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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自我(一) 

A. 請寫下在育兒過程中會遇到的三個挑戰。

B. 請寫下你在為人父母後發掘到的三個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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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自我(二) 

成長經歷 - 我的「過去」

1. 你在成長經歷是怎樣的？家中有甚麼人？

2. 描述一下你和父母的關係。有沒有甚麼地方是你設法嘗試與父母更相近或更不同

的呢？

3. 你童年時有沒有一些令你不知所措或創傷性的經歷？這些經歷是否依然歷歷在目？

它們是否繼續影響你的人生？

4. 在你孩童時期，最困難的事情是甚麼？

5. 你還是小孩時，是如何被管教的？你認為這些經歷如何影響你育兒？

6. 當你感到高興和興奮時，你的父母是如何與你溝通的？他們有沒有反映你的感受，

分享你的喜悅？當你感到沮喪或不開心時，他們如何回應你？你是否「被允許」

去感受你的情感？

7. 你認為你的童年如何影響你成年後的人際關係？有沒有一些行為模式是你想改變，

但又很難改變的？如有的話，那是甚麼行為？

8. 總的來說，你認為你的童年對你的成年生活有甚麼影響，包括你對自己的看法和

與孩子的關係？

9.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並改變你的童年，你會改變甚什麼呢？

10. 回想一段童年時期的艱難經歷。如果你可以回到過去，你想知道甚麼？閉上眼睛，

想像你在那個年紀，想像你想要給自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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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經歷 - 我的「現在」

1. 你想成為怎麼樣的父母？

2. 描述一下你和子女的關係。有沒有甚麼地方是你設法嘗試與子女更相近或更不同

的呢？

3. 你如何管教子女？你認為自己過去的成長經歷如何影響你育兒？

4. 當你感到高興和興奮時，你是如何與子女溝通的？子女有沒有反映你的感受，

分享你的喜悅？當你感到沮喪或不開心時，子女如何回應你？子女是否「被允

許」去感受他們的情感？

5. 你認為自己當父母時有甚麼強項？

6. 你認為自己當父母時有甚麼掙扎？

7. 你如何應對生活中的挑戰？分別列出一些有益健康和有損健康的應對策略。

8. 你有哪些不足？與其就這些挑戰批評自己，倒不如多點關顧自己。

閉上眼睛，然後做一個快速的關顧冥想。 
「願我快樂，願我健康，願我平安，願我輕鬆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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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靜觀？

A. 甚麼是靜觀？

靜觀意指你要時刻注意你當下的行為。你可以專心閱讀這數頁紙，也可以不專心地
閱讀，甚至意識不到你正在閱讀一篇文章。靜觀適用於睡眠以外的任何活動：我們
可以專注地吃東西，亦可能因為在吃的時候思考過去或未來而食不知味。

我們尤其可以專注於以下四個方面： 

想法 「我這麼做一定是代表我很愚蠢。」 

感受 悲傷、憤怒、憂慮及恐懼等等 

行為 攻擊、退縮、呼吸練習 

生理變化 呼吸急促、頭重重、四肢發麻及反胃等等 

靜觀的特徵 

「停一停」

留心注意

覺察當下所發生的事物

不批判當下所發生的事物是
「好」還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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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靜觀有甚麼好處？

你的意念就像你其他生命中的部分，了解並學會訓練提升你的意念將令你有所受
益。 靜觀練習尤其具有以下的好處：

思維穩定 使你的思想維持於一個平和專注的狀態，而不是沉悶或煩
躁兩個極端的狀態

思維靈活 使你的思維轉移到你所選擇的任何事物上，而不是讓它在
多個問題之間任意亂動游走

自我意識 留意你的意識所思考的內容，並理解自己典型的思維模式

回應而非反應 面對要處理的事情，只會想到如何作出反應，卻沒有機會
思考這個反應是好是壞。大腦一直沒有停下來，有時擔憂
未來，有時檢討過去，在反覆的分析與檢討之中，不免會
陷入不快樂的事實、原因和結果當中。 

使你反應變得更加平靜，例如當你生氣時，你能夠選擇作
出甚麼回應。靜觀不是一個徒勞的練習。就像任何其他形
式的心理療法，要達到真正的改變，你需要不斷地刻苦練
習。就靜觀而言，你需要每星期抽六天的時間來練習。

為孩子做事情／ 
與孩子同在

都市人大部分時刻都處於「行動模式」(Doing mode)，不斷
為自己及孩子定下目標或設定期望，例如：你要為明天測 
驗作準備、回家要照顧小朋友功課、這星期要完成幾件事 
情等等，無時無刻都盤算著下一步要做甚麼。與「行動模 
式」(Doing mode)不同，「同在模式」(Being Mode)並非透 
過頭腦來了解事物，而是你單純觀察自己及孩子的感覺、 
想法，並且不帶評判的面對當下。

帶有批判的態度 ／ 
不去批判的態度

每個人都渴望被別人看見及全然接納。然而，人們總會因
著經驗、親密關係中的期望而不自覺地把批判性的想法加
諸入與人的溝通中，當人們扮演父母的角色時也不例外。 

不加批判的接納意味著你不加批判地接納自己和孩子的性
格、特質、行為，並有意識地嘗試理解、接納此時此刻所
發生的事情，甚至接納親子關係中的掙扎。接納不代表你
全然認同孩子犯錯的行為，而是傳遞對孩子基本的接納，
與此同時你仍然可以向孩子清楚表達合乎社會文化期望和
自身發展階段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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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停止「自動化」行為

此活動旨在將靜觀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i. 選擇一項你每天常常都會進行的「自動化」活動。

適合的活動包括：刷牙、進食、洗澡、準備睡覺、到公園散步等。我們建議你
最好堅守一項活動為期一週或更長的時間，而不是在這段時間內不斷更改活
動。

ii. 當活動的時間到了，請以充分的靜觀心態來進行該活動。

留心注意活動本身，進行該活動時當下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刷牙的時候，你
可嘗試體會牙刷觸碰牙齦和牙齒的感覺，也可以留意此舉發出的聲音及牙膏的
味道。就如進行呼吸練習時一樣，當你覺察到自己在想其他事情時，請在一兩
秒後，把注意力放回與刷牙有關的感覺。

iii. 如果你選擇的活動有機會超過幾分鐘，例如吃飯和到公園散步，請利用活動開
始的幾分鐘時間練習靜觀。留心注意你看到的事物，聽到的聲音，聞到的味
道，以及走路時衣服輕撫身體的感覺。

iv. 你的整體目標是留意當下「看」、「聽」、「聞」、「嚐」和「觸」帶給你的
感受，並可時刻注意自己的情緒和身體感覺，例如呼吸急促和肌肉緊張。

v. 在活動結束時，盡量繼續保持靜觀，帶著靜觀進行下一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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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靜觀融入你早上的生活習慣

      選擇一項你每天早上會進行的例行活動，例如刷牙、刮鬍鬚或洗澡。當你進行該 
活動時，請全神貫注於當下發生的事情：身體的動作、味道、觸感、氣味、聲音等。

     例如，當你淋浴時，留心注意水從花灑蓬頭噴出，衝擊到你身體，和咯咯地流進去
水喉管時的聲音。注意水的溫度，以及水留在我們的頭髮、肩膀和從腿部流下的感
覺。注意肥皂和洗髮素的氣味，以及它們在你皮膚上的感覺。注意牆壁或浴簾上的水 
滴，水從身體滑落和水蒸氣往上飄的景象。擦洗身體和塗洗髮露時，留心注意你手臂 
的動作。

當有其他想法浮現時，請承認並接納它們，同時將你的注意力帶回淋浴上。你 
將一次又一次分心。每當你發現自己分心，溫柔地接受這個事實，然後將注意力重新 
轉移到淋浴上。

A. 做家務時練習靜觀

i. 選擇一項家務，例如熨衣服、洗碗和吸塵，並帶著靜觀進行該活動。

ii. 例如，在熨衣服時，注意衣服的顏色和形狀，摺痕形成的圖案以及摺痕消失後
的新圖案。留意蒸汽噴出時的「嘶嘶」聲，燙衣板的吱吱作響，以及熨斗在衣
服上移動時發出的微弱聲音。請注意你握熨斗的力度，以及手臂和肩膀的動
作。

iii. 若感到無聊或沮喪，請承認和接納這種情緒，並再次將注意力帶到手頭上的工
作。當其他的想法浮現時，承認但無需刻意改變它們，將你的注意力重新帶回
你正在做的事情上。

iv. 你將一次又一次地分心。一旦意識到自己分心，溫柔地接受這個事實，並記下
讓你分心的事情，然後將注意力重新轉移到當下進行的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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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十個呼吸

i. 在一天當中，請記得要偶爾暫停一會兒，進行十次緩慢的深呼吸。盡可能緩慢
地呼氣，直到你感覺肺部的空氣完全排空，並有意識地用你的隔膜呼吸。

ii. 請留意呼氣時肺部排空和胸腔下降的感覺，以及腹部的起伏。

iii. 留意自己在過程中有可能會出現的想法。留意在你身體出現的感覺。

iv. 請觀察那些冒出來的想法和感受，但不要批評它們是好還是不好。無須嘗試改
變、逃避或者依附著它們，你僅需要觀察它們便是了。

v. 留意一下以一個包容和接納的態度，如實觀察那些想法和感受會是一種怎樣的
體驗。

C. 留意五樣事物

這是一個可以幫助你重新找回童心，並與外在環境連結的簡單練習。你可以在一天
中任何時候練習，特別是你發現自己陷入想法和感受而不能自拔的時候。

i. 暫停片刻

ii. 環顧四周，留意五件你能看到的事物。

iii. 用心聆聽，留意五種你能聽到的聲音。

iv. 留意五件物品與你身體接觸的感覺，例如：手錶掛在手腕上、褲子緊貼腿部、
空氣輕撫臉龐、雙腳在地板上，以及背部緊靠椅子的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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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育兒

育兒可能是在眾多的人生角色中最有壓力、要求最高及最具挑戰性的角色之一。育
兒可能令人感到前路茫茫，使人躊躇不前。但育兒也可是一段最具意義及令人轉變的 
珍貴經歷。如何看待育兒過程，將取決於我們自己是把它視為一段正面還是負面的經 
歷。

   大多數家長很多時都不經思索，亦沒有特別留意孩子及當時的情況，而對孩子的
行為作出「自動」反應。育兒可被描述為一項主觀的行動，並受多個内在和外在因素

影響。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傾向於自動化地反應及專注於事情的結果，而不是在當
下全情投入。過往的習慣、條件反射和行爲常常會決定我們的育兒模式。

通過培養自我覺察的態度和行爲模式，家長可以考慮在與孩子相處時結合靜觀的方

法。 

A. 靜觀育兒的原則

孩子與家長或照顧者的關係會隨著孩子經歷不同的人生階段而成長，從而令育兒的
過程持續不斷地進化和演變。靜觀育兒過程涉及到接受孩子的獨特性和使孩子知道
他們一直都是被愛的。

對大多數家長而言，最大的絆脚石之一是對孩子寄予很高的期望。不論是在學業還
是運動表現，行爲或外表上，家長都傾向於作出自動化的反應，而不是真摯地回應

當下的情況。

紀律對於孩子的成長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家長執行時應該對孩子充滿關愛，並且
在當下全情投入和全面積極參與。這樣，家長才能盡情享受與孩子共渡每一刻的時
光。

靜觀育兒的核心是幫助家長清晰了解自己的孩子，而不會因為自己的恐懼、期望或
不安感而影響育兒行爲。作爲家長，我們傾向作出自動化和激進的反應，而這往往

是不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可惜的是，許多育兒行爲都圍繞塑造或滿足一些所謂的

「可接受或合理的」親子期望。通過這種育兒方式，孩子會被養育成一個過於追求

取悅他人，而不是一個健康、快樂、自信和獨立的孩子。

靜觀育兒能幫助孩子做出積極主動和負責任的決定。在許多家庭中，父母二人皆需
工作謀生。與幾年前相比，家長通常沒有多少時間陪伴孩子。在有限的時間内，家

長通常不得不選擇處理家庭雜務。置身於當今社會，我們更需要審視反應式育兒的

問題，並用靜觀、關愛、全情投入和參與式的育兒方法取而代之。



11 靜觀育兒

B. 有關靜觀及全情投入育兒的重要事項

家長在管教孩子前需要培養自律

現代育兒方法倡導成人需要先學習自律的原則。學習自我覺察和自愛有助家長以平
靜、沉穩和互相聯繫的方式，而不是採用習慣性的反應，與孩子相處。這種育兒方
式亦有助消除孩子過於渴求取悅家長的情況，因為這種不良的需求是對家長而非孩
子有益處的。 

安靜而冷靜的自省能夠幫助你提高自我覺察，從而使你更清晰你與孩子的關係。如
果你繼續採用反應式育兒，這種行爲模式會傳承到下一代，你的孩子長大後，亦會
採用相同的方法照顧他們的孩子。

值得留意的是，孩子會受家長影響而作出改變，同樣地，家長也會受孩子影響而轉
變。  

靜觀育兒行爲有別於習慣性獎罰模式
用獎罰式的育兒方法得出的結果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阿爾菲·科恩的著作《無條件

的育兒》中描述了傳統獎罰育兒模式的不良影響，並以紮實的研究和數據來支持此
論點。 

不論孩子在生活中的表現和成就如何，他們都需要相信自己是無條件地被愛和被接
納。這些認知能促使孩子成長爲健康、快樂和負責任的成人。 

因此，家長每時每刻都應該對孩子表現出一種慈愛和包容接納的態度，而不把這種
慈愛與孩子的成就掛鉤。正面獎勵是「有條件接受」的一種形式，你可能會對此感
到驚訝。懲罰、憤怒和懲罰性的反應式育兒會給孩子帶來恐懼，並在孩子的學習旅
途中造成障礙。這些孩子會變得害怕去探索未知的事物。他們會缺乏自信，並且每
當面對挑戰時都會習慣性退縮。久而久之，孩子長大後會以某一種方式思考，但以
另一種方式感受，再以另一種方式行動。簡而言之，孩子長大後，他們的人格個性
是零散和分離的。而採用靜觀，全情投入和參與式育兒的家長卻可以培養出充滿快
樂和自信的孩子，這是因爲孩子們都有信心，相信自己是無條件地被愛著。

學會注意自己的説話
身爲家長，當我們感到失望、憤怒或沮喪時，可能會衝口而出，對孩子説了重話，
大多數人會因此而感到内疚。當言語使用不當時，可能會損害孩子的自尊心和打擊
他們的自信心。 

我們的言語對孩子的發展和成長有著顯著的影響，因此當你和孩子説話時，要小心
留意用字，以靜觀和積極投入的態度把負面的字句轉化成正向的句子。

例子： 
請用「你要現在做功課嗎？」取代「你爲什麽還不做功課？」 
請用「你吃過早餐，我們才能去學校。」取代「趕快吃你的早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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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育兒需要給予孩子無條件的愛 

無條件的愛意味著讓孩子充滿著愛，而不把這些關愛與孩子的表現或行爲掛鉤，即

是你愛你的孩子是因著他們本身，並非你心目中希望他們成爲的樣子。我們的孩子

不應為了爭取家長的愛，而透過考試名列前茅或運動中勝出比賽等去奮鬥。爲了能

夠給予給孩子無條件的愛，我們首先必須愛自己。

靜觀有助於提高自我覺察，並且能夠不加批判就能察覺到自己負面的看法和信念。
我們與自己以及與孩子的關係不是互相抵觸的，好好愛自己並不意味著忽視自己的
孩子。

靜觀育兒能紮實和全面地幫助父母給予孩子無條件的愛。

C. 靜觀育兒小智慧

以下提供十項靜觀育兒的小智慧

i. 轉換你待人接物的角度
面對壓力或困難的情況時，請停一停並代入孩子的角色，嘗試從孩子的角度想
像情況，然後再作出回應。爲此，你需要放下自己的觀點、需求和責任。

ii. 抽離自我
這可以幫助你從孩子的角度了解自己的行爲表現。你想要「自己」這樣的父母

嗎？你會想改變自己的哪些無意識的肢體語言、措辭或手勢呢？自我覺察有助
確立我們想要採納的正向轉變。

iii. 完完全全地接納自己的孩子
你要學會完完全全地接納你的孩子，包括他們的獨特性，儘管這需要多練習。
你要放下你潛意識裏對孩子的期望和要求，並接納你的孩子。

iv. 審視你期望背後的目的
家長都會對孩子懷有一些期望，例如，希望孩子行爲端正、品學兼優、擅長運

動、謙虛有禮等，但這些期望是永無止境的。靜觀育兒技巧需要家長審視這些
期望背後的目的。

你的期望對孩子的發展是最有利的嗎？你是否通過不切實際的期望，下意識地
滿足自己的私慾？靜觀育兒的重點是學會覺察自己已表達和未表達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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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處於壓力下，更要活在當下和全情投入

爲人父母，你不時會遇上艱巨而壓力重重的處境。

例如：

你的孩子可能打碎了鄰居的窗戶，或被發現在校園内吸煙。宣泄憤怒和沮喪是

人類一種自然的衝動，這衝動是由習慣性的制約行爲所誘發的。

靜觀育兒建議家長暫時停下你的行動，並留心當下，容許這激烈的情感提升到

最高峰並慢慢消散，然後再給予回應。將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放慢自己的呼

吸。隨後，你更能憑直覺了解情況，並且有意識地回應，而不是被動地反應。

vi. 靜觀育兒需要良好的聆聽技巧

你是否注意到我們在孩子說話結束前，往往會對他們大聲呼喝或反應嗎？靜觀

育兒需要你在回應他們前，仔細聆聽孩子的聲音，和觀察他們的肢體語言，手

勢，語調等。

同樣，當心留意你的感覺、肢體語言、音量和語調等。每天進行幾分鐘定期的

冥想有助你自如地把思緒安靜下來。

vii. 練習全心全意留意當下

家長是孩子平衡的支點，正是由這一平衡點，他們才逐漸開始認識世界和自
己。結合靜觀的技巧（停一停，觀察情緒和呼吸）去活在當下和每次只專注一
件事情。定期練習靜觀育兒能有助提升耐性和專注力。

viii. 學習向孩子道歉

經過平靜的自省和反思後，如果你發現自己失去了孩子的信任，請平靜地向他

們道歉，並解釋驅使你道歉的原因。靜觀有助培養仁慈的思考模式。重視孩子

的需要多於自己的需要 —— 只有通過提高自我覺察才能做到這一點。

ix. 强而有力的溝通

有時候你需要清晰、強而有力的溝通。例如，你的孩子可能拿走一些不屬於他

們的東西，或者他們可能在測驗時作弊。這些情況需要進行清晰的溝通。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你仍然需要小心保持慈愛，愛護和覺察的溝通氛圍。你的

語氣和措辭不應該涉及操控、權威或引起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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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享受每一刻

靜觀育兒最大的好處之一是你可以和孩子一起享受每一刻，這包括快樂、悲
傷、壓力和興奮的時刻。我們學習把為人父母視為一條與孩子一起成長的學習
曲線。育兒讓我們認識生活的樂趣。我們尊重孩子，視他們為每個時刻練習靜
觀的靈感泉源。

選擇以靜觀養育孩子意味著在過度放縱和頑固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它需要你選

擇採用有意識的方式去回應孩子，而不是習慣性的反應行為。

靜觀育兒使我們意識到育兒並非培育孩子讓他們物質生活豐足或取得成就。它
旨在讓我們享受一段充滿愛、關顧和覺察的相互關係，並培育孩子成為有自
信、健康和快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