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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課程內容概括 

 

小節 主題 家課練習 

第一節  認識「自我關懷」 關愛呼吸  

(Affectionate Breathing) 

 

  生活中的自我關懷 

(Self-Compassion in Everyday Life) 

 

第二節  修習「自我關懷」 

 

舒緩擁抱  

(Soothing Touch) 

 

  腳板禪 

(Soles of the Feet) 

 

第三節  初探內心的關懷 

 

以關懷鼓勵自己  

(Motivating Ourselves with Compassion) 

 

第四節  自我關懷與復原力 

 

處理難受的情緒  

(Managing Difficult Emotions) 

 

第五節  自我關懷與倦怠 

 

安心自在  

(Compassion with Equanimity) 

 

第六節  活出真我 

 

感恩 

(Gratitude for Sm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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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關懷」(Self-Compassion) 的基本認識 

 

(1) 什麼是「自我關懷」(Neff, 2003b)？ 

 覺知當下 vs. 過度執著 
 容許我們以開放的心如實面對令我們難受的感覺並學會與之共處 
 避免以過度抑壓、誇大、執著或是逃避的方式處理令我們難受的感覺 

 
 善待自己 vs.批判自己 

 以關懷與體諒的態度看待自己，以取代嚴苛的審判斷論 
 嘗試主動安慰與安撫自己 

 

 共通人性 vs. 孤獨疏離 

 承認人生總有不足、脆弱和不完美之處（包括我們自己） 
 體驗到不完美是所有人共通的經驗 

 

 

 

(2) 學習「自我關懷」有什麼好處？ 

 提昇我們生活裡的幸福感 (Zessin, Dickhauser & Garbadee, 2015) 

 
 給予我們自尊感所帶來的好處，卻沒有自尊感帶來的潛在問題 (Neff & Vonk, 2015) 

 減少互相比較 

 較少借助「成敗得失」的想法來釐定自我價值 
 與「自戀」的傾向沒有關連 

 
o 增強我們面對生活不如事或其他負面經驗的復原力 (Hiraoka et al., 2015；Sbarra et al., 

2012； Sirois, 2015) 

 
o 提高我們刻服困難的動機，並減少面對失敗時的恐懼，幫助我們展現更加堅定的心態

面對困難 (Breines & Chan, 2012; Neff, 2003; Neff, Hseih & Dejitthirat, 2005) 

 
o 讓我們更加關注並進行與身體健身房有關的生活習慣 (Albertson et al., 2012; Adams & 

Leary, 2007; Terry & Leary, 2011; Webb & Forman, 2013) 

 

o 改善我們與他人的關係 (Neff & Beretvas, 2013; Neff & Pommier, 2013) 

 
o 減低我們面對照顧者壓力時的倦怠風險 (Raab, 2014; Barnard & Curry, 2012; Neff & Faso, 

2014) 

 
o 改善個人（癌症患者）面對壓力情況下的情緒調節能力 (Wan, Ho, & Fong,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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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呼吸 (Affectionate Breathing)  

#核心冥想 
 

 

「關愛呼吸」練習錄音 

https://bit.ly/3qxOM7z 

 

 找一個讓你的身體感到舒適的位置，讓你整個練習過程中身體都得到承托。然後輕輕
合上你的眼睛（如果你覺得合適的話，你可以完全閉上眼睛，亦可以半合你的眼

睛）。作數次緩慢而放鬆的呼吸，讓你的身體可以放鬆下來。 
 
 如你覺得合意的話，請把手放到胸口或其他讓你覺得舒服的部位，提醒自己我們不單

要覺察，還要以友善、關懷自己的心態覺察自己與呼吸。你可以把手留在這個部位，
你也可以隨時讓它休息一下。 

 
 現在開始留意呼吸時的身體：感受一下吸氣時身體的變化，也感受一下呼氣時身體的

變化。 
 
 你毋須要刻意地呼氣與吸氣，就讓你的身體自然地替你一呼一吸。 
 
 也留意一下，吸氣時如何滋養你的身體、呼氣如何放鬆你的身體。 

 
 現在，留意你呼吸的節奏；空氣進入身體、空氣離開身體（停頓）。花一點時間去感

受一下你自然地呼吸的節奏。 
 
 感受一下身體隨著呼吸起伏，就好像海浪的節奏一樣。 
 
 過程中，你的注意力或會自然地變得散漫。當這個情況發生時，溫柔地把注意力帶回

到你呼吸的節奏之上。 
 
 容許呼吸溫柔地，從內在安撫你的身體。 
 
 若你覺得合意的話，把自己交予呼吸，讓自己成為呼吸的一部份。 

 
 專注地吸氣、呼氣。 
 
 現在，請你溫柔地放下呼吸，讓自己安靜地坐著，靜靜地感受當下此刻所有的感受。 
 
 請你緩緩地、溫柔地打開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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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自我關懷 (Self-Compassion in Everyday Life) 

#非正式練習 
 

 透過身體體現對自己的關懷 — 讓身體放鬆 

 你會以什麼方式讓自己的身體放鬆？ 

 當身體感到有壓力時，你會如何去舒緩你的身體？ 
 
 精神上體現對自己的關懷 — 讓你的腦袋變得輕鬆 

 當你感到壓力時，你會如何放開你的腦袋，讓它得到休息？ 
 當發現腦袋變得僵化、對事情思前想後的時候，你會如何去讓它放鬆？ 

 
 情緒上體現對自己的關懷 — 安撫自己的心情 

 你會如何照顧、舒緩自己的情緒？ 
 過去的生活裡，有什麼令你感到有趣、可以讓你好好關顧自己的活動？ 

 
 關係上體現對自己的關懷 — 讓我們與人相連 

 與什麼人、做什麼事會讓你感到由心的快樂？ 
 有什麼可以做，令你強化與這些人的連繫？ 

 
 靈性上體現對自己的關懷 — 重回自己的初心／按照那些對你重要的價值觀生活 

 你的靈性生活如何讓你關顧自己？ 

 可以重拾一些久違了，但能夠滋養你心靈的活動嘛？ 
 
 每天按自己的需要，花十分鐘時間好好關顧自己的身體、精神、情緒、關係，及靈性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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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觸摸 (Soothing Touch) 

#非正式練習 
 
當生活不似預期，讓你感到困惑、煩躁的時候： 
 
 你可以邀請自己先停一下 

 
 作兩至三次深呼吸。 
 
 觀察一下內心、腦海、身體當中浮現出來的情緒、念頭 
 

 按照以下的方法，給自己一點的關懷與溫柔 
 
 
內心的溫柔 
 溫柔地把手放到自己的胸口位置，感受一下手掌觸碰自己時那種微微溫暖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合意的話，你可以把雙手都放到胸口的位置。 
 

 感受胸口自然地隨著呼吸一起一伏。 
 

 給一點時間，讓自己細味這份感覺。 
  
 

體驗舒緩觸摸 
容許自己一點時間去探索身體那部份最能讓你感到（或給予你）輕鬆自在、平靜的感覺。
例如，我們可以嘗試以下各種姿勢： 

 
 輕輕拖著自己的手 
 輕輕摩擦自己的手掌 
 單手放到胸口 
 雙手放到胸口 
 單手握拳，另一隻手疊在上面，然後放到胸口 
 一隻手放到胸口，另一隻手放到小腹 
 雙手放到小腹位置 

 單手放到自己的面頰 
 雙手捧著自己的面頰 
 溫柔地輕撫手臂 
 雙手交叉擁抱自己 
 溫柔地輕揉自己的胸口 
 雙手輕放在膝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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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板禪 (Soles of the Feet) 

#非正式練習 
 

 以站立的姿勢開始，首先感覺雙腳貼在地上時的感覺。 
 

 開始留心腳板與地面接觸時的觸感。 
 

 為令你更加感受到腳板的感覺，可嘗試輕輕的前後、左右搖晃身體。你亦可以膝頭為
軸心打圈，感受不同動作時你腳板有的不同感覺。 
 

 感受地板如可承托你的腳板。 

 

 當你發現心神散漫了，提醒自己把心再次放到腳板之上。 
 

 當準備好時，可以緩緩地向前踏出一步，並細心留意腳板的感覺。覺察腳板離開地面
時的感覺、向前踏的感覺、腳板再次接觸地面時的感覺。然後到另一隻腳向前踏出一
步，如此類推。 
 

 練習「腳板禪」時，留意在走路的時候，你的腳板是如何承托你的身體。若你喜歡的
話，容許自己一點時間感激這雙每天為我們努力付出（但我們卻看成理所當然）的腳

板。 
 

 若然你喜歡的話，你可以把友善或平安的感覺（或是其他你盼望在生活裡培養的美
德），隨著你的每一步在地上留下一點的種子。然後，繼續慢慢地踏出每一步，讓自
己感受到腳板的感覺。 
 

 現在，請你回到站立的姿勢。把覺察擴展到你整個身體，如實地觀察這些感覺，全然
地接受此刻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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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難受的情緒 (Working with Difficult Emotions) 

#非正式練習 

 

 

「處理難受情緒」練習錄音 

https://bit.ly/33QmnzE 

 
 找一個讓你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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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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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是值得得到一點的關懷。 
 

 請你回想一件近日曾經發生過而又讓你感到中等程度難受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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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形容情緒 (Labeling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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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

給這個情緒一個名字嗎？ 你會如何形容這種情緒、感受？ 
 
 假如你有多種情緒湧現的話，看看是否可以先標示那個你感到最強烈的情緒。若然沒

有一種情緒是最強烈的話，就請選擇其中一個正冒起的情緒作開始。 
 

 現在，嘗試以溫柔、體諒的語氣和聲調在心裡重覆這個情緒的名字。語氣就似是你在
安慰別人時一樣的溫柔：「啊，這是期盼」、「啊，這是哀傷」。 

 
 
靜觀覺察身體裡的情緒 (Mindfulness of emotion in the body) 
 請你把注意力／覺察擴展到你整個身體。 

 

 再一次回想這件讓你覺得難受的事情，同時留意這個情緒的感覺在身體那個部份最能
感受到。由頭到腳留意那個身體部份有著繃緊或者讓你不自在的感覺。只是單純去覺
察身體那個部位給你繃緊或不自在的感覺，就是這樣而己。 
 

 現在，若可以的話，請你選取一個最強烈感受到這情緒的身體部位；這可能是頸部肌
肉感到拉緊，或是肚子、胸口感到一點不適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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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溫柔地把注意力轉移到這個身體部位。看看你是否可以直接地覺知這份感覺（由

內至外地感受這感覺）。若果感到太實在的話，你可以大概地去感受一下這種不自在
的感覺。 

 

放鬆、安撫、容許 (Soften-Soothe-Allow) 
 現在，溫柔地進入這個身體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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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體放鬆、放鬆、放鬆。請記著我們不要去改變這
種感覺，我們只是以溫柔去盛載它。 

 
 現在，我們嘗試在這個難受的處境當中，給自己一點的安慰。若你覺得合意的話，你

可以把手放在讓你感到困擾的身體部位，讓你感受到手掌接觸身體部位時那種溫暖、
溫柔的感覺。你可以想像一下，溫暖及友善的感覺透過你的手進入你的身體。你亦可

以想像自己正在安撫一個初生嬰兒，以相同的溫柔安撫自己。安撫自己、安撫、安
撫。 

 
 當下此刻，你有最需要聽到怎樣的安慰說話？比如說，你有一個朋友，正受相同的事

所困擾，你會如何去安慰這個好友（例如：「我真切關心你的處境」、「我知道你一
家很難受的了」）？ 

 
 你是否可以把相同的話安撫自己（例如：「願我可以好好關顧自己」、「嗯，這讓我

很難受」）？ 
 

 若覺得有需要的話，你可以張開你的眼睛。或者暫停進行這個練習，但請保持專注自

己的呼吸。 
 

 最後，我們嘗試容許這個令你感到不自在的感覺存在。看看是否可以給這個感覺一點
的空間，讓它存在。嘗試放開你希望把這感覺消除的念頭，讓一切順其自然。就在此
刻，如實接納當下此刻的你。 

 
 溫柔地提自己，在此刻嘗試放鬆身體、安撫自己、容許這些感覺存在，讓一切順其自

然。在此刻，花一點時間，讓我們慢慢學習如何放鬆身體、安撫自己、容許這令我們
難受的情緒存在。 

 
 或許你會發現感覺開始改變，或是轉移到其他的身體部位。這沒有問題的，繼續觀察

這些情緒和感覺。放鬆身體、安撫自己、容許這些感覺存在。 

 
 現在，放開這個練習，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整個身體。容許自己如實地感受所有的

感覺，全然地接納此刻的你。 
 

 溫柔地張開眼睛，完結這個練習，全然接納當下此刻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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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裡的初心 (Setting An Intention) 

#非正式練習 
 

生活裡的初心是我們做人處事的一些核心價值及原則，這份「初心」能讓我們在迷茫時，
提醒我們生命的方向，讓我們可以把生活重新投入在對自己重要的人和事之上。這份「初
心」也是讓我們重新思考、探索「對我來說，什麼的價值、原則是重要的」這個問題。 
 
發掘自己的核心價值 
 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或其他讓你覺得舒服的身體部位。提醒自己要以滿有關懷的覺

察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每個經驗。 
 

 試想像，此刻的你坐在舒適的草原上，回望你出生至今天所走過的各種歷程。回顧
過去的時候，有什麼東西最能給你滿足感、喜悅，及讓你感到滿足的呢？回顧過
去，有什麼重要的價值是令你的人生變得有意義？ 

 
 換句話說，你的人生當中，你每天都在體現的是什麼價值？例如說，慈悲、慷慨、

誠實、勇氣、忠心，或是家庭、服務別人、好奇等等。 
 

 雖然生活當中難免有艱難的時候，但你還是抱著這些對你來說，是重要的信念、價
值。這些信念、價值，就是你生活裡的初心。 
 

 在你往後的人生當中，又有那些價值，是你盼望持續去體會的、感受的呢？ 

 
我們對生命的承諾 
 試試把這份信念、價值，或是初心寫下來，然後讓我們以此為一份對自己生命的盼

望、祝福： 
 「願我可以…」 
 「我願盡所能，做到… 」 

 
 把這些句子當作我們對自己、對生活的一種「意向」(Intention)，例如：「我願所有

生命都能活得快樂，遠離痛苦」，或是「願我能學會關愛別人」。 
 

 嘗試每天重溫你對自己生命的「意向」。重溫時，你可以把手放到你的胸前，把對
這份承諾在心裡默念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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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自在 (Compassion with Equanimity) 

#非正式練習 
 
 請找一個讓你覺得舒服的位置或姿勢，然後作數次的深呼吸，讓身體安頓在當下此

刻。你可以把手放到胸前或其他讓你感到舒服、安穩的身體部位。提醒自己要以溫
柔、關懷的心去體驗這個經驗及覺察自己。 
 

 在腦海想像一個你深切關懷的人。在關顧這個人的時候讓你覺得心力交瘁或者感到沮
喪。在腦海中把這個對象關懷與照顧他/她的畫面刻劃出來，然後感受你身心體會到
的糾結與掙扎。 

 

 覺察你身體感受到的壓力。深深的吸氣：吸氣的時候，把關懷送給自己，讓你充滿關
懷的感覺。讓吸氣安撫你的身體，並容許你自己得到你所需要的關懷。祝願自己能夠
感到快樂、平安、健康、生活可以輕鬆自在。 
 

 而當你呼氣的時候，把關懷送給這個令你心力交瘁的對象。祝願這個對象能夠感到快
樂、平安、健康、生活可以輕鬆自在。 

 
 請繼續透過呼吸，把關懷傳給自己和他人。讓身體隨著自然的節奏呼吸。 

 
 吸氣，關懷自己；呼氣，關懷他人。 

 
 覺察自己有否仍然感到困擾。若有的話，請你繼續透過呼吸關懷自己，關顧他人。 

 
 留意你的吸氣如何由內而外的輕撫你身體。 
 
 放下這個練習，全然接納當下此刻的你。 

 
 溫柔地張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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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Gratitude for Small Things) 

#非正式練習 
 
 寫下 10 項微不足道（那些你常忽略的）但讓你感到感恩的事情。例如，一粒鈕扣、

一個電話、一杯暖水、一個真誠的笑容等等（用一隻手指紀錄一件事情）。 
 

 細想這些人和事，有什麼令你感恩的地方？例如：這個笑容，讓你感到他人的對你的
愛護與支持、這杯暖水或令你感到別人關顧你的需要等等。花一點時間，細味這些令
你感恩的原因。 
 

 也細想這些讓你感恩的人和事的背後，有那些其他人和事的配合、巧合，它們才可以

於你的生命當中出現。是什麼人、什麼事造就了這個感恩的經驗。在感恩的同時，也
感恩這些我們「看不見」的因素。 
 

 看看你是否能夠每天都進行「感恩練習」。你可以在每天睡覺前，記下當天 10 件讓
你感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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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靜觀自我關懷」體驗 

 

課程中包含各種不同類型的冥想及非正式練習協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靜觀」及「關
懷」的心態。完成課程後，你在以下的列表中選出一些你認為最能夠幫助到你的練習。 

 

靜觀自我關懷的訓練習  

關愛呼吸 (Affectionate Breathing)  

舒緩觸摸 (Soothing Touch)  

生活中的自我關懷 (Self-Compassion in Daily Life)  

腳板禪 (Soles of the Feet)  

處理負面情緒 (Working with Difficult Emotions)  

生活裡的初心 (Setting An Intention)  

安心自在 (Compassion with Equanimity)  

感恩 (Gratitude for Sm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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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學習靜觀與自我關懷 

我們希望這個「靜觀自我關懷」６星期的網上課程會成為於生活中實踐靜觀與自我關懷的
第一步。這個課程中，我們體會了整個「靜觀自我關懷」課程裡的 9 個簡短練習（整個
課程由 3 個核心練習、4 個冥想練習及 18 個非正式練習所組成）。我們盼望這些簡短的
練習可以讓你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靜觀的生活態度並以自我關懷的方式渡過種種不如意或艱
難的時刻。我們相信，這些練習有助培養你對靜觀與自我關懷的興趣，及提昇你的生活質
素及身心靈健康。 
 
持續學習 
 
以下是一系列你可以持續學習「靜觀自我關懷」的官方認可課程（實體上課）。這些課程

都是由官方認證的導師所提供，亦設有本地中文化的版本及不同的外語版本。 
 
(1) 靜觀自我關懷八天深度課程 (Mindful Self-Compassion 8-week Program)：這個為期

八星期的課程是整個靜觀自我關懷課程的核心。課程包括八課每周一節的課堂、一個
半天的退修、以及每天（每天約廿分鐘）的家課練習作為主要的學習骨幹。這個課程
的目的是讓有興趣透過靜觀練習培養對自己慈心的朋友參加者。完成課程後，可以獲
得出席證書，為日後參與「靜觀自我關懷」導師的培訓課程作準備。 
 

(2) 靜觀自我關懷五天密集課 (Mindful Self-Compassion 5-day Intensive) : 五天的密集課
（多數是由外地機構主辦）是八星期課程的一個濃縮版。內容完全按照八天課程的內
容，以五天退修的形式進行。修畢課程後，同樣會獲得出席證書，為日後參與「靜觀
自我關懷」導師的培訓課程作準備。 

 

(3) 靜觀自我關懷兩天核心練習工作坊 (Mindful Self-Compassion 2-Day Core Skills 
Workshop)：以兩天體驗式工作坊的形式，為大家介紹整個「靜觀自我關懷」課程裡
的一些基本練習，以及透過短講，以深入淺出的形式讓大家更明白靜觀與自我關懷的

概念、理論、與科學實證。 
 

(4) 靜觀自我關懷導師課 (Mindful Self-Compassion Teacher Training) ：完成八星期課程
（或五天密集課程）並符合其他相關資格的人士可以透過六天的密集式導師培訓課程
及完成實習，成為標準的「靜觀自我關懷導師」（Trained Teacher in Mindful Self-
Compassion），並教授基本的八天自我關懷課程。修畢「導師課程」後並參與後續
的進階培訓項目，則可取得認證「靜觀自我關懷」的導師資格(Certified Teacher in 

Mindful Self-Compassion)。 
 
此外，「靜觀自我關懷」課程亦設有不同類型的網上課程，詳程可以留意美國「靜觀自我
關懷中心」 (The Centre for Mindful Self-Compassion) 的網站 (www.centerformsc.org)。 

  

http://www.centerform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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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資源 
 

 

「靜觀自我關懷」課程於 2016 年首次在本地推行，推廣及普及工作有
賴各位專業導師的付出與努力。為令大家與「靜觀自我關懷」課程的歷
屆參加者保持聯絡，溫博士誠意邀請大家到訪「靜觀自我關懷」的 
Facebook 中文專頁： Lighthouse: Mindful Self-Compassion Hong 
Kong ( https://www.facebook.com/lighthouse.mschk ) 。 

 
 
外國資源 
 

o 靜觀自我關懷中心 (Centre for Mindful Self-Compassion) 

www.centerformsc.org 

 

o Kristin Neff, PhD 

www.Self-Compassion.org          

 

o Christopher Germer, PhD 

www.MindfulSelfCompassion.org 

 
 
其他有關「靜觀自我關懷」的社交平台 
 
o Facebook 社交平台： https://www.facebook.com/CenterForMSC/  
o Twitter 社平台： @centerformsc 

 

想成為合資格的導師？ 
 
o 到訪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靜觀為本專業培訓學院」(Mindfulness-

bas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的網頁：http://mbpti.org 
 

 

https://www.facebook.com/lighthouse.mschk
http://www.centerform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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