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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不少家長對子女的期望。然而，當

子女的表現未能達到父母的期望時，家長們也免不了感到一定

程度的壓力。本地研究指出，近九成受訪家長於教養子女時感

到困擾，而當中有近三成的家長更表示經常受困擾。另外，超

過四成受訪家長認為自己未能做好家長角色，並出現焦慮、內

疚、無奈或沮喪等負面感受。受這些負面情緒所影響，他們也

許會感到身體疲累、忽略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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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減少與人接觸、對其他人產生怨懟的態度。當身邊的家長出

現以上的狀況，也許是時候給他們一個擁抱以表支持，或給予

一個讓他們喘息的空間。 

  

古語有云，「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每個人的生活當中

難免有不如意的經驗，因此我們都需要學習自我關顧。雖然逆

境難以避免，但是我們可以學習如何以更健康的心態面對它

們、與它們共存，或是讓自己透過逆境自我完善，提高我們面

對挑戰的復原力。 

 

「身心靈全人健康」模式是由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創辦

人陳麗雲教授所倡議，多年來中心團隊以科學驗證與臨床經驗

在此基礎上作出調整，現時已成為一套集合中西融合，「實證

為本」的介入手法。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多年來一直透

過不同類型的講座、工作坊及培訓計劃於社區內推廣全人健康

的理念。 

  

這手冊是為家長而編寫的，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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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與大家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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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自我關顧」身心靈全人健康自助手冊 

 

2 

 

（一）什麼是「身心靈全人健康」？ 

什麼是「身心靈全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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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隨世衞組織對「健康」的重新詮譯，現時在世界各地「身心

靈」治癒模式已被納入為正統醫學訓練的一部份。其實中國文

化早已洞悉「健康」的真諦，中國傳統其中一句對人最恭敬的

說話 －「福壽安康」－便有盼望他人活得幸福、健康、平安

的意思。 

 

 

「身心靈全人健康」的有三個特點：第一，「身心靈全人健康

模式」強調身、心、靈三個部份為一個整體，而三者之間有著

「相互協調」的關係。當中的「身」、「心」、「靈」三個字

的意義分別是指：身體、心理 (主要是情緒)、及精神靈性狀態 

(如生命意義、人生價值、靈性生活、靈性自我關顧等範疇)。

此模式重視身心靈三方面的良性發展與平衡，並以達至全人健

康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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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靈健康」總覽 

 

靜觀／冥想練習 

情感表達 

培育仁慈的心 

正向的人際關係 

建立目標 

尋索意義 

欣賞自我 

覺察生命 

活在當下 

飲食療法 

呼吸練習 

養生氣功 

適當運動 

按摩推拿 

靈性生活 

生命意義、希望感、

心靈平安富足、 

感恩、包容、寬恕、 

自我完善、自然融合 

身體狀況 

健康飲食 

身心自如 

接受身體限制 

心理/情緒健康 

心境平和、覺醒 

接納正負面情緒 

精神鬆弛 

和諧的人際關係 

靈 

心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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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者的自我關顧 
 

家長「身心靈健康」的機遇與挑戰 

家長的身心靈健康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本地數據顯示，擔

當家長的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比不是家長的成人相對差。

事實上，香港每十名主要照顧者（例如，家長）便有九位有抑

鬱及焦慮的症狀，當中兩成半的照顧者需要接心理或精神科藥

物治療。更重要的是，有關照顧者的研究指出，照顧者的身心

靈健康與被照顧家人的身心靈健康有著不可劃分的關係。假如，

家長未能好好關顧個人的身心靈健康，對作為照顧者的效能有

著負面影響，繼而墮入照顧者與家人間的「負面漩渦」。當家

長的狀態每況愈下，子女管教／家庭裡出了的問題亦除之而變

得嚴重，從而為家長們帶來更深遠、更沉重的壓力。 

 

家長的自我關顧 

家長支援服務的文獻顯示，現存支援服務都以（子女管教）技

巧為重點。這些「問題及解難為本」(Problem-oriented) 的支援

服務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提昇家長對管教子女的認知，改變與子

女的關係，從而改善個人及家庭的情緒健康。不過，問題為本

的服務，主要針對技巧、實務上的需要，卻忽略了，對照顧家

長個人的身心靈健康。 

 

然而，情緒健康與我們的日常運作卻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向心

理學的「擴展與建立」正面情緒理論 (Frederickson, 2004) 指出

困難中保持正面情緒，有助我們在解難的過程中抱著「屢敗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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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正面態度，亦讓我們更加敢於嘗試、開拓資源（尋求協

助、以新角度解決問題），從而得到更佳的解難結果。為向家

長提供更全面的心理支援及填補現存的家長支援服務之不足，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 Kristin Neff (2003) 提出了「自我關懷」

(Self-Compassion) 的概念作為自我關顧的一個重要元素。 

 

什麼是自我關懷？ 

根據 Neff (2003) 所指，「自我關懷」(Self-Compassion) 是我們

能夠在逆境當中以仁慈友善的心態看待自己的生活態度。學者 

Neff (2003) 認為「自我關懷」包含三個相連的生活態度：「善

待自己」(Self-kindness)、「共通人性」(Common Humanity)，

以及「靜觀覺察」(Mindfulness) 。 

 

「善待自己」就是在逆境中，以關懷的態度體諒自己、接納自

己，而不是嚴苛地妄作批判、怪責自己。此外，「共通人性」

所指的是接納人生之中難免有苦或不足之處；懂得接受苦的必

然性，亦令我們擺脫因為失敗而感到羞愧的枷鎖。拒絕接受人

生的不完美，使我們變得執著。最後，「靜觀覺察」是指當我

們面對逆境的時候，能以不誇大、不抑壓的方式，如實覺察我

們的念頭、情緒或感受，讓我們以更清晰的、廣闊的視角體會

種種的經歷，有助我們脫離負面情緒的漩渦或思想陷阱。 

 

研究顯示，較懂得「自我關懷」的人，他們一般都對生活有更

美滿的感覺，有更健康的自我價值、更美滿的人際關係，此

外，在面對逆境時，懂得自我關懷的人在解難時顯得更加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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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手。懂得自我關懷的人亦較能夠處理個人的負面情緒（焦

慮、抑鬱、羞愧等負面感受），在經歷逆境或創傷後有更好的

復元力。 

 

培養「自我關懷」本身就是個人的靈性修養。中國文化當中儒

家思想裡，我們既強調「修身齊家治國」的理念，也崇尚「知

止而後有定」的智慧。道家學說也指出陰陽調和的重要，「自

我關懷」提倡照顧者照料他人的同時亦不忘卻關顧自己的身心

靈需要。這一點亦與道家中「陰陽」的「相互關係」學說互相

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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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生活中培養自我關顧 

 

為幫助大家培養「自我關顧」的態度，我們為大家介紹以下七

種簡單易學、安全、及經過科學研究驗證的重點練習，當中包

括： 

 

身心練習 

 旋腰拍肩 

 十巧 

 甩手操 

 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 

 

心靈練習 

 靜觀呼吸 

 身體掃描 

 感恩日誌 

 

這些練習都是取材自傳統中醫智慧、西方壓力管理課程及正向

心理學的主題。「身心練習」旨在為家長提升活力，給予他們

簡單的練習暫緩緊張情緒。而「心靈練習」則著重培養個人的

覺察以及心靈平安的感覺。兩者配合，有助達致「以身療心，

情志養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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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腰拍肩 

旋腰拍肩是太極拳的熱身操之其一。一般來說，「腰為腎之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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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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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腰拍肩運動也間接讓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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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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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活動練習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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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自我關顧」身心靈全人健康自助手冊 

 

10 

 

十巧 

「十巧簡易健康法」相傳對於保健身體和保持長壽皆有一定的

功效。此練習不單簡單易學，也不需輔助器具，隨時可以進行

練習。整個過程僅需時兩分半鐘；既可振作精神，又對身體有

所助益，可妥善利用時間，可謂是一舉數得。「十巧」保健法

利用拍打整個手部來刺激血液循環，強化手部的靈活感。傳統

「十巧」練習是借助撞擊、觸摸或拉扯身體上不同的重要穴道，

從而達到養生之用。中醫學說中，常說「手主氣，屬陽」，我

們的雙手有 6 條主要經脈，因此「十巧」保健法就在利用拍打

整個手部來刺激、強化這 6 條經脈，疏通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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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活動練習指引 

 

 

第一巧：雙手前伸，手肘微

屈，掌心向下，大拇指內縮，

平行互相打擊側面三十六次。 

 

說明：打擊到的主要經絡是大

腸經，主要穴位是合谷穴。主

要預防及治療顏面部位的疾

病，如  視力模糊、鼻炎、口

齒疼痛、頭痛及預防感冒。 

 

 

 

 

第二巧：雙手前伸，手肘微

屈，掌心向上，平行互相打擊

側面三十六次。 

 

說明：打擊到的主要經絡是手

太陽小腸經，主要穴位是後

溪。主治頭項強痛，放鬆頸項

肌肉及預防骨刺、骨頭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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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巧：雙手掌心向上，手掌

相對，以手腕互相打擊三十六

次。 

 

說明：打擊到的主要穴位是心

經及心包絡經，主要穴位是大

陵穴。主治預防及治療心臟

病、胸悶、紓解緊張的情緒。 

 

 

 

 

第四巧：雙手掌心向下，食指

與大拇指展開成九十度，左右

虎口互相交叉打擊三十六次。 

 

說明：這是大腸經絡所循行，

主治胃腸疾病，便秘。 

 

 

 

 

第五巧：雙手掌心張開，手指

撐開，互相交叉打擊三十六

次。 

 

說明：主要穴位是八邪穴。主

治預防及治療末梢循環之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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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巧：左手掌握緊，右手掌

面向左拳頭伸直，互相打擊三

十六次。 

 

第七巧：右手掌握緊，左手掌

面向右拳頭伸直，互相打擊三

十六次。 

 

說明：六巧和七巧主要的經絡

也是心經和心包絡經，其主要

穴位是勞合。主治消除疲勞及

提神的作用。 

 

 

 

 

第八巧：右手掌心向上，左手

掌心向下，以手背互相拍擊三

十六次。 

 

說明：打擊到的是三焦經，主

要穴位是陽池。主治調整內臟

機能、預防及治療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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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巧：雙手大拇指、食指拉

左右耳垂三十六次。 

 

說明：耳垂的穴位很多，主治

眼晴、顏面部及腦部等部位的

血液循環。 

 

 

 

 

第十巧：左右掌心互相摩擦六

圈至微熱，雙手掌心輕蓋雙

眼，眼球左右轉六次，雙手再

搓熱，輕蓋雙眼，眼球左右轉

六次，週而復始作六次。 

 

說明：運用氣功原理，調整眼

睛的經氣。主治預防近視、老

花眼及視力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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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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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活動練習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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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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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再次留意自己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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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漸漸緩慢下

來，從而加強組員對自己呼吸及身體的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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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式肌肉鬆弛法 
 

「漸進式肌肉鬆弛法」是由 Dr. Jacobson 在一九七○年所設

計，臨床使用效果最佳。這套方法要求逐一將身體每一處部位

的肌肉收緊（約八成力氣），讓它保持緊張的狀態，感受該部

位肌肉的緊張；然後再將肌肉慢慢地鬆開，去除掉肌肉任何的

緊繃，並將所有的注意集中在肌肉慢慢鬆開的舒服感覺，再仔

細去感覺肌肉「緊張」和「放鬆」之間的不同。 

 

研究指出，漸進式肌肉放鬆是經由集中精神感受身體方面的放

鬆而得其效果的。漸進式肌肉鬆弛法對於緊張性的頭痛、偏頭

痛或是背部酸痛都有不錯的改善效果。如果能夠經常性地練習，

對於因為肌肉過度緊張所造成的問題，即使無法完全消除，也

能得到舒解。 

 

放鬆訓練的意義是在平常使自己處於放鬆的狀態，而面臨任務

時能夠全力以赴。透過身心關連的影響，一個人可以經由肌肉

的鬆弛，達到生理適度調節與情緒的舒緩，並提昇對自我的概

念、憂鬱及焦慮的減低、減少失眠的痛苦等；也能夠透過感覺

肌肉拉緊的感受，覺知到自己在什麼情況下已經處於緊張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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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活動練習指引1 

 

 

1. 緊握雙手拳頭 

 

2. 雙手屈起，手腕貼近膊頭 

 

 

3. 膊頭用力向上推，貼近耳朶 

 
4a. 頭部盡量向後拗； 
4b. 頭部盡量向前拗，貼近胸前 
 

                                      
1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 (2005)：《身心鬆弛練習新編》。香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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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盡量擴張胸部 

 

6. 盡量收縮腹部 

 

 

7. 雙膊後拗，胸部前挺 

 

8. 腳板向下拗，腳板向上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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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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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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再次掌管自己生命方向和質素，改善人際關係，培

養開放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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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讓你感到舒服的位置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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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復我們原本的呼吸，毋需要刻意地快亦或刻意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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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微微張開（或是胸口微微隆起）；呼氣時，留

心空氣由鼻孔呼出的感覺，感到腹部微微落下（或是胸

口微微下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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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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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是快，都毋需著意調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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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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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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毋須刻意拒抗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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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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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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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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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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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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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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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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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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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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會發現身體有些部份覺得繃緊、

有些部份覺得輕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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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它們可以休息、放鬆。 

 

7.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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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腿有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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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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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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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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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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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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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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日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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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什麼值得感恩的事，讓你帶

著美好、正面的心念進入睡夢。 

 

日期 值得感恩的事 這事讓你感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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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日誌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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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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