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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修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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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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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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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aptist.org.hk/download/bimonthly/aug08_22_2.pdf


21世紀「屬靈人」的面貌

 縱然因應每一個時代的處境而稍有不同，但實
質的靈性生命是千古不變的，乃是以耶穌作為
我們追求靈性生命成長的模範：對神的愛慕、

信任和降服，時刻覺醒和活出與神共在的關

係。我們必須謹記耶穌臨終前的吩咐：「你們
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
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
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約十五4)

譚沛泉《21世紀屬靈人》



靈命成長目的

非為自我感覺良好

以基督的心為心 (靈性修持，39)

與上主建立共融關係 (出於恩典)

更活現信仰



靜。覺。誠。住 (靈性修持，p54, p66)

靈修操練是使我們保持覺醒，
可以聆聽及回應基督的呼喚。



默觀/靜觀的涵意Contemplation梅頓
(Thomas Merton)《默觀的新苗》p1

默觀是一個人的理性與靈性生活的最高表現，
它就是那生活的本體，全然清醒，充分活躍，
完全知道自己活著。它是個屬靈奇觀。它是對
生命存在的神聖本質油然而生的敬畏。它是對
生命、對醒覺、對存在的感激。它是個頓悟，
清楚認識到我們裏面的生命與存在是出自一個
看不見的、超越的、無限豐盛的源頭。默觀，
最重要的是，領悟到那源頭的實在。它認識那
源頭，朦朦朧朧的，無法解釋的，但又帶著一
種肯定，既超乎理智，也超越單純信心。



默觀/靜觀的涵意Contemplation

在靜默中意識上主一份專注

被愛所包圍

默然憇息主懷裡

親蜜的臨在



默觀/靜觀的涵意Contemplation

 Rowan Williams(英國聖公會大主教)：默觀是
禱告、教會禮儀、藝術、倫理的鑰匙，
是復甦的人性本質的鑰匙，這使我們
有能力地以自由去看見世界和其中的
事物~~從自我為主導、貪得無厭的習
慣和扭曲的理解中釋放出來的自由。



默觀祈禱的新包裝~歸心禱告



歸心祈禱的源流

 植根於耶穌：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

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馬太福音6:6) 

 “Here’s what I want you to do: Find a quiet, 

secluded place so you won’t be tempted to role-

play before God. Just be there as simply and 

honestly as you can manage. The focus will 

shift from you to God, and you will begin to 

sense his grace.



歸心祈禱 Centering Prayer

不是取代其他祈禱方法, 

乃是引領進深一種靜默的禱告方式,

預備領受默觀的恩賜經驗並享受上主同在

孕育個人與上主的關係



歸心祈禱 Centering Prayer

並非追求一種

自我滿足的感覺



歸心祈禱 Centering Prayer

領受的祈禱 Receptive Prayer

我們只管降服, 

而不要付出努力去達到

某一種情緒或官能上的效果

我們放下應該發生的期望

歸心祈禱的操練P118-119



歸心祈禱 Centering Prayer

祈禱完全是出於

三一上帝的自主

和主動的慈愛
-區伯平牧師



歸心祈禱 Centering Prayer

歸心祈禱幫助人

從 “我” 的本位歸向上主



歸心祈禱 Centering Prayer

• 以禱語~Sacred word~表記上主的臨在

• 舒適姿勢安坐，閉眼安靜

• 休息/安頓片刻，由外轉內

• 有雜念，回到禱語

• 時間10分鐘

• 回應祈禱/主禱文結束

• (每2分鐘提示，主禱文結束)



一個老農夫

俄國主教安東尼總主教：一個老農夫
常常花上好幾個小時，坐在小聖堂裏
一動也不動，什麼也不做，一天神父
走過來問他，這些小時內，你在做什
麼呢？老農夫回答說：我看著他，他
看著我，我們很快樂！

神妙的歸心祈禱——基督徒祈禱的古法更新
M. Basil Pennington熙篤會會士



要達到這種境界，除非我們學會某
種程度的安靜，要從唇舌的安靜開
始，然後感情安靜，心思安靜，身
體安靜。

神妙的歸心祈禱——基督徒祈禱的古法更新
M. Basil Pennington (潘寧頓神父)



但是如果我們想像自己可以從最高
的終點開始，就是從心與心思的安
靜開始，那就錯了。我們必須從唇
舌的安靜開始，然後安靜身體，意
思是學會入定，讓緊張消失



不陷入白日夢和鬆弛懈怠，而要像
俄國聖人所說的像調小提琴的琴弦
調音要調得恰到好處，發出正確的
音準，不能調得太緊，直到繃斷琴
弦，也不能調得太鬆，只能發出嗡
嗡聲



之後我們就得學習聆聽安靜，進入
絕對的安靜中，這時我們就會發現
啟示錄中的話成為事實：我站在門
外敲門



雜念

念頭

思緒

監視者

閃亮的思想

緊張思想
神妙的歸心祈禱——基督徒祈禱的古法更新
M. Basil Pennington熙篤會會士



歸心祈禱所要求的是超脫，是放下，
是離開某個我們向來親切認同的信念：
「我思故我在」，而讓上主使用我們
的思想，隨他擁有它們或放下它們。

神妙的歸心祈禱——基督徒祈禱的古法更新

M. Basil Pennington熙篤會會士



在靜觀祈禱中，沒有分心，只有思
想；而且思想是好的，只要我們放
下它們，讓上主按照他的意思用它
們就好了。

神妙的歸心祈禱——基督徒祈禱的古法更新
M. Basil Pennington熙篤會會士



祈禱是天國的開端，是單純的
享受上主，這是他做我們的目
的。

神妙的歸心祈禱——基督徒祈禱的古法更新
M. Basil Pennington熙篤會會士



歸心祈禱與人/工作/生活關係

對上主臨在的覺察

對己對人的覺察

減低對人/對環境的反應性行為
(reactive behavior)

提升對人的同感



我們怎樣認識自己，

就決定我們怎樣靈修。
譚沛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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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相信上主按你的所是(being)來
愛你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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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tio Divina/Divine Reading

聖言誦讀/屬靈閱讀



詩篇 1:2-3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
想，這人便為有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
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Lectio Divina/Divine Reading

聖言誦讀/屬靈閱讀



1st moment: Lectio (誦讀)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Reading the Word

◼Learning to be silent

◼Listening to the word

◼Being rece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2nd moment: Meditatio (默想)

Reflecting on the word of God…..

We ponder……

Letting the word speak

Repeating the word

Reflecting on the word

Allowing the word to penetrate 



3rd moment: Oratio (交談/祈禱)

Responding to the 

word of God until 

our hearts are 

touched



4th moment:Contemplatio (默觀)

 Being with 

 Letting self become 

silent

 Repeating the 

word

 Resting in God’s 

embrace 

Resting in God until our hearts leap to flame…



5th moment: Becoming a word of God



Lectio Divina/Divine Reading

聖言誦讀/屬靈閱讀

先讓聖言念在口中，
然後默念在意中，
繼而回應在心中，
最後是靜在神的愛
中。

張琴惠 中台神學院老師



Lectio Divina/Divine Reading

聖言頌讀/屬靈閱讀

必須甘心放棄這種「目標導向」的進
路，因為聖言誦禱的唯一目的就是藉
著聖言做為媒介，拿出時間和天上主
在一起。

Fr. Luke Dysinger, O.S.B 



Lectio Divina/Divine Reading

聖言頌讀/屬靈閱讀

靈性操練的終極目標不是使信徒們自我清
高，更不是勉強別人以你的靈性操練來成
長，因為每一個人的入門方式不一樣。靈
性操練的終極目標是使人更像基督，以謙
卑和愛帶動信仰群體，服侍社會，作忠心
的門徒。 余清傑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