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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退修營 

退修所為何事?我能慢慢⽣活? 

退修所為何事?甚麼是退修? 

  退修會常是教會在假期安排的活動，⽤意是讓信徒能在⼀⾄三天空間內對⾃⾝

靈性⽣命、事奉⼯作及彼此關係作出檢視，並加以調整更新，或重新聚焦使命與任

務，提升事奉質素，同時亦強化靈命。 

  按退修正意，乃安靜退下來，在神⾯前以誠實的⼼來察驗⾃⼰，了解⾃⼰靈命

景況，⾯對軟弱，所犯的罪或應作的使命未能作到，在神前懺悔，求祂赦宥，或賜

能⼒得以再上路。為此，真正的退修會是不會安排太多外在活動的，重點在於靜默

主前，以禱告、禁⻝、讀經、散步、睡眠等進⾏屬靈操練，以致整個⼈得以安息在

主懷中，享受與祂同⾏，⼼靈得舒暢滿⾜為主。 

  然⽽，正如你的提問，今天不少的退修會已被不少教會濫⽤了，各⾃巧⽴名⺫，

舉⾏種類繁多的活動，卻⼀概稱之為退修會，其實卻是⼀次郊外⼤旅⾏⽽已。為此，

我同意你的意⾒，要將⼤旅⾏與退修會再次作清晰區分。教會各組、部當事⼈必須

在安排前釐清此次活動⺫標是甚麼，若是以輕鬆，促進肢體關係或領家⼈歸主等稱

之為旅⾏；若以事⼯為主，則以退修檢討會稱之，退修會則純粹以安靜退省為主，

或要安排講道，則稱之為培靈進修會為宜。相信就不會太混淆，帶來不必要的錯誤

期望了。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04/ta96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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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慢慢⽣活? 

在這對速度過於迷戀的世界中，我們似乎很難完整且快樂的做完每件事情，朋

友的飯局總匆促結束、公司的加班是例⾏公事、與伴侶的性⽣活也快速消化，本是

享受甜蜜、喜悅的⽣活，但我們卻在不知覺中與竟忙碌為伍！？ 

Carl Honore 在演講內提起愛上慢活的重要性。試想，假使我們想將事情做得

更好、更有品質，我們會怎麼做？古⼈常⾔：「慢⼯出細活」，究竟這個「細活」與

「慢⼯」有什麼相應關係？快速的時代來臨，⼿機的快速撥出鍵、⻝物的簡單速泡、

溝通轉為便條化……等等，⾜以證明我們的時代，除了進步、簡化外，卻缺少了慢

慢傾聽的好品質。 

Carl Honore 提出了⼀個警⽰：「這種競⾛式的⽣活⽅式對我們其實是有傷害性

的。」如此地沈浸在崇拜速度的⽂化中，我們忽略了⽣命各⽅⾯所要付出的代價，

健康、飲⻝、⼯作、甚⾄是關係上，環境上以及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更是不⽤提及，

有時候我們需要⼀個警⽰，但通常這個警⽰卻⾮好現象，舉例來說：疾病的爆發、

⼼靈的「我再也受不了」的呼喊、與朋友或情⼈的關係凍結等等，泡影試的⽣活漸

漸發⽣，如果你逐漸意識到這些警⽰，並問該怎麼解決？答案很簡單：「耐⼼」將是

絕妙良⽅！ 

難道不是嗎？因為沒有時間好好按⼿機，所以使⽤快速撥號；沒有時間吃飯，

進⽽⻝⽤漢堡和泡麵；沒有空閒與情⼈甜⾔蜜語，回家累暈了便轉頭就睡，如果耐

⼼，是通往成功的⼀個良⽅，那麼速度減慢，似乎是必要性的抉擇。 

Carl Honore 的讚賞慢活，並⾮要將⽣活的速度全盤慢化，⽽是要去提醒在⽣

活時，我們忘記讚賞⾃⼰、讚賞⼯作、讚賞情⼈，現在，如果你思考世界是如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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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此快速？通常我們會想到城市化、消費主義、⼯作環境、科技等，若先撇開這

些不談，卻可能發現更深層的問題核⼼—「我們如何看待時間」。 

班傑明富蘭克林：「時間就是⾦錢」，這似乎是事實，卻也創造了⼀個⽅程式：

時間是稀少的，於是，我們加快速度；我們試著在極限的時間內做更多事，我們把

每天每刻轉變成⼀場朝向終點線的賽跑，有趣的是，這個終點線我們永遠也抵達不

了！ 

假若你沒有勇氣從快速思維中跳脫，幸好，全球已經有了對「快總是⽐較好」

的⽂化有所反動，全世界，都有⼈在做讓我們意想不到的事：他們在放慢速度，雖

然⽼⼀輩的智慧說如果放慢速度，將被時代拋棄，但事實上結果卻是相反的。在正

確的時候放慢速度，我們發現可以把事情做的更好、能吃的更好，性⽣活更和諧，

⼯作品質也提升，甚⾄活得也更好。 

「國際慢活運動」正在世界各地進⾏。義⼤利，發起了慢⻝運動，細細咀嚼⻝

物，⼼存感恩，反⽽更能使⼼情愉悅，他們甚⾄發起了慢性性愛活動，實驗結果是：

親密感增加外，⼼情更為喜悅，瑞⼠、丹⿆和芬蘭為全世界最有競爭⼒的國家前六

名，但他們的⼯作時數短到讓⼈忌妒，因為有更多的空間休息，更使得他們⼯作時

更專⼼更成功，某種程度上，這些改變將產⽣⼀加⼀⼤於⼆的功效！ 

因此，如果你願意做得少⼀些，選擇扎實，並給事情多⼀些時間，好好享受事

物，品味事物，甚⾄是放鬆，⽣活將會活得更好更有品質，事實上，慢活的根本基

⽯是「掌握速度，⽽不被速度掌控。」想過得更好？就貪⼼慢活！ 

 

http://tedxtaipei.com/articles/carl_honore_praises_slow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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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才能快活 

他四⼗歲左右，畢業名校有可觀的收⼊，旅⾏過四⼗多國，既是⼀名⾼階主管，

也是⼀位背包客，在兩個領域都相當成功，他笑著說⾃⼰善於計畫與掌控時間。 

他喜歡求知，⼀有空就會⼤量閱讀，特別是成功學、名⼈傳記，但最近開始閱

讀禪修的書籍，說這樣會讓靈魂平靜。 

他幾乎沒受過任何打擊與挫折，因為⼀直⼩⼼地保護著⾃⼰，像是⼀隻⽣⼈勿

近的獅⼦， 

要拓展職場能⼒就去認識那些企業家；要增廣世界觀就去認識那些旅⾏家。 

他把這些⼈當成家⼈，⽐親⼈還親。 

然⽽，他最近經常⼼事重重，事業與⼈⽣都步上軌道，但還是感到不滿⾜，所

以急於在⼼靈世界做更多投資。 

他說⼈⽣中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事，只有失敗者才會認輸。 

除了可以讓⾃⼰增⻑能⼒與視野的事之外，其於⼀率不愛。 

他問我是否有經歷過相同的煩惱？ 

我搖搖頭，因為從來就沒有如此成功過，所以沒有成功者的煩惱，但我聯想到

⼀個故事： 

從前有⼀頭騾⼦，牠從⼩就在磨坊拉⽯磨⼯作，很盡責的⽇復⼀⽇繞著⽯磨兜

圈⼦。 

⼗多年後，牠⽼得再也拉不動⽯磨，於是主⼈說： 

「你⼯作了⼀輩⼦，現在⽼了也該退休了不必再⼯作了。」接著把牠繫在⼀棵

樹下，讓牠每天就躺在樹下吃草、睡覺、呼吸新鮮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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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樣的單調⽇⼦騾⼦活不下去，牠每天還是繞著樹兜圈⼦，⽇復⼀⽇...... 

有位印度哲⼈說：「⼤部分的⼈都在尋求問題的解答，我們關切的是解答⽽⾮問

題本⾝。」 

我們想得到⼀個結論，並且會尋求擺脫煩惱的⽅式，想藉由答案來逃避煩惱。 

我們不去觀察煩惱本⾝，反⽽想探求⼀個令⾃⼰滿意的答案。 

我們會找到⼀個令⾃⼰滿意的答案結論，然後就會認為已經解決了煩惱。 

其實我們只是⽤答案把煩惱遮蓋住，煩惱仍健在。 

如果有天遭遇⼯作或旅⾏追尋無法再提供⼈⽣答案的焦慮，該怎麼辦？ 

我的經驗是「慢活」，讓⽣活的焦慮源都緩下來，直到最後停⽌，無論是⽣理或

⼼理。 

要讓過熱引擎冷卻的最安全⽅式就是減速或直接熄⽕，但後者過於極端。 

唯有⼼智活動整體安靜下來，不再⾃動⽣產焦慮，⼈才能從煩惱之中解脫出來。 

住在鄉村或海邊的⼈都喜歡看⼭看海看天空，他們很少有煩惱，因為欣賞⾵景

的當下已讓⼼智活動緩下來，⾝⼼靈彷彿融⼊靜⽌的景⾊裡。 

沒有煩惱，何需解決煩惱。 

慢活，才能快活。 

 

http://www.read-life.com/2016/06/20/%E6%85%A2%E6%B4%BB%EF%BC%8

C%E6%89%8D%E8%83%BD%E5%BF%AB%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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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祈禱的⽅法 - 同意上主臨在的祈禱 基廷著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四⼗六篇 10 節 

默觀祈禱 

我們可能認為祈禱是⽤⾔語去表達我們的思想或感情，但這不過是祈禱的其中⼀種

表達⽅式。在基督教傳統中，默觀祈禱(Contemplative Prayer)被視為純粹從上主

⽽來的恩賜。這是⼀種以超乎思想、語⾔和情感的⽅式，把我們的思想和⼼靈–我們

整個⼈–敞開給那位屬於終極奧秘的上主。我們藉著恩典把意識開放給上主，並憑著

信⼼曉得在我們裏⾯，與我們的關係較諸我們的呼吸、思想、抉擇，甚⾄是意識還

要親密。 

歸⼼祈禱 

歸⼼祈禱的⽅法，是為了幫助我們培養默觀祈禱，它預備我們的官能領受這份恩賜。

這⽅法嘗試以現代的⽅式介紹先賢的教導。歸⼼祈禱不是要取代其他的祈禱⽅式，

它其實會為其他祈禱⽅式賦予新的亮光和更深層的意義。它既是與上主的關係，也

是⼀種促進這關係的操練。這種祈禱⽅法是超乎說話的層⾯，與基督⼀同進⼊與的

契合。 

神學背景 

跟所有引領⼈進⼊默觀祈禱的⽅法⼀樣，歸⼼祈禱的源頭是內住在我們裏⾯的三⼀

上主:⽗、⼦、靈。歸⼼祈禱的焦點，在於加深我們與永活的基督的關係。這祈禱也

建⽴信仰的群體，把肢體連結在彼此的友誼和愛中。 

歸⼼祈禱的根基 

在基督教傳統中，聆聽上主在聖經的說話(Lectio Divina，即聖⾔誦讀)是培養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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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情誼的不⼆法⾨。這種聆聽經⽂的⽅式好像與基督交談，由提出交談的話題。當

我們每天這樣與主相遇，反覆思量的說話，我們跟的關係便可從泛泛之交進深，以

⾄培植出友情、信任和愛。在這祈禱中，說話漸漸變得簡單，繼⽽進⼊契通。⼤貴

格利(Gregory the Great)(第六世紀)就以「安歇在主裏」(“resting in God”)去

概括基督教默觀傳統的要義。在主後的最初⼗六個世紀中，這是基督教古典傳統賦

予默觀祈禱的意義。 

耶穌智慧之⾔ 

歸⼼祈禱是以耶穌在登⼭寶訓的⼀段智慧之⾔作為依據:「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

內室，關上⾨，向在隱密中的天⽗禱告。那位看得⾒你在隱密中做事的天⽗⼀定會

奬賞你。」⾺太福⾳六章 6 節(現代中⽂譯本) 在基督教傳統中，歷代先賢的著作也

豐富了默觀傳統，他們包括約翰賈仙(John Cassian)、《不知之雲》(The Cloud of 

Unknowing)的不知名作者、Francis de Sales、阿維拉的⼤德蘭(Teresa of Avila)、

⼗架約翰(John of the Cross)、⼩德蘭(Therese of Lisieux)和梅頓(Thomas 

Merton)。 

歸⼼祈禱指引撮要 

1. 選擇⼀個禱語(sacredword)，這是⼀個記號，代表你願意上主臨在並在你裏

⾯作⼯。 

2. 以舒適的姿勢坐下來，閉上眼睛。稍稍安頓下來，輕輕地帶出禱語，作為你

願意上主臨在並在你裏⾯作⼯的記號。 

3. 當想到雜念，只管輕輕地回到禱語中。雜念包括⾝體的感覺、意象和思想。 

4. 祈禱結束時，讓⾃⼰繼續閉上眼睛，安靜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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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祈禱指引 

1. 選擇⼀個禱語(sacred word)，這是⼀個記號，代表你願意上主臨在並在你裏⾯

作⼯。 

2. 禱語表達我們願意上主臨在，並在我們裏⾯作⼯。 

3. 你可作簡短的禱告，祈求聖靈賜下由⼀個⾄兩個字組成的禱語，例如上主、耶穌、

爸爸、阿⾨、愛、聽、平安、憐憫、放下、靜、信、倚靠。 

4. 除了禱語，也可以內⼼凝視著上主的臨在，或留意⾃⼰的呼吸作為記號，這可能

對某些⼈來說更為適合;應⽤於禱語的指引同樣適⽤於這些記號。 

5. 禱語的神聖之處，不在於其內在意義，⽽在於我們賦予它的意義，就是它表達了

我們渴望和同意主的臨在。 

6. ⼀經選定了要⽤的禱語，便不要在祈禱中更，因為這樣會帶來更多的雜念。 

 

 

 

 

 

 

 

 

http://www.champagnat.org/shared/LaValla2017Emili/cp-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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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夫與富⼈的故事 

⼈的⼀⽣到底在追求什麼 

⼀個美國商⼈坐在墨⻄哥海邊⼀個⼩漁村的碼頭上，有個墨⻄哥漁夫划著⼀艘⼩船

靠岸。 

⼩船上有好幾尾⼤⿈鰭鮪⿂，這個美國商⼈對墨⻄哥漁夫能抓這麼⾼檔的⿂恭維了

⼀番，還問要多少時間才能抓這麼多？ 

墨⻄哥漁夫說：「才⼀會兒功夫就抓到了。」 

美國⼈再問：「你為甚麼不待久⼀點，好多抓⼀些⿂？」 

墨⻄哥漁夫覺得不以為然：「這些⿂已經⾜夠我⼀家⼈⽣活所需啦！」 

美國⼈⼜問：「那麼你⼀天剩下那麼多時間都在幹甚麼？」 

墨⻄哥漁夫解釋：「我呀？我每天睡到⾃然醒，出海抓幾條⿂，回來後跟孩⼦們玩⼀

玩，再跟⽼婆睡個午覺，⿈昏時晃到村⼦裡喝點⼩酒，跟哥兒們玩玩吉他，我的⽇

⼦可過得充實⼜忙碌呢！」 

美國⼈不以為然，幫他出主意，他說：「我是美國哈佛⼤學企管碩⼠，我倒是可以幫

你忙！你應該每天多花⼀些時間去抓⿂，到時候你就有錢去買條⼤⼀點的船。⾃然

你就可以抓更多⿂，再買更多漁船。然後你就可以擁有⼀個漁船隊。到時候你就不

必把⿂賣給⿂販⼦，⽽是直接賣給加⼯廠。然後你可以⾃⼰開⼀家罐頭⼯廠。如此

你就可以控制整個⽣產、加⼯處理和⾏銷。然後你可以離開這個⼩漁村，到墨哥城，

再搬到洛杉磯，最後到紐約。在那裡經營你不斷擴充的企業。」 

墨⻄哥漁夫問：「這⼜花多少時間呢？」 

美國⼈回答：「⼗五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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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哥漁夫問：「然後呢？」 

美國⼈⼤笑著說：「然後你就可以在家當皇帝啦！時機⼀到，你就可以宣佈股票上

市，把你的公司股份賣給投資⼤眾。到時候你就發啦！你可以幾億幾億地賺！」 

墨⻄哥漁夫問：「然後呢？」 

美國⼈說：「到那個時候你就可以退休啦！你可以搬到海邊的⼩漁村去住。每天睡到

⾃然醒，出海隨便抓幾條⿂，跟孩⼦們玩⼀玩，再跟⽼婆睡個午覺，⿈昏時，晃到

村⼦裡喝點⼩酒，跟哥兒們玩玩吉他囉！」 

墨⻄哥漁夫疑惑的說：「我現在不就是這樣了嗎？」 

⼈的⼀⽣，到底在追求甚麼？ 

那你的⼀⽣，到底在追求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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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覺是甚麼？」 

澄⼼的感受敞開歷程 

35 年前，Eugene Gendlin 即宣稱:「⾝體是潛意識」，當時嚇著了他在芝加哥

⼤學的同事；他加⼊ Carl Rogers 以當事⼈為中⼼療法團體時，經過反覆研究⽐較

案例的錄⾳，發現能在諮商晤談中經常注意⾃⼰當下體驗的當事⼈，⽐較能有所改

變並向前跨出去；不關注⾃⼰感受，⼀味理性分析或被情緒淹沒的當事⼈，⽐較不

易好轉。 

Gendlin 說:「覺得不對時，隨之⽽來的...必有⼀種朝向正確的⽅向感…每種不好

的感覺，都是⼀種追求更正確存有⽅式的潛能。」他將個⼈看做⼀個「不斷向前發

展的歷程」，⽽不是問題、病症的過程，因⽽發展出六步驟以協助⼼理諮商的歷

程:(focusing ⼜譯成⽣命⾃覺之道、聚焦⼼理) 

1. 騰出空間(clearing a space) 

2. 體會深感(felt sense) 

3. 把⼿命名(handle) 

4. 共鳴感應(resonating) 

5. 叩問(asking) 

6. 領受(receiving) 

如果說⼈的感受像⼀塊豐富複雜的掛氈，是由許多條知、情、意的線所織成，往

往我們的多層次質地感受，遠多於當下所能理解與表達的。此內在的體驗，是種完

整但卻被壓縮、模糊、難以⾔喻的深感(felt sense)。 

澄⼼是使內隱的深感意義進⾏外顯的⼀種過程。如何契⼊「當下」的經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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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主導思維與情感的模式以敞開深感呢?有下述三個階段: 

1. 放寬注意⼒去感受情狀的整體深感(騰出空間、清⼼) 

2. ⽤⾝體核對，直接契⼊深感探索(體會深感、命名) 

3. 連續⽤不同⾓度，⽤⾝體感知深感，使其外顯⽽開朗。(共鳴感應、叩問) 

Ann Weiser Cornell 教我們辨認三種存在的狀態來「活在當下」: 

• 分辨黏著、認同(merge, identified)，例如:「我是⽣氣的」 

• 分辨放逐、疏離(exiling, dissociated)，例如:「我不喜歡它，我要擺脫它(關

於我在⽣氣，它會妨害我)」 

• 當下臨在(presence)，可以和所有被覺知到的內在經驗建⽴關係，不偏袒任

何⼀⽅，單純地承認每⼀部分的存在，並給予友善的關注。 

在⽇常⽣活中，讓我們暫停(pause)下來，花點時間凝神諦聽⾝體全然的、整體的、

不清楚的動靜，以當下臨在的態度和模糊的感受保持接觸，為新浮現上來的某種東

⻄守護空間；如此，習慣性的⾃動化反應就有機會解構，⼼靈深處得以展開，直到

更深層更智慧⾃我訊息的到來。 

 

 

 

 

 

http://www.jcf.org.tw/245902717132838328932083922312303403288238899

--365233963630693369472451529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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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fegospel.org.hk/Templates/remember_qt/booklets/personal

%20retrea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