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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身為教育前線的我們總是以為，

自己的生活還算順利，有時小小的失

落與沮喪不過是人生歷程中必然的過

程。平日忙於教學工作，多年教學經

驗讓我們能夠有條理地將工作安排妥

當；但回家後只覺疲憊，跟家人只有

淺淺幾句交談，總覺大家上學上班都

累了，好好休息才是最重要的。 

某些時刻突然一陣空虛失落感襲

來，莫名陷入沮喪中，即使理智的轉

移注意找點事做做忘了它，總無法全

然釋懷，常不耐煩或發脾氣，負面情

緒像漩渦將自己的心情不斷捲入。羅

斯．哈里斯(Russ Harris) (2009)提到我

們的想法負面成分約佔了百分之八

十，越想控制或掙扎反而越陷越深，

隱藏和逃避只有暫時收效，沮喪和無

助感反而在下次失落時浮上心頭，看

似有序生活的背後藏著一些不滿情

緒，常常躲在角落伺機而動。 

身為教學者又是成人，尚且在情

緒處理上如此無助，孩子身心發展尚

未完全，如何能夠要求他們做好情緒

管理呢?偶然拜讀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 、 約 翰 ． 蒂 斯 岱 (John 

Teasdale) 、 辛 德 ． 西 格 爾 (Zindel 

Segal)、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的

著作：《是情緒糟，不是你很糟-穿透憂

鬱 的 內 觀 力 量 (The Mildful Way 

through Depression–Freeing Yourself 

from Chronic Unhappiness)》，透過正念

練習調適情緒與減壓的方式令人好

奇，書中介紹的「正念減壓療法」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簡稱 MBSR，奠基於內觀冥想練習，

乃是卡巴金博士於 1979 年所發展的減

壓方案，可協助虛弱的病患處理壓力

及疼痛。經科學驗證能改善心理問題

產生的負面情緒，達到療育效果。但

透過閱讀方式練習難免疏漏，幾次簡

單體驗後便束之高閣。幸運的，在研

究所進修時得以學習正念教育課程，

決定親身體驗印證此書所指正念療育

的內觀力量，學習理解情緒的產生及

面對情緒的正確態度與方法，依照教

授在課程引導練習，再對照書中內

容，產生共鳴更激發高度學習興趣，

期許培養良好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從

自己的體驗與身教做起，融入教學情

境中，進而協助孩子學習覺察、感知

與紓解負面情緒與壓力。 

二、八週穿透情緒歷程 

(一) 發現新的生活態度 

第一週在充滿期待與好奇中進行

呼吸練習，透過身體覺察到呼吸氣流

長短粗細和空氣進出身體的變化，習

以為常的事物蘊藏著大大的學問。觀

察中常冒出念頭想著待辦事項或現在

幾點，彷彿被時間和事情控制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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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書中所指的：行動模式讓人聚焦在

我想成為的樣子(馬克．威廉斯等，

2010)。想完成正念練習的「任務」，卻

幫倒忙的跑出更多念頭，反而察覺不

到真正當下的樣子。在生活正念練習

中，專注運用身體的觸覺、視覺、聽

覺、味覺、嗅覺去觀察日常生活，能

輕鬆愉快的享受梳頭、洗澡的感受並

樂在其中，不再是平淡無奇的生活過

程，進而發現新的生活態度：停下腳

步觀察活在當下的自己，沒有評價與

期待，只是觀察。 

(二) 尋找生活中的感動時刻 

第二週對正念呼吸觀察較為熟

稔，不需刻意安排，即便小空檔也能

定心觀察呼吸，生活大小事都試著用

正念方式專注當下體會感受。當清清

楚楚地去做一件事，會發現平常沒有

被看到、聽到和感覺到的事物，如同

馬克．威廉斯等(2010)書中第三章「吃

魚體驗」對讀者的提醒：不帶批判、

專注於事情本來的面貌因而產生的覺

察，可以讓我們從「行動」的狀態提

升到「同在」的狀態，運用更有智慧

的方式，全心全意地用身體和感官來

使用注意力，藉此轉換了經驗的本質。 

(三) 理當愛自己，氣息轉換中面對不

愉快 

第三週功課突然變多了，產生很

大的壓力，攪亂作息和情緒慌亂，正

念方式觀察身心狀況：入睡困難、精

神不集中、腸胃不適、焦慮不安、對

身邊的人不耐煩，經常想著待辦的事

情用餐，渾然不覺吃了什麼食物，投

入了自動導航的行動模式中。直至站

在體重機上才驚覺：行動模式竟是體

重增加的元兇啊！越想努力的平靜觀

察呼吸，念頭的訪客就越多，內心也

會產生失落感。想起了老師的指導話

語：放下期待和想法，讓想法如白雲

自由來去(黃鳳英，2010)，輕輕帶回自

己接受和面對的態度，提醒自己從呼

吸練習中觀察自己當下狀態，而不加

諸期望，正如書中提及：需要的是意

願而非強迫(馬克．威廉斯等，2010)。

透過對自己慈悲觀想練習，發現從未

祝福鼓勵的自己，清楚地意識到「我」

是存在的，愛自己是理所當然的，要

先學會珍愛自己！ 

(四) 施與受的心情 

對他人的慈悲觀想練習，從自身

感受當下，再觀想對他人做慈悲祝福

(黃鳳英，2015)，明明是要施予出去的

心願，不知為何好像自己也被祝福到

了，心情變得好溫暖。與人交談時專

心聆聽不加入自己批判想法，較能以

開放的態度和耐心面對，彼此交談變

得愉快多了。當念頭縈繞飄忽在心

時，不自覺長長吸入一口氣，再慢慢

帶回注意力，情緒會慢慢平穩。誠如

馬克．威廉斯等(2010)書中所言，吐氣

是一次釋放，藉此平靜下來。有意識

地認識心念想法的流轉特質，正提醒

我們已經把注意力拉回當下。因此體

悟到：正念練習是清楚發現自己、了

解自己「正在活著」的狀態，並完全

慈悲、開放的接納自己的此時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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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諒他，還是釋放自己 

這週的大挑戰是對傷害自己的人

做慈悲觀想與祝福，進行觀想中，一

幕幕受傷害的畫面如走馬燈般浮現眼

前，內心極度抗拒不願給予對方祝

福，雖知應放下瞋恨的心，卻很難全

心投入，胸口壓迫，嘴唇緊閉，身體

無法放鬆覺得疲憊，恰似馬克．威廉

斯等(2010)所描述的，上演了一場大腦

控制權爭奪戰，把痛苦情緒當作敵人

而想逃跑。幾回練習後之想法：討厭

的感覺對方完全不知道，感到不舒服

的只有自己，對方只是一般人，不試

著放下只有為難自己。轉念至此身心

狀況倒輕鬆些了，能夠原諒傷害自己

的人，等於是從瞋恨牢籠中釋放自我

吧！ 

(六) 三分鐘足矣 

三分鐘正念呼吸空檔練習的體

驗：某些時刻覺察自己產生煩躁情

緒，立即進行三分鐘呼吸空檔，察覺

自己擔心的事情與想法，身體狀態僵

硬、胸口鬱結、呼吸濁重。經由觀察

身心逐漸平穩放鬆，清楚了解自己的

心理狀態並以開放的心接受、包容當

下，不再試圖控制、逃避使自己與負

面情緒與想法｢認知脫鉤｣ (羅斯．哈里

斯，2009)，避免情緒失控。馬克．威

廉斯等(2010)在書中提到十三世紀詩

人魯米（Rumi）的《賓客之屋》中有

幾行詩句：「某些時刻的覺醒到來，就

像意料之外的訪客。歡迎並且禮遇他

們！」，大腦中的想法在行動模式中不

斷出現，經常扮演稱職的記事系統，

欲完成待辦事項的意念使焦慮情緒油

然而生，透過三分鐘的正念呼吸讓想

法在純然的覺察中自我釋放，改以熱

誠、包容態度接納它，受困的心因而

重獲自由！ 

(七) 仰望還是俯瞰 

高山正念藉由觀想山林畫面，感到

穩定、堅強、包容及接納，頭頂有如山

巔，向下俯瞰寰宇，如同居於高處而無

所畏懼。換個視角仰望高山，高大、穩

重及開放無門的山路隨時歡迎進入山

林，感受到山的堅毅，誠實勇敢的面對

自己真實的情緒而不為想法蒙蔽。 

(八) 行禪和無揀擇的旅程 

第八週自由安排練習，在旅途中專

注行走，感覺步伐移動的同時，對周遭

環境開放身體去感受，當耳朵聽見鳥鳴

時，抬頭看見電線上八哥鳥在唱歌，觀

察當下自己是放鬆愉悅的，轉角見到刺

眼的陽光時深吸一口氣，渾身感到暖暖

的，內心放鬆而舒暢，車聲、人影隨之

而來，開放自己感官，好奇、熱忱覺察

周遭而不帶評價是有趣的，即使十分鐘

路程走了二十分鐘，遠遠超越平時行色

匆匆的無感，體驗到的豐富感受，獲得

開朗的心情！ 

三、結語 

黃鳳英(2015)分享正念經驗，當緊

張或遇到困難時，三分鐘呼吸正念成

為好友，幫助覺察自己當下的真實感

受；生活正念與身體掃描發掘生活的

豐富經歷與多元的身心感受。八週正

念體驗幫助開啟心門，學習真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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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與慈悲的心面對自己和他人，如同

馬克．威廉斯等(2010)所提醒的：學習

有效的回應想法，和想法與感受為友。 

回顧平日幼兒園教學工作，面對

繁瑣的課程與幼兒生活大小事務難免

心浮氣躁，壓抑控制的情緒卻在內心

累積焦躁沮喪，回到家總是疲憊不

堪，因而對自己感到不滿失去自信。

不禁自問：這樣的我要如何冷靜地帶

領學生學習情緒管理呢? 

這珍貴的八週正念體驗，除了帶

給自己全新的身心體驗，藉由正念的

技巧和態度穿透情緒桎梏，感受到生

命當下的珍貴。班上的孩子年紀小，

情緒發展尚未成熟，更需要成人穩定

的情緒態度，展現優質的身教、言教

來引導覺察、感受情緒本質(黃鳳英，

2016)。從呼吸正念練習中學習接納想

法情緒；高山正念練習培養面對困境

時具備正向態度，讓自己擁有安定的

良好情緒；慈悲觀想練習促進孩子對

周遭他人發展關懷及理解的能力。運

用正念技巧專注觀察呼吸，自不斷湧

出的各種想法中按下暫停鍵，重新調

整負面或失控激動的情緒，相信能幫

助孩子以適當的方式表達情感，有益

身心健康與良好的人際發展，提升幼

兒學習效能與品質。 

人的心智會不斷產生各種想法，

那些想法牽引注意力在念頭中，讓人

無法活在當下(羅斯．哈里斯，2009)。

不論是正面或是負面，想法只是想

法，像火車上見到的窗景不斷流動轉

換，不論風景美醜都只是短暫的停

留，在座位上欣賞窗外的才是真正的

我。學會面對自己和覺察真實感受，

提醒自己以正念的態度生活著，八週

初體驗已經打開穿透情緒之路，將來

進一步鑽研兒童正念課程，學習正確

的方式引導孩子練習正念，將自身所

感受驗證的美好經驗傳遞給孩子，期

許自己朝向未來的正念教育之路，覺

察並珍惜每一個此時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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