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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的 

 透過自我認識、實踐歸心禱告、

聖言頌讀、靜步明陣、文章共

閱從現代人的趕忙錯亂中讓心

靈得以沉澱，再發現我是誰和

我屬誰，並在日常工作與生活

中體現與上主同行。 



研習重點   

不是提供靈命成長的靈丹妙藥 

不是知識的傳授 

 

不是新的方法 

不是吹捧熱潮 

 



研習重點   

調校偏差的屬靈觀 

提供空間反思生活和屬靈狀態 

更認識自己 

更渴慕與上主結連 



既然靈修(祈禱)是本於生活，又關乎生活， 

便沒有一個簡單而保證成功的方程式。 
(譚沛泉，靈性修持，p30) 



基督徒的靈性生活的不是 

不世俗二分 

不存在功利目標 

不是獨善其身 

不是為技巧為知識 



屬靈人=成熟人活出整全生命 

  

一個成熟的人也就是
一個屬靈人，願意接
受神的靈所引導，不
會作傷人害己的事，
卻會學習以神的心腸
對待自己和周遭的人。 

~譚沛泉 



屬靈人=成熟人活出整全生命 

  

要鑑別一個信徒屬
靈或成熟與否……

在乎那人是否有真
實地活出信仰的內
涵。 

~譚沛泉 



現代人的趕忙亂錯 



焦躁不安 停不了 靜不了 

RESTLESSNESS 



Disconnect 

 



Reconnect….始於停止 

 



MARVA DAWN: 

安息日不單停止工作….. 



梅頓(Thomas Merton, 1915-1968) 

 

不管你是老師，住在修院，抑或做護士，
又不管你的宗教投入感多或少，已婚抑
或單身，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做甚麼，

你是被召喚，邁向完全：你是被召喚去
過深入的內在生活，或許甚至是被召
喚進入神人契合的祈禱，亦同時與別人
分享你靜觀的果子。 

 http://www.baptist.org.hk/download/bimonthly/aug08_22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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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與自我認識 

三
位
弟
兄
不
同
的
選
擇 



向內望 



自省不單對我們本身的 

負面行為加以修正， 

更重要是推動我們追求美善， 

學習謙卑， 

對上主發出敬仰之情。 



一個好旅程的開始是 

先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及願意往另一個地方邁進。 

方濟各會修士Richard Rohr (p.68) 



屬靈生命與個人成長關係 

 我們以往認為是「屬靈」的問題，其實是
牽涉「個人成長」的因素。  

譚沛泉 



我們怎樣認識自己， 

就決定我們怎樣靈修。 

譚沛泉 



你是誰？~自我觀 

心理學角度：我的身份 

神學觀：我的召命 



我是誰?~用10句說話形容自己 

對自我的了解 



 

奧古斯丁： 

神阿，幫助我認識你，
也認識我自己。 



你是誰？ 

從原生家庭講起……………… 



Virginia Satir (1916-1988)   

 Virginia Satir was an American author and psychotherapist, 
known especially for her approach to family therapy and her 
work with family reconstruction. She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Family Therapy" Her most well-known books are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1964, Peoplemaking, 1972, and The 
New Peoplemaking, 1988. 

 

 She is also known for creating the Virginia Satir Change 
Process Model, a psychological model developed through 
clinical studies. Chan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gurus 
of the 1990s and 2000s embrace this model to define how 
change impacts organizations. 

Sour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rginia_Satir 



原生家庭 FAMILY OF ORIGIN 

原生中的「生」指的是生長的
環境，意思就是說我從小長大
父母的家庭，中國人來說，就
是我們原本的家。人生有兩個
家，一個是我們從小長大的家，
還有就是長大後進入婚姻生活
的家，是自己當家的家。 

 

黃維仁博士 

 



回溯你的原生家庭 



回顧對我們的益處…. 

Gordon T. Smith:  

 幫助我們思索真理、行出真理的能力： 

 回顧往事+活在當行下 

 懂得回顧往事的人，能夠優雅得體地接受自己的
有限和潛力，看清並充分肯定自己一生中的經歷
和聖靈在其中的腳步………我們應該回顧往事，
但這是為了真正地活在當下這一刻的處境中，充
分參與眼前真實的生活景況…………(呼召與勇氣，
p129-131) 

 



你的原生家庭關係圖 (15歲前) 

自己 父親 

母親 
大哥哥 

嫲嫲 

== 



你的體會和發現？ 

 
成長背景中那些人影響你至深？ 

那方面影響你的自我觀 ？ 

你現在如何看自己？ 

你父母是怎樣的父母？ 

你喜歡和不喜歡他們甚麼？ 

你與他們的關係怎樣？ 

你和他們的關係/父母親形象如何影響你與
神的關係？ 

你認為神是一位怎樣的天父？ 

在與神的關係中，有甚麼需要更新的地方？ 

 



自我反省….未完成的句子………. 



其他認識自我的途徑 

個性評估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 

T-JTA 

Genogram 

  群體  



譚沛泉：認識自我不
應使我們自誇，也不
是自責與自憐，乃是
使我們謙遜而冒險的
對主說：主，我願跟
從你，以你的心為心
地生活。 



 



傷痛不代傳 

未清理的苦毒、埋怨、傷害………在生
命中發酵，影響個人成長與靈性生活 

認知帶來改變，不被過往所牢籠，從新
的觀點/角度面對過去、現在和將來 



傷痛不代傳 

 欣賞並接受“過去”，它是我們管理“現在”
的能力。 

 我們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事件，只能改變這些
事件對我們的影響。 

 每個人都有能力找到內心的寶藏，它讓我們有
能力獲得成功，並且成長。 

 

-Virginia Satir 





新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5:17 

 



新造的人 

 Christ's love has moved me to such extremes. His love has the first and 

last word in everything we do. He included everyone in his death so 

that everyone c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his life, a resurrection life, a far 

better life than people ever lived on their own. Because of this decision 

we don't evaluate people by what they have or how they look. We 

looked at the Messiah that way once and got it all wrong, as you know. 

We certainly don't look at him that way anymore. Now we look inside, 

and what we see is that anyone united with the Messiah gets a fresh 

start, is created new. The old life is gone; a new life burgeons! Look at 

it! All this comes from the God who sett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d him, and then called us to settle our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The Message 2 Corinthians 5:14-18  



新造的人 

 在基督裡：藉信基督和委身基督，與基督
聯合 

 新造的人(新的創造，new creation)：救贖就
是恢復和成全神創造的心意，這要在基督
裡實現。萬物是藉著基督造的，也只有在
基督裡，萬物才得以恢復原來的秩序或重
新被造 

 在救贖中我們是完全的~縱使我們不完美  



上主眼中的你又是一個怎樣的你 



Max Lucado 



安靜默想 

你的本相是甚麼? 

你完全相信上主按你的所是(being)來
愛你麼? 



與心共話 

 

盧雲：靈心明辨 

記念你是誰： 

辨明身份 

 

 



靈修就是尋找 

認識自己的  

“真我” 

希奧多·蘇斯·蓋索，是美國著名的作家及漫
畫家，以兒童書最出名。 



你眼中的上帝 

你透過甚麼渠道認識上帝？ 

你所經驗的是一位怎樣的上帝？ 

你怎樣祈禱？ 

你所祈禱的內容通常是甚麼？ 

當面對困難/苦難，你有甚麼反應？ 

 



對上帝的謬誤想法 

按你所求辦事 

趨吉避凶 

巧合與神蹟 

每樣事情都有其旨意………… 

 



詩139 

耶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創世記 

起初神創造天地………… 



詩139 

耶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詩篇23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牧 者 ，  

我 必 不 致 缺 乏 。 

他 使 我 躺 臥 在 青 草 

地 上 ，  

領 我 在 可 安 歇 的 水 

邊 ……. 

 



以弗所書3:17-19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
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
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

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
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
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
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祂是這樣的一位上帝 

 祂創造一切~包括生死禍福 

 祂有主權 

 祂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祂有管教也有恩慈 

 祂是生命、光明、仁愛 

 祂是我們的主 

 祂認識我們 

 祂………..超越我們的想像 

 



約伯記38:1-14 

 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誰用
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
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
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那裡呢。
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你若曉得，﹝就
說﹞是誰定地的尺度。是誰把準繩拉在其
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石是誰
安放的……… 



否定神學  

 上主是人類不可能完全能正確地認識的一
位對象，不能判斷這位上帝是位怎樣的上
帝，即上主在歷史中的旨意是不能被人所
掌握，除非祂親自啟示。 

 否定神學鼻祖教父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 

335-394)：神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神並
不完全等於人間詞彙所定義的。(基督徒靜觀靈

修，p57) 



上主親自的啟示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 

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