊 

 

18 

 

(2) 旋腰拍肩 

旋腰拍肩是太極拳的熱身操。通過旋轉腰部、頸椎，一方面可以壯腰健

腎，防止腰肌勞損。另一方面，此功法亦有情志養生之功用。中醫認為

只有「心火下降，溫暖腎水；腎水上升，滋潤心火」，身體機能才能平

衡統一。因此，旋腰拍肩這個動作有助於交通心腎，調節人體的心腎功

能，令人有心曠神怡，逍遙自在的感覺。 

 

此外，一般都市人都很少訓練腰間部位的肌肉，因此脂肪積聚於腰間的

問題十分常見，以致容易出現腸胃不適等消化系統問題。消化系統的問

題，令人容易有疲憊、血氣不足的感覺。旋腰拍肩運動也讓我們透過有

節奏的轉動身體按摩體內的腸胃器官，促進消化系統的血液循環，改善

腸胃問題。 

 

 

 

  



「關愛同行」自助手冊 

 

19 

 

練習指引 

 

  
 

1. 開始練習時，雙腳分開站穩，與肩同寬。肩膀放鬆，雙手自然地垂

在身體的兩旁。 

 

2. 拍打借助腰部左右轉動，從而帶動雙手手掌拍打自己的肩膀及後腰

的部位。 

o 身體轉右時，頭向右望，左手拍打右邊肩膀，右手拍打後

腰的左方。 

o 身體轉左時，頭向左望，右手拍打左邊肩膀，左手拍打後

腰的右方。 

 

3. 旋腰拍肩的過程中，請把重心平均放在雙腳的腳板與腳跟上，保持

雙腳平開站穩的姿勢。 

 

4. 結束練習前，讓組員停下來，作閉目養神片刻。鼓勵組員觀察當下

的感覺（感受）或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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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式六字訣 

「六字訣」相傳源自唐朝名醫孫思邈（西元 541-682）的長壽養生

法。主要是通過呼氣時配合誦讀：「哈、嘻、詩、呼、舒、吹」六字，

排泄去除五臟六腑的「邪氣」，以達養生之功用。 

 

中醫學說中認為不同的聲音（哈、嘻、詩、呼、舒、吹）可以震動、牽

動我們的臟腑經絡、改善血氣運行。與瑜珈練習中的「閉耳呼吸法」有

相似的效用。此外，中醫「五行學說」中，不同的臟腑經絡亦與我們的

七種主要情緒（喜、怒、悲、思、憂、驚、恐）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五臟 六訣 七情 主治 

心 哈、嘻 喜 眩暈、喉痛、小便不利 

肝 舒 怒 食慾不振、頭暈 

脾 呼 驚恐 四肢疲乏 

肺 詩 悲 肩背痛、怕冷、傷風症狀 

腎 吹 憂思 腰膝酸軟 

 

西方醫學實證指出深呼吸有助我們啟動非自主神經當中的副交感神經系

統。練習「六字訣」的時候，組員都會先學習以腹式呼吸的方法作呼吸

以取代慣常較淺的呼吸模式，恆常啟動副交感神經，有助強化其日常運

作，並能改善壓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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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指引 

 

1. 請你選擇一個舒服的地方，坐下來；你亦可以站著進行練習。坐下

來的時候，身體要挺直但放鬆；雙手自然放在身體兩側或大腿之

上。站或坐的時候，雙腳都微微分開，與肩同寬。 

 

2. 呼吸時，請你集中注意力於小腹之上。吸的時候，請你用鼻吸氣；

呼氣的時候，請用口呼氣。重覆此步驟，直至完全放鬆下來。 

 

3. 呼一口氣的時候，請讀出：「哈、嘻、詩、呼、舒、吹」（按次序

選取一個或多個字；每次一個）（如有需要，可選擇重覆讀字或更

換另一個字）。 

 

4. 如果覺得合適的話，可以使用另一種方法進行此項訓練習。在進行

呼氣時，可以請組員把雙手拇指按在耳外，讓組員更深刻感受聲音

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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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甩手操 

「甩手操」是由「易筋經」蛻變而來。「甩手操」的好處是一學就懂，

容易練習。「易筋」的意思就是讓「弱」的筋強化，讓「病」的筋變為

強壯。換句話說，不論是生病的人還是想強身健體的人都適合練習此功

法。此功法要求我們同時牽拉兩手的手指、手掌、手腕、兩腳的腳趾，

足踝、膝部所連繫著的十二條筋脈，使其受到刺激而起伸縮運動以改善

筋的強度與健康。「甩手操」亦能改善全身的血氣運行。中醫認為氣血

與個人的健康是息息相關的；一個人健康與否，取決於行氣行血是否暢

行無阻。西醫的角度去理解，血液循環與整個人的生理狀態有緊密的連

繫。「甩手操」借助手的勁力擴張胸肺，增強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

謝，舒緩過勞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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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指引 

 

  
 

1. 準備練習前，請把身體站直，眼向前望。兩腳微微分開，與肩同

寬，腳趾用力抓住地面。 

 

2. 開始運動時，兩膝可以微微向前彎曲（但留意把兩膝向前變曲時

不要超越腳指尖的位置，以保護你的膝蓋）。 

 

3. 把兩臂緩緩提起至肩膀的高度，然後用點力把雙臂向後搖甩；再

讓雙臂以鐘擺的方式回到肩膀高度的位置。擺動兩臂時，保持兩

臂伸直，避免屈曲。 

 

4. 完成練習後，再次讓組員沿地站立，並留意自己的呼吸（或是心

跳、胸口或小腹的起伏等明顯隨著呼吸的身體部位），給予他們

充份時間體驗自己的呼吸漸漸緩慢下來，從而加強組員對自己呼

吸及身體的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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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靈活動 

 

學習「心靈活動」的目的旨在培養我們安撫情緒的內在資源。透過觀

察、接納、包容自己的想法、意念、情緒等內在經驗，從而達到管理情

緒，實踐自我關顧的精神。此部份介紹的「心靈活動」，大多取材至不

同的「靜觀導向」的身心醫學介入手法，當中包括具多年臨床實證的

「靜觀壓力管理」及近年興起的「靜觀自我關懷」課程中的核心練習及

體驗性活動。這些練習的特點是以多年的靜觀介入手法、西方腦神經科

學，及正向心理學的理論為藍本。 

 

多年來，不少外國及本地的研究都顯示，持續進行「靜觀為本」的呼吸

練習有助提昇個人對自己身體及內在經驗（思想、念頭、情緒等）的覺

察，提高專注力、減低杏仁核（大腦中針對負面情緒而作出反應的部

份）的壓力反應、增加催產素的分泌、及有助減少抑鬱及焦慮的感覺，

紓緩身體的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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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靜觀呼吸 

「靜觀」 (Mindfulness) 源自東方的哲學思想的一種生活態度。「靜觀

減壓課程」創始人喬‧卡巴金 (Jon Kabat-Zinn) 教授解釋「靜觀」為：

「有意地不加批判地留心當下此刻」。整體來說，靜觀是一種接受、抽

離與不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所有經驗 (包括：身體感覺、感官與意念) 

的心理狀態。「靜觀」的哲理與技巧源自佛法，但它的本質關乎生活的

智慧，是有系統的自我認識及反省人生的過程。經過多年的發展，「靜

觀」訓練已成為一門重要的心理療法。 

 

「靜觀」可以幫助我們孕育更清晰的覺察力與更深邃的理解力，培養開

放的態度，讓我們不再受困於自己的喜惡、主見、偏見、投射與期望，

從過去狹窄的角度突破出來，重新與內在的智慧和活力連繫，享受豐盛

快樂的生活。 

 

透過持久觀察，讓習慣性忙碌的頭腦安定下來；讓我們可以留意、發現

我們對事物慣性的反應並以更覺知的意識去改變習慣。靜觀練習讓我們

以不批判的知覺去留意自己身體、情緒、以及態度上狀態： 

o 留意身體：透過觀察呼吸、觸感、動作，從而反映當下的心理狀

況。 

o 留意感覺和情緒：透過觀察良好／不如意的經驗，讓我們更能分辨

悲傷、焦慮、沉重等情緒。 

o 留意想法、態度和信念：提高我們對自己身體、情緒的警覺性、增

強對自己和事物的專注度，有助改善決策、反思等認知過程。亦透

過自我檢視以提昇自我接納，放下執著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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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活動練習指引 

 

1. 找一個讓你感到舒適的位置坐好。然後輕輕閉上眼睛，作三次緩

慢而有節奏的深呼吸，讓我們安頓身體，安住心靈（可選項：可

以邀請組員如感到身體部位有不適或不自然的感覺，可以再次調

節坐著的位置）。 

 

 

 

「靜觀呼吸」練習兩種常見的建議坐姿 

 

 

2. 回復我們原本的呼吸，毋須要刻意地快或刻意地慢，讓身體隨著

自己的節奏，自然地一呼一吸。若果可以的話，請把你的手放到

一個令你比較容易感到呼吸的部位（可能是胸口、小腹的位

置）。 

 

3. 慢慢把注意力帶到呼吸之上。吸氣時留心空氣從鼻孔進入，腹部

或是胸口微微上升；呼氣時，留心空氣由鼻孔呼出的感覺，感到

腹部或是胸口微微下降。 

 

4. 留意吸氣時，空氣進入身體的感覺。留心吸進的空氣是冷的還是

暖的。呼氣時，亦留心呼出的空氣是暖的還是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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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後，留心呼吸時的節奏。是慢的還是快的，是深的還是淺的。

無論是深、淺、快還是慢，都毋須刻意調節呼吸節奏、速度與長

短。只需要專注留意自己當下的呼吸；讓呼吸自然地進行。如實

觀察自己的呼吸。  

 

6. 留心呼吸時身體的感覺。吸氣的時候，試著讓空氣滋養身體。呼

氣的時候，試著讓身體自然地放鬆。 

 

7. 假若發現自己分了心的話，這是正常的現象。請你溫柔地提醒自

己，再次把注意力（你的心神）帶回呼吸、身體部位之上。  

 

8. 假如你的內心有思緒、感覺、念頭或影像浮現，就嘗試以好奇的

心覺察到它們的存在，毋須刻意拒抗它們。學習讓一切順其自

然，就體現了自我關懷的精神。 

 

9. 隨著你的呼氣和吸氣，感受身體的變化（第一次做這個練習時，

可以把你手放在腹部下方來幫助你感覺手與腹部接觸到的感覺變

化。當你能夠很自如地用這種方法感覺時，就可以把手移開）。

讓呼吸自然進行，盡可能去保持緩慢而有節奏的呼吸，並體驗呼

氣與吸氣時的感覺。 

 

10. 慢慢把覺察到由呼氣和吸氣伸展到我們整個身體。以好奇的心，

留心整個身體的感覺。留意身體哪個部份有壓力、緊張、拉緊的

感覺。如果有的話，呼氣的時候，把氧份和關懷，送到這個有蹦

緊感覺的身體部份。吸氣的時候，嘗試讓這個身體部份慢慢變得

放鬆下來、柔軟下來。如果身體沒有任何部份有拉緊的感覺，感

恩自己可以活得輕鬆自在。 

 

11. 在結束練習前，讓組員再次把注意力帶到自己的呼吸上。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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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讓他們如實感受此刻有的感覺。不論是好的感覺、不好的感

覺，或是「沒什麼感覺」的感覺，我們都如實覺察它們。 

 

12. 感謝自己今天花了時間，觀察與關懷自己的身體。祝願自己可以

帶著這份輕鬆自在的感覺迎接當日每項工作與挑戰。然後請組員

慢慢張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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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靜觀走路 

「靜觀走路」(Mindful Walking) 是靜觀為導向的介入課程 (mindfulness-

oriented program) 中其中一個重要的「非正式」練習 (Informal 

Practice)。練習旨在令我們把靜觀的精神融入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站立

與步行是我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由於這些行為對我們來說太熟悉了，

我們很多時都不會帶著覺察去做。 

 

「靜觀走路」的主要目的是讓我們學習細心觀察那些我們日常生活經常

做到但往往被忽略的事情，培育我們對「習以為常」的自動模式的覺

察。此「非正式」練習正好彌補一般如「呼吸練習」容易分心或入睡的

毛病，讓我們可以透過走路的方式修習「靜觀」的不批判、順其自然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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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活動練習指引 

 

1. 找一個舒適的位置進行這個練習。站立的時候，保持身體挺直但放

鬆。放鬆肩膀，讓雙手輕輕放在身體的兩旁。輕輕合上雙眼，然後

作三次緩慢而有節奏的深呼吸，安頓身心。 

 

2. 保持雙眼合上，然後讓組員感受整個腳板把地面所承托的感覺。也

可以引導組員嘗試把重心在左右腳腳板交替轉移，讓他們感受到腳

板與地面接觸時的不同感覺。提示組員在練習時把注意力放到雙腳

腳板之上。 

 

3. 慢慢張開雙眼，然後把視線集中在前面地板約三呎的焦點上／或向

正前方。準備開始「靜觀走路」的練習。提醒走路的時候，請保持

平穩的呼吸節奏。 

 

4. 走路時，可以參考以下的節奏（導師也可以隨著組員的步伐，調較

走路的速度）： 

o 吸氣，右腳腳跟離開地面，腳尖保持與地板接觸。呼氣，右腳

向前踏出一小步，腳跟首先著地，然後慢慢整個腳板。 

o 再吸氣，左腳腳跟離開地面，腳尖保持與地板接觸。然後呼

氣，左腳向前踏出一小步，腳跟首先著地，然後慢慢整個腳

板。 

 

5. 進行練習時，提示組員，毋須想著任何目的地，只要讓身體順其自

然地走便可。 

 

6. 給予組員時間找尋自己覺得舒適的走路步伐；不時提醒組員毋須介

意自己走路的快慢，只要全心留意自己走的每一步。假如出現分心

或感到不耐煩的情況，組員可以先停下來，重新感受腳板接觸地面

時的感覺，然後再開始走出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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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組員開始熟練走路節奏時，導師亦可以邀請組員在走路時為自己

送上一份發自內心的祝福，如：踏出第一步時，可以祝願自己「放

下」，踏出第二步時，可以在內心祝願自己「平安」、「快樂」、

「放鬆」等（導師可按組員需要自行決定兩個至四個的祝福語作練

習之用）。 

 

8. 結束練習時，請組員以雙腳並排的姿態站好，讓雙腳再次感到被地

面承托的感覺。邀請組員再次閉上眼睛，留意自己的呼吸，感受當

下踏實平穩的感覺。 

 

9. 慢慢張開眼睛，稍作伸展身體或按摩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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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體掃描 

身體掃描是源自於佛教「四念處」修行的一種訓練。其臨床應用是由

Kabat-Zinn 的《憂鬱症的内觀認知療法》發展出的，是一種以配合呼

吸的身體覺知為主的模式。身體掃描的作用，在於培養覺知和專注的能

力。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往往處於一種不受管理的狀態，模糊散漫，並

不斷地捲入無意識的思維之中。有時候又會反複沉浸在同一負面思維

上，難以自拔。在掃描全身微細感受的過程中，人們就能不斷跳出沒完

沒了的負面思維，給自己創造出一個單純平靜的心靈空間。 

 

身體掃描讓我們更加覺察我們的身體狀況。把焦點放在身體的反應、感

覺上有以下各項的好處： 

 

1. 強烈的情緒不僅反映在我們的想法和心理，它同時也會表現在身體

感受上。不同的情緒會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在軀體的不同部位。培養

出對軀體感受的覺知能力，有助於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與管理自己

的情緒。 

 

2. 掃描軀體感受有助提高我們對自己身心狀態的知覺能力的。在靜下

心來掃描軀體感受的過程中，人們就能夠發覺到身體上積累的那些

微細的緊繃、扭曲等各種不舒適的感受，而及時加以放鬆和調整。 

 

3. 將注意的重心從心理轉移到軀體，爲處理情緒問題提供了有效的途

徑。由於練習者保持着中立的態度，一方面能夠繼續與情緒體驗保

持著某種聯接，另一方面又防止了過度捲入而帶來的負面影響。這

樣既有助於放鬆和平靜心態，也能夠觀察到過程中常常伴隨各種不

期然「頓悟」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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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活動練習指引 

 

1. 找一個舒適的位置進行這個練習。 

o 躺臥：請你把身體平躺在床上／地上；雙手自然地放在身體的

兩旁，掌手向上。讓你頭部、肩膀、腰部、腳跟可以被床舖或

地板完全地承托。 

 

 

o 假如坐在椅上：提醒組員坐的時候要留意以下三點：(1) 背部最

好不要依靠椅背，保持身體挺直但放鬆，讓下腰、肩膀及頭頂

成為一條自然的直線；(2) 兩腳腳板平放在地板上，兩腿不要交

叉；(3) 放鬆兩邊肩膀，讓雙手手掌輕放在大腿或膝蓋之上。 

 

o 假如坐在地上：提醒組員以盤膝姿態坐在坐墊之上。坐著時，

保持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能夠被地面或坐墊承托。如有困

難，可以利用額外的坐墊或毛巾作支點。盤膝坐的時候，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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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以下兩點：(1) 保持身體挺直但放鬆，讓下腰、肩膀及頭

頂成為一條自然的直線及 (2) 放鬆兩邊肩膀，讓雙手手掌輕放在

大腿或膝蓋之上（參照「靜觀呼吸」練習）。 

 

 
 

2. 輕輕合上雙眼，然後作三次緩慢而有節奏的深呼吸。 

 

3. 回復自己的呼吸，呼吸毋須刻意地快，亦毋須刻意地慢。讓呼吸順

其自然便可。 

 

4. 進行身體掃描時，你可能會覺得身體有些部份繃緊、有些部份輕

鬆，或者無任何感覺。請你如實地觀察這些感覺。你毋須要去批

判、思考它們。 

 

5. 吸氣的時候，請你把注意力送到你雙腳的腳趾位置。感受一下，當

下此刻它們的感覺。呼氣的時候讓腳趾由內以外慢慢放鬆下來。吸

氣的時候，把注意力再次送到我們的腳趾，呼氣的時候，讓它們可

以休息、放鬆。 

 

6. 然後慢慢把注意力由腳趾伸展到腳板、腳跟的部份。吸氣的時候，

把關注送到你雙腳的腳板、腳跟的位置。呼氣的時候，讓它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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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放鬆。 

 

7. 再慢慢把注意力伸展到腳踝、小腿、膝蓋的部份。吸氣的時候，把

關注送到小腿和膝蓋。假如，你的腿感到壓力、拉緊，請透過吸氣

關注你的腿。呼氣的時候，讓它們可以休息、得到放鬆。 

 

8. 重覆以上的指示，透過呼吸漸漸把注意力擴展到不同的身體部份： 

o 腳趾、腳板、腳跟、腳踝、小腿、膝蓋、大腿。 

o 盤骨、後腰、背的下半部份、背的中部、背的上部。 

o 肩膀、上臂、手肘、前臂、手腕、手掌、手指。 

o 腸胃、肺部、心臟。 

o 頸部、後頸。 

o 口、鼻、耳朶、眼（眼四周的肌肉）。 

o 前額、額頭兩邊、頭頂。 

 

9. 現在，讓我們覺察我們整個身體，留心一下身體哪部份當下此刻有

緊張、拉緊、繃緊的感覺。 

o 如果有的話，請再花一點時間，透過呼吸關注這個身體部

份。吸一口氣，把關懷送到這個部位；呼一口氣，讓它休

息、放鬆。 

o 如果身體此刻沒有緊張、拉緊的感覺，就請好好享受當下放

鬆的感覺。 

 

10. 現在請你放開這個練習，讓我們如實觀察當下此刻有的所有感覺。

不論是好的、不好的，還是「沒感覺」的感覺，我們都一一留意它

們，而毋須要改變它們。 

 

11. 感謝自己今天花了時間，觀察與關懷自己的身體。祝願自己可以帶

著這份輕鬆自在的感覺迎接當日每項工作與挑戰。然後慢慢張開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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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結束練習後，可以邀請組員隨自己的需要，輕輕伸展身體。導師

亦可以選擇帶領組員進行簡單的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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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給自己的情書」 

「給自己的情書」(Compassionate Letter to Myself) 是「靜觀自我關

懷」課程中的一個非正式練習。活動的目的旨在透過親手紀錄一些能夠

安撫自己的說話，以提醒我們及培養日常裡對自己表達關懷。 

 

書寫的過程，把個人的「正向內在對話」以實在的方式呈現出來，有助

深化個人的內在對話。除此之外，記敍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本身也是一

個思想重組、意義重整的過程。因此，「寫信」練習也是一個讓我們重

新思考生活，並為自己給予關懷與支持的過程。研究顯示，以敍事方式

描述困境有助提昇個人創傷後壓力成長 (Post-traumatic growth) 及 促

進較正面的意義重塑 ( Positive meaning-making) ，亦有效提昇個人

認清自身需要的能力，減低抑鬱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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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指引 

 

1. 練習時我們需要紙筆。我們會閉起雙眼，作一點自我反思；然後我

們會張開眼，寫下一點東西，然後會再閉上眼，作更深入的探索。 

 

2. 這個練習是幫助發現一些當你遇到困難時，能夠給你關懷或安慰的

說話，或是能夠助你渡過難關、有深刻意義的句子。然後把這些句

子、說話，成為內在給予你力量的句子。 

  

3. 開始時，請你把手放到胸口或其他讓你感到舒服的身體部位，然後

感受自己的一呼一吸。 

 

4. 回想最近發生過的一件讓你不快的事。請你在信裡簡單的概括事情

的內容，以及這件事對你的影響，例如這件事如何影響你的情緒、

令你有什麼感受？ 

 

5. 然後，花點時間聆聽自己內心，你當下這刻最需要的什麼？（例

如：你最需要聽到的，是什麼說話？或者什麼樣的說話能安撫你的

情緒多一點？又或是，你可以做些什麼讓自己感覺好一點？） 

 

6. 假如你聽到很長的句子，看看你是否可以把它們變成較短小的句

子：一個給自己的訊息。 

 

7. 開始把這句子慢慢地、溫柔地在心裡重覆讀出，好像在愛人耳邊輕

絲細語的時候一樣。或許，讓我們由心裡聆聽這些句子，讓它們在

你的心裡迴響。就在此時此刻，讓這些話語充滿你的內心。（停

頓） 

 

8. 請你輕輕放開這些句子，讓自己安於這個經驗當中，如實地體驗這

些經驗，並讓我們全然接納此刻的自己。（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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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輕輕睜開你的眼睛。 

 

10. 提醒組員寫信時，請注意以下數點： 

o 信的抬頭／收信人請寫自己的暱稱 

o 描述問題的部份要簡潔，不宜太長 

o 集中記敍你此刻所需要的，及你可以讓自己感受好一點的

說話、行動；這些行動並不需要是解決問題的方案。這些

行動主要目的是讓你可以安撫自己，令自己心裡好過一點 

o 寫信時，請用最溫柔、最關懷的語氣進行書寫 

 

11. 書信完成後，邀請組員把信放進信封內，並在信封面寫上自己的地

址，然後把寫好的信交回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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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慈心祝福 

這是一個給予他人和自己祝福的默想練習，是「靜觀減壓課程」及「靜

觀自我關懷課程」裡的一個核心練習。而這個練習，是一個讓我們內心

對他人及自己變得更加有愛與關懷的練習。 

 

「慈心祝福」綜合了 (1) 語言、 (2) 意像（對那些比較影像化的人更加

有效），(3) 專注 、(4) 連繫 及 (5) 關顧的力量，從而讓我們感到平靜

和放鬆，也透過安慰和安撫帶來平靜。「慈心祝福」培育我們的美善的

意圖 (good intentions)，從而發展為正面的內在對話與正面情緒。 

 

傳統上，「慈心祝福」由對自己的關懷開始，就像聖經所說「愛人如

己」。但在東方社會中，我們建議把次序倒轉：我們由所愛的人開始，

然後再稍稍把自己也加進到慈心當中。這樣的安排，能幫助那些給自己

慈心時感到困難的朋友，更深切感受到內心擁有對人「關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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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指引 

 

1. 讓自己在一個舒適的位置（坐著或是躺著也可）安頓下來。若然你

感到合適的話，你可以把手放到胸口或其他令你感到舒緩的身體部

位，提醒我們不單要覺察，還要以充滿愛意的覺察，關注我們的經

驗及自己。 

 

2. 在腦海想像一個仍然在世，令你會心微笑的人或動物。一個與你有

單純（不複雜） 關係的對象。這個對象可以是一個小孩、祖父母、 

或是一隻寵物—任何一個能夠讓你內心感到快樂的對象。若然太多

人或動物浮現出來的話，就請你選其中一個對象作此練習。 

 

3. 讓自己感受與這個對象共處時的感覺。容許自己好好享受這個對象

的陪伴。讓這個對象的形象，在你的腦海裡現出來。（停頓） 

 

4. 現在，覺察這個對象是多麼盼望他／她能夠活得快樂，遠離痛苦；

就像你和其他生命一樣。在心裡，以溫柔的聲音重覆以下的祝福，

感受你這些說話的重要性： 

o 願您快樂 

o 願您平安 

o 願您健康 

o 願您的生活輕鬆自在 

 

5. 你或者會想用自己的字句、語言去表達你對這個對象的、關愛或祝

願，你亦可以繼續使用剛才的句子。當你發現思緒變得散漫，讓注

意力回到這些字句，或這個對象之上。細味內心浮現的暖意。慢慢

來，不用著急。 

 



「關愛同行」自助手冊 

 

42 

 

6. 現在，讓 自己 也成為接受這種善意的對象。讓你與這個對象的影像

／畫面，共同出現在你的腦海裡。  

o 願您和我（我們）快樂 

o 願您和我（我們）平安 

o 願您和我（我們）健康 

o 願您和我（我們）的生活輕鬆自在 

 

7. 現在，溫柔地放開這個對象。或許在繼續之前，感激這個你關愛的

對象。然後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8. 把你的手輕輕放到胸口（或其他身體部位），感受你把手放在這個

部位的時候，那溫暖及輕柔的感覺。在腦海裡想像你整個身體，留

意身體有沒有壓力，或者令你感到不自在的感覺，然後嘗試把以下

的祝福送給自己： 

o 願我快樂 

o 願我平安 

o 願我健康 

o 願我的生活輕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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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情緒復原練習 

這是一個「靜觀自我關懷」課程中的一個練習。我們將以冥想的形式去

學習這個技巧，讓我們探索這個練習之奧妙。當我們變得熟練後，就只

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花數分鐘練習便可；只需要重覆「放鬆、安慰、容

許」這三個詞語，便可以讓我們感到關懷的狀態。 

 

透過練習，我們學會三個處理負面情緒的重要元素：標示 

(labelling)   、覺察身體內的情緒 (Mindfulness of Emotions in the 

Body) 及 透過「放鬆、安慰、接納」與這些困擾我們的情緒建立一個

更友善的關係。理論上，標示情緒有助我們「擺脫」或「脫離」它們，

讓我們與情緒之間加多了一點「空間」與「距離」。David Creswell 

及其團隊 (2007) 發現對我們標示難受的情緒的時候，我們的杏仁核 

(Amygdala) — 我們大腦負責危機情緒的部位—的活躍度會減退，因

此我們的情緒亦隨之變得較少。而透過身體覺察情緒，讓我們可「如

實」、「實在」接觸我們內心的感受，為我們以「放鬆、安慰、容許」

的心態去接觸它們作出準備。簡單來說，放鬆是對身體的關懷、安慰是

對情緒的關懷、而容許是對心靈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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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指引 

 

1. 找一個讓你到舒適的位置坐下來或躺下來，閉上你的眼睛，作三次

緩慢而放鬆的呼吸（組員需要一個讓身體感到舒服的位置進行這個

練習）。把手放到胸口前（或者其他讓你覺得舒服的身體部位）片

刻，提醒自己你在此時此地，是值得被關懷的。 

 

2. 請你回想一件近日曾經發生過而又讓你感到中等程度困難的事。例

如是身體健康的問題、人際關係中的壓力、或是一個你關顧的人正

受困擾。不要選擇一件讓你感到太難受的事，亦都不適宜選擇一件

沒大不了的事。選擇一件當你想起時身體會感到有一點壓力的事

情。請你清晰地想像這件事情：發生了何事？事件中涉及的有誰？

有怎麼樣的對話？  

 

標示情緒 (Labelling Emotions) 

3. 當你想起這件事的時候，觀察有什麼情緒在心中湧現？（停頓） 

假若有的話，你會怎樣去標示/形容這個情緒？  

o 憤怒？ 

o 傷心？ 

o 哀傷？ 

o 混淆？ 

o 恐懼？ 

o 期盼？ 

o 沮喪？ 

 

覺察身體內的情緒 (Mindfulness of Emotions in the Body) 

4. 假如有多種情緒湧現的話，看看你是否可以先標示那個讓你感到最

強烈的情緒。若然沒有什麼情緒是最強烈的話，就請選擇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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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冒起的情緒作開始。請你把注意力擴展到你整個身體。 

 

5. 再一次回想這件讓你覺得難受的事情，然後由頭到腳，掃描你整個

身體，探索你身體那個部位最能感受到這情緒。請你在那個令有感

到有拉緊或不安的身體部份停下來。  

 

6. 感受你的身體現在有怎麼樣的感覺？如實覺察這些感覺，就這樣而

己。 

 

7. 現在，就這種感覺，身體那一個部位令你有最強烈的感覺？或許是

一點的肌肉緊張、一點痛的感覺、或是心痛的感覺。假若，沒有一

個身體有特別強烈感覺的話，就請選擇一個讓你有一點不舒服的身

體部位，想像自己溫柔地漸漸靠近這個部位。 

 

放鬆、安慰、容許 (Soften-Soothe-Allow) 

8. 現在，溫柔地進入這個身體部位。嘗試讓這個部位的肌肉柔軟下

來，放鬆下來，就像在暖水中一樣慢慢柔軟、放鬆下來。放鬆身

體、放鬆身體、放鬆身體。請記著我們不是要去改變這種感覺，我

們只是以溫柔去盛載它。 

 

9. 若你覺得合意的話，就讓這個部位由四周的位置，慢慢放軟下來。 

 

10. 現在，嘗試給自己一點安慰：若你覺得合意的話，把手放在這個令

你感到不適的身體部位，讓它感到你手掌的溫暖與溫柔。或者想像

溫暖及友善的感覺，透過你的手滲進這個部位。又或許，想像你的

身體就似是一個討人憐愛的孩子。安慰自己的心、安慰自己、安慰

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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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沒有一些令你感到安慰的說話，你是最想聽到的？你可以給自己

相似的說話嗎？ 

o 試想像一下，你一位摰愛的朋友正在相同困擾中掙扎，你會對

他／她說些什麼話安慰這個好友？你可以給自己相似的說話

嗎？ 

o 或試想像一下，一個深切地關心你的好友，他／她會對說些什

麼話去安慰你？你可以給自己相似的說話嗎？ 

o 若無任何說話在心裡浮現出來的話，可以容許自己安靜地坐在

等待說話的出現嗎？ 

 

12. 最後，嘗試容許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存在。給多一點空間讓它存在，

放開想要它消失的念頭。容許這些感覺存在、容許感覺如實地存

在。即使只是一瞬間，容許自己如實地做原本的你。 

 

13. 現在請你專注整個身體。就在此刻，容許自己感受你所能感受到的

感覺，如實地作當下的你。輕輕地張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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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欣賞自己 
 

感恩是一種欣賞的情操，是對世界抱欣賞和感謝的態度。感恩也是靜觀

的生活態度。要能夠在生活中做到感恩，我們就得留心當下每刻，因為

我們的生活就存在那一呼一吸之間。 

 

正向心理學研究顯示，心存感恩的人身心都比較健康，快樂。透過留意

身邊美好的事，感恩可以強化美好的回憶，令此刻的經驗成為今天與未

來的快樂泉源。這些是我們獨有的「個人快樂資產」，能把我們從人生

的不如意事釋放出來，使我們不致跌往「鑽牛角尖」的思想陷阱。 

 

記錄生活上美好的時刻，有助我們將注意力聚焦在愉快事件之上，保持

快樂心境。把感恩的事情每日記錄下來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較高

的健康水準2 。 另有研究顯示，正面的情緒會帶來認知的靈活性3 。 感

恩日誌讓我們留心身邊美好的事，同時讓我們可以日後「回味」曾發生

過在身上的美好事情4。 

 
  

  

 
2 Froh, J., Selfick, W., & Emmons, R. (2008). Counting blessings in early adolescen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6(2), 213-233. 
3 Fredrickson, B.L. (2013).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and build. In Patricia Devine and Ashby Plant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7. Burlington: Academic Press. 
4 Froh, J., Kashdan, T., Ozimkowski, K., & Miller, N. (2009). Who benefits the most from gratitude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mining positive affect as a moderator.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5), 40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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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指引 

 

1. 閉上你的眼睛，然後覺察到你的身體。 

 

2. 花一點點時間去想２至３項你欣賞自己的事（停頓）。很快浮現的

那些答案或會流於表面，看你是否可以真正的打開心扉去想想，你

心深處最欣賞自己的是什麼。你不用向他人分享你的答案，所以你

如實回答自己（較長的停頓）。 

 

3. 若然你有不自然的感覺，給這些感覺空間，容許自己如實地當真正

的你。請記著，欣賞自己的長處並不等同你比他人優勝，或是等於

你要經常顯現這長處，你只是要如實認定你自己擁有這個長處。 

 

4. 現在，想一想有那些人幫助你學會這些長處？這些人可能是你的朋

友、父母、導師、或是對你有正面影響的書本作者。當你想起他們

的時候，也請逐一向他們送上你的致謝與欣賞。 

 

5. 當我們欣賞自己的同時，我們也在欣賞或感謝那些培育我們的人

（較長的停頓）。 

 

6. 讓自己細味這刻的感覺，為自己感到欣慰，讓自己全然投入這刻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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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自己 

每天都停下來以好奇、開放的心懷體驗我們的生命，讓我們培育感恩的

心。我們邀請你，從今天起，每天睡前花五分鐘時間，回想當天發生的

事當中，有些什麼值得你稱讚自己的事？也回想一下，這些你對自己表

示欣賞的特質，又是受誰的影響或啟蒙的呢？當我們欣賞自己，也是感

恩那些造就我們的每個人及每件事！ 

 

日期 欣賞自己的地方 是誰／什麼造就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