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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壓力夾擊 父母出路係邊?
現今為人父母實在不易，一方面要肩負管教子女重任，
另一方面也要面對工作壓力及家人關係等問題。這些「
內外夾擊」的壓力，是許多本港家長都要面臨的困境。
發現有生活壓力的被訪爸爸達73.7%，較前年調查的72%

輕微上升。受訪者壓力主要來自經濟問題（25.7%）、
工作壓力（24.6%）及健康問題（16.6%）。

17年三月初，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以網上問卷方式
向304名育有12歲或以下子女的母親進行「媽媽壓力指數
」調查，三成多受訪母親分數高於14分的精神健康警戒
線，需要接受心理輔導。亦有五成半受訪母親覺得情緒
低落和不開心，四成半受訪母親因擔憂而失眠，更有逾
四成受訪母親對自己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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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壓力調查 最憂子女升學就業
開學不止學生感到壓力，家長的壓力也不少。有團體訪
問逾八百名家長，了解家長在照顧子女和在家庭內外面
對的壓力，發現受訪家長壓力評分最高的項目，依次是
子女的升學或就業、子女的身體健康和子女的學業成績
，而母親所面對的壓力較父親大。

此外，女性在大部分項目的壓力評分均比男性高。有七
成受訪母親表示在照顧子女上，經常出現容易煩躁或發
怒，另有近六成二人表示經常感到疲倦和乏力，但父親
分別只有四成二和五成六人有同樣情況。有家長更表示
，父親和母親在照顧子女上，價值觀和要求有明顯差距
，進而形成兩者矛盾。

(星島日報 20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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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家長齊緊張 學友社調查：
僅15%家長予正面壓力

調查結果又顯示，近四成半受訪者指家長有給予他們壓
力，當中約三成認為是負面的壓力，只有約一成半認為
家長給予正面壓力，比去年下跌3%。不過，除了考生感
到有壓力外，考生家長也面對著壓力。

學友社在今年一月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訪問約2000名
應屆考生的困難與壓力，近四成半受訪者指家長有給予
他們壓力，當中約三成認為是負面的壓力，只有約一成
半認為家長給予正面壓力。

(香港01 2019-03-31) 5





世界會否有耳朵在靜聽
福音怎會到窄巷沒共鳴
世界會否有眼睛在做證
街燈只會照亮誰的山徑

你也會問天怎麼不公正
哪樣法則決定誰優勝
任由你再努力
跟獎賞不相稱
何日會露曙光
何事會頓變泡影

地球不知道我們的哭笑
只分配太陽的普照
追不到以前的分秒
可否變眼前的飛鳥
背負石頭怎麼上路
無論你極渺小
步履輕快才重要

假使你似孩子知足了
可不可以有童真的歡笑
如果可以似孩子的蹦跳
不必牽掛你明天的需要
變幻未來怎麼意料
唯願你望鏡子自信的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b301-jQe0



今天工作坊概覽

學習目標:

認識及學習自我關懷/自我疼惜(self-compassion)
，面對教養及生活上的壓力、挑戰、挫折、困難
及失望時，學習關顧善待自己、接納自己有負面
情緒及不足(不完全)、實踐活在當下，讓生命重
新得力，從而更有力的與孩子同行。

今天流程:

• 什麼是自我關懷(自我疼惜)? (20分鐘)

• 學習及實踐自我關懷的三個要素 (60分鐘)

• 自我關懷量度表、一些研究及應用 (15分鐘)



自拍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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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通常如何待(看)自己?
1.你是否經常(常常)批評自己生活的某些部分

(例如: 外表、工作、關係、家庭、生活等）？

2.當你注意到自己某些缺點(不足)時，你會是苛

責自己、或是能保持寬容理解的語調？

3.當你就自我批評自己生活的某些部份或個人的

某些缺點(不足)時，內在感受如何？

4.當生活遭遇挑戰時，你會如何對待自己？是否

容易忽略自己痛苦的事實、只聚焦於解決問題
？或者你會停下來照顧自己的身心狀態？

5.當事情變壞(不如意)時，你是否容易將自己孤

立隔絕、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痛苦嗎？ 11





假設性破冰問題

假設你在教養子女上感到很大壓力，溝
通上常有衝突，你內心會對自己說什麼?

我真係唔 __________________

我唔應該 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自己 ________________

…… 

13



假設性破冰問題
假設你的子女在學習或社交上發展較慢
，身邊的家人及家長，說你不懂教子女
，你心中會否有何感受?

我真係唔 __________________

我唔應該 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自己 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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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 第十九章
3.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
留在那裡，

4.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樹下，就坐在
那裡求死，說：耶和華啊，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
不勝於我的列祖。

5.他就躺在羅騰樹下，睡著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
吃吧！

6.他觀看，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7.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
的路甚遠。

8.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到
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15



列王紀上 第十九章
9.他在那裡進了一個洞，就住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
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做什麼？

10.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
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
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1.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
那裡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
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12.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13.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有聲音
向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做什麼？

14.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
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
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6



什麼是自我關懷?
先想想我們如何關懷他人(家人、親人、朋
友及同事等等)?

1.你注意到他人面對的困苦或傷痛

2.你感受到他人的困苦或傷痛而回應

3.你心中關懷及意欲協助受困苦或傷痛者

4.即使他人面對失敗及有過失，你也以

仁慈及體諒關懷而不是嚴厲判斷他/她

5.體會他人的困苦、失敗及不完美是人類的
共同經驗

17



關懷他人的思考

假設你朋友在教養子
女上感到很大壓力，
溝通上常有衝突，你
會用什麼說話鼓勵支
持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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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他人的思考

假設你朋友的子女在學習或社交上發展較
慢，她身邊的家人及家長，說她不懂教子
女，你會用什麼說話鼓勵支持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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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自我關懷?
1.你注意到自己面對的困苦或傷痛

2.你感受到自己的困苦或傷痛而回應

3.你心中關懷及意欲協助在困苦或傷痛
中的自己

4.即使自己面對失敗及有過失，你也以

仁慈及體諒關懷而不是嚴厲批判自己

5.體會自己的困苦、失敗及不完美是人
類的共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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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關懷的反思
很多時候，我們比較容易對於
受苦的他人感覺同情、想要安
慰或幫助對方，但卻忘了在自
己受苦時照顧自己的感受。

而「自我關懷」，就是指當自
己遭遇到困境、失敗、或感覺
到不喜歡自己某個部分時，可
以用同情他人的態度∕行動來
對待自己。不要只是忽略自己
的痛苦、只想咬緊牙關撐過。 21



自我關懷並不是 …
1.自憐/自怨自艾 (self-pity) :自我中心地誇

大自己的困苦(自己是最痛苦那一位)，並

抽離自己。

2.自我放縱 (Self-indulgence) : 因害怕面對

困苦及傷痛而選擇逃避及放縱，祗顧眼前

及短視的享樂。

3.自尊膨脹 (Self-esteem) : 基於自我的評審

要將自己達到平均之上，不滿別人的批評

，很受最後的成與敗/得與失影響。 22



培養自我關懷的三個要素

23
靜觀當下 善待自己 共同人性



自我關懷的三個要素
要素 解釋

靜觀當下 你需要注意到自己的痛苦，試著以平衡觀點
觀察自己的負向情緒，不去壓抑或放大那些
感覺；保持不判斷、接受的心態，去觀察自
己的感覺及情緒，不嘗試抑制或否認。

善待自己 經歷困難是生命無可避免，所以在遭遇失敗
時，給自己多些寬容與理解，先溫柔善待自
己，而非只是憤怒自責，無情地批評自己的
不足或缺點。

共同人性 當事情不如所願而挫折時，經常伴隨不理性、
蔓延的隔絕感，似乎自己是唯一受苦或犯錯
的人。然而，我們都是凡人，挫折及不完美。
所有人都會經歷、並非只發生在你。



靜觀當下
要進行自我疼惜，你需要注
意到自己的痛苦。試著以平
衡觀點觀察自己的負向情緒
，不去壓抑或放大那些感覺
；保持不判斷、接受的心態
，去觀察自己的念頭和感覺
，不嘗試抑制或否認。同時
，也練習不過度認定、不執
著於那些念頭和感覺；讓它
們流過，而不是被困住。

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IJ_PZqEVo



靜觀當下的練習及反思
五分鐘靜觀式自我關懷練習

1.先放鬆，閉上雙眼，安靜自己的心

2.試想想你現在生活(家庭)上，面對的一

個困難，並會令你感到壓力/挫敗/痛苦

3.讓自己感受那種壓力、傷心及不愉快

4.放鬆，心中告訴自己這些壓力、傷心
及不愉快是人生一部份

5.放鬆，安靜，心中跟著以下的禱告

(聆聽及接納自己) 27



靜觀當下的練習及反思

靜觀式自我關懷禱告

28

請在小組內分享一下你靜觀當下的感受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



共同人性
當事情不如所願而挫折時，經常伴隨不理性
及蔓延的隔絕感，似乎自己是唯一受苦或犯
錯的人。然而，我們都是凡人，脆弱且不完
美。受苦、挫敗及錯誤是人類的共同經驗，
所有人都會經歷，並非只發生在你。另外，
對於許多生命面向和生存環境，我們並沒有
絕對的選擇∕控制權，那可能受到很多先天
及後天因素的影響。去體認我們在社會脈絡
中必然的相互依存，讓失敗和人生困難不必
被視為個人獨有，而是可被同情和理解的。29



了解「共同人性」的活動

同坐一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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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人性的練習及反思
畫一張(寫一封)鼓勵自己的咭(信)

1.先放鬆，閉上雙眼，安靜自己的心

2.試想想你在某事或某方面上批判自己
(不足/失敗/挫折/不滿意)

3.嘗試想像你是一位自己有相同經歷的好友

4.以「好友」的身份畫一張咭寫幾句鼓勵的
說話，談及自己的不足、或感到挫敗，都是
大家的共同經驗，會與你一起同行及努力。

5.畫(寫)完後，把咭(信)自讀(互讀)一遍。31



善待自己
當你經歷困難、受苦、失敗及感覺自己不完
美時，請試著對自己保持溫暖與理解，而不
要忽略自己的痛苦、或自我批評。自我疼惜
的人會體認到不完美、失敗、經歷困難是生
命無可避免，所以會在遭遇痛苦時先溫柔善
待自己，而非只是憤怒自責。人不可能永遠
事事如意的，若否認、抗拒這樣的現實，會
增加自己的痛苦、壓力與挫折；若能學習以
同情及寬容自己的態度接受和面對現實，較
可能處之泰然。(但不代表不積極或不改進)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IJ_PZqEVo



善待自己的練習及反思
以善待自己的聲音減輕自我批評的聲音

1.先放鬆，閉上雙眼，安靜自己的心

2.試細心聆聽你自己在某事或某方面上批
判自己(不足/失敗/困難)的聲音

3.嘗試感受批判自己的情感

4.放鬆，嘗試以溫柔及關懷的聲音與自我
批判的聲音對話

5.嘗試以善待自己的聲音，鼓勵自己

6.作一個動作(擁抱)去關懷支持自己 34



善待自己的練習及反思

35

請在小組內分享一下
你善待自己的感受



其他自我關懷活動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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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risten Neff 奈夫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量度自我關懷 (中文版)

38http://www.selfcompassion.org/

http://www.selfcompass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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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自我關懷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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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lfcompassion.org/



自我關懷的一些研究

減少持續地自我批判
減少反覆思想負面的事情
減少自我抽離
減少焦慮及抑鬱
更有動力去學習改進及接受挑戰
更健康地去促使自己感覺良好(不比較)
更有效克服心中的傷痛及面對長期病患
更能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自我關懷與教養子女

家長及子女學懂愛惜自己，減少負面情緒
家長更有力量去面對子女成長的挑戰
家長更能體會及了解自己及子女的不足
家庭充滿彼此關懷，有良好的家人關係
更有效地發掘和欣賞家長及子女的亮點
家長及子女更主動積極地去尋求自我改進
家長及子女更能發揮自己長處彼此配搭
提升家長及子女長遠的身心靈健康



應用自我關懷

假設假設你在教養子女上感到很大壓
力和挑戰，你會怎樣應用自我關懷的
三個要素去鼓勵/支持你的孩子?

42



馬太福音 第三十六章
36.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
這裡，等我到那邊去禱告。

37.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

38.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
一同警醒。

39.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
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40.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
我警醒片時嗎？

41.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

42.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
你的意旨成全。

43.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44.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43



44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
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 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