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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盼望在轉角~迎向負面思想

5 心之所繫~逆境中的內在渴求

6 逆境~塑造品格的老師

7 幽谷同行~靈友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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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情緒

人對客觀事物
所表現出來的
主觀心理狀態



消極情緒的影響

容易失去信心

減低身體抵抗力

負面人際關係

心理失調



積極情緒的影響

激發正面的生命取向

引發創作力

提高身體抵抗力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健全情緒的特徵 G. Smith
知道自己的感受

適切表達情緒，又能回歸喜樂

在失敗中堅持並導正情緒

發揮同理心

不利用情緒達到利己目標

泰然面對讚美和批評



常見的負面情緒

忿怒

焦慮/恐懼/擔憂

抑鬱/情緒低落/哀傷
/無力感

羞愧



在逆境中，你常被那些情緒困擾?



逆境x情緒x渴求



逆境x情緒x思維 逆境x情緒x渴求



情緒有話要說

未被滿足的情緒需要 (Unmet Emotional Need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braham Maslow 1943)

你在逆境中情緒背後的渴求/需要



渴求(Desire)孰好熟壞



明辨召命~認識自己+忠於自己
認識自己

恩賜與才幹

最深切的渴望

認清世界的需求

個人特質與性情

Gordon Smith: Courage and Calling



明辨召命~認識自己+忠於自己
認識自己

恩賜與才幹

最深切的渴望~你的價值觀

/你認為重要的事物
認清世界的需求

個人特質與性情



明辨召命~最深切的渴望

內心的企望正是一種(明白召命)關鍵指
標，表明真正的自己，也表明自己蒙
召成為怎樣的人、做甚麼事



明辨召命~最深切的渴望

不單為滿足自己，

而且是為回應別人

/世界需要而產生

一種內在的感應/

行動 (for and with 

others)



明辨召命~最深切的渴望

內心渴望不是一種罪惡

但會因貪婪、缺乏安全感、自私企圖
而扭曲

必須與神維持良好關係，才能顯生正
確的渴望和情操



有情緒/渴望是正常不過的事….
重要是你會不會在逆境中被情緒所操控？
而情緒背後的信息是甚麼？
你內在的渴求~辨別是否從神而來？是為
回應世界需要而產生的激情/熱忱？

是一種苦苦追求還是可以選擇其他滿足之
途？

檢視有沒有將你所渴求的東西和你內在價
值掛勾？

思想那些事情能給你最大的喜樂



避免「偏情」

在歴代隱修傳統要求修道者要避免受「偏情」所
困。

八個「偏情」的警惕是：饕餮（粵音「淊鐵」）、
色慾、貪婪、憤怒、憂傷、怠惰、虛榮、驕傲。

六世紀以後，把原先八個「偏情」的教導，調整
成「七宗罪」（剔除「憂傷」，最後的版本是把
「虛榮」改為「妒忌」）以教育教會信衆。

明白自己可能受著那種「偏情」所困，以至無法
獲得靈性的自由。



七宗罪(偏情)

「饕餮、色慾、貪婪」的「偏情」是跟肉身

的需要有關的。



七宗罪(偏情)~不貞潔（Lust）

 「饕餮」是關於食物；「色慾」是關於
性愛；「貪婪」是關於錢財。

 「饕餮」使肉身感到滿足、充實、有力
量，因此，「饕餮」背後的推動力可能
是空虛、乏力感。

 「色慾」使肉身感到愛撫、快慰，因此，
「色慾」背後的推動力可能是寂寞、孤
單感。

 「貪婪」（錢財、物質）使肉身感到保
障、安全，因此，「貪婪」背後的推動
力可能是不安全和憂慮。



七宗罪(偏情)~貪食（Gluttony）

 「於是他想*：『我要這麼辦：把
我那些*倉庫拆掉，再蓋一些更大
的。我要把我所有的穀物和貨物都
積存在那裏，然後，我要對我的
靈魂說：「靈魂啊，你擁有許多好
東西，足夠享用多年，你可以輕鬆
吃喝慶祝*吧！」』路12:18-19

 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
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
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申8:3



七宗罪(偏情)~貪婪（Greed）

因為貪財是萬惡的根源；
有些人因為貪戀財利而走
迷了路，離棄信仰，用許
多傷痛刺透自己。提前6:10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
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可8:36



七宗罪(偏情)

 「憤怒、憂傷、怠惰」的「偏情」是關於我們的情緒
狀態。當「憤怒、憂傷、怠惰」的情緒籠罩我們的心，
我們就看不清事實，判斷及行為亦自然偏頗，無法展
現光明、生命、仁愛。

 「憤怒」的情緒使我們看見外邊的人和事都是不對、
不稱心的。

 「憂傷」的情緒使我們看見外邊的人和事都是無聊、
沒有意義的。

 「怠惰」的情緒使我們只看見生活是單調、厭煩、沉
重、令人沮喪的。



七宗罪(偏情)~憤怒（Wrath）

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
懷不平，以致作惡。詩37:8

凡是對弟兄動怒的，都要受審判；
無論誰罵弟兄『拉加』，都要受
公議會的審判；無論誰罵弟兄
『魔利』，都要遭受地獄的火。
太5:2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
己心的，強如取城。箴16:32



七宗罪(偏情)~懶惰（Sloth）

懶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
受飢餓。箴19:15

懶惰人的心願，將他殺害，
因為他手不肯做工。箴21:25



七宗罪(偏情)
 「虛榮、驕傲」的「偏情」是關於我們的自我觀或自我價值。「虛榮」和「驕傲」的偏情使

我們著迷於它們所塑造的「假我」。

 「虛榮」－虛假、虛空的光榮是指所得的光榮都不是實存的，它們像浮雲一般，轉瞬即逝。
追逐「虛榮」是把自我價值建立在沒有真實基礎的光榮之上，當浮雲飄散，自我價值就變回
零。

 「驕傲」使我們先認為自己是有所為，然後再認為自己比其他人優越，於是就批評或蔑視他
人。「驕傲」使我們喜歡別人向我們拍掌、投以羨慕的眼光，以別人的掌聲和羨慕目光作為
自我價值的評分。我們要留意，自己可能受著那些「偏情」所困，它們的出現往往是跟我們
的人生經歴和身體狀況相連的。每當你覺察某種「偏情」力量在內心攪動，要多靜下來，讓
與神連繫的「靈性的我」安歇在神之內，好像嬰孩躺臥在母親的懷中，或是像全然放鬆地浮
游在愛的海洋。

 持之以恆的靜觀祈禱，不要有「即時解脫」的想念。活在肉身之內就不能完全擺脫因肉身而
起的苦楚。要「即時解脫」這種想念本身會造成更多苦惱。

 「靈性的我」安穩於神之內，就會看穿「偏情」（不管它表現出何等真實、強烈），只不過
是習染而來的想法、情緒，或是未被滿足的人性渴求（大多是幼年時期的失落）。「靈性的
我」有自由不受「偏情」的左右。



七宗罪(偏情)~驕傲（Pride）

凡心裏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雖然連手，
他必不免受罰。箴16: 5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16: 18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裏謙遜的，必得
尊榮。箴29: 23



七宗罪(偏情)~妒忌（Envy）

忿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殺
死癡迷人。伯5:2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爛。箴
14:30



探索你在逆境中情緒背後的渴求/需要



冰山探勘 (Virginia Satir)

Self  I am

(spirit, soul, life-force, essence, core, being)

Yearnings (Universal)

(love, acceptance, belongings, creativity, connection, freedom, etc.)

Expectations

(of self, of others, from others)

Perceptions 

(beliefs, assumptions, subjective reality, thoughts, ideas, values)

Feelings about Feelings

(decisions about feelings)

Feelings

(joy, excitement, enchantment, anger, hurt, fear, sadness, 

Coping 

(stances)

Behavior

(action, story line)

Water level



快樂情緒模式
多默˙基廷的《基督徒的默觀之路》：剖析自我依
附的緣由和假我中的扭曲狀況

「情緒冰山」的快樂情緒模式：冰山頂端是各個情
緒的表現，表面的情緒反應反映了冰山深藏不露的
底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需要和渴求：權力、愛、自由、
尊重、自私……….。當我們因童年的缺失，錯誤地
向外求索，而又得不著滿足時，我們便落在各種負
面情緒當中，不斷像螺旋式地重覆向下流，直至我
們認清真相：我們無法從別人身上得著最深的滿足，
而是在主內全然穩妥，才得釋放。



我們不可以期望~而其他人也不能~
完全的滿足你的需要/渴望，唯有
上主才可以。



更深層面的反思-

在生活遇衝擊時所引發的思維反應
正好是反映我們內在的價值觀和深
層信念

➢對自己

➢對人

➢對環境/事物

➢對上帝



對自己
當自我否定時

你作為一個被上帝按
其形象所造的人
(being)，你的價值
其實建基在甚麼地方？

重新與上帝建立正確
關係



對人
當你對人失望/忿怒

單單想獲別人認同？

認清人的本質本相，
建立與人正確的關係



對環境/事物

當失控和迷惘

你認為可以操控
一切？

百物乃上主所賜，
禍福界限由祂所
定，應心存敬畏



對上帝
當對上帝懷疑、失望

要問：你所信是一位怎
樣的上帝？

 任意操縱？

 有求必應？

 只可賜福不賜禍？

你主導還是祂主導？

還上帝本相



詩篇4:7-8

你使我心裡快樂，

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
─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