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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作者序 

    這本小書是多人貢獻的結果。我們從事教學與研究所

在的喬治福克斯大學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支持我們的

研究與寫作。感謝前後三位社會工作研究生， Sarita 

Melcher, Anna Cox, 以及 Emily Schreiber，他們為這本書

提供了初步的構思與設計。謝謝你們，雖然沒有能夠在你

們畢業前看到這本書的出版，你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特別感謝提供水彩插畫的吳悠。你無私奉獻，深邃意

境的插畫讓這本書生動許多！你刻骨銘心的生命傷痛激

發了原本隱藏的繪畫天賦，終究成為許多人的祝福！從你

的生命故事我們學習到，任何人生的遭遇其結果都可以是

美麗的，只要我們願意讓生命繼續流動，成為別人的祝

福！ 

    也衷心的感謝魏佑珊，你的手勢插圖讓書中所提七個

習慣的概念易懂易記。當你還正在為學業與生活忙碌的時

候，毫無猶豫的為姑丈提供這些生動的手勢。假以時日，

相信以你的創意及敏銳的藝術直覺，可以開闢一片屬於自

己的天空，許許多多的人也必因而受祝福！謝謝你，加

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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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感謝許多我們有機會一起努力的案主與助人

者，你們充滿韌力與勇氣的生命故事，總是令人得到啟發

與希望。你們也正是我們寫作這本書的緣由！ 

 

林木筆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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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譯者序 

    本書作者之一林木筆教授，是我大學一年級的同班同

學。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個工作，我在基隆家庭扶助中心，

他在基隆世界展望會，都從事社會工作，有一天路上相遇，

才知道我們工作的地點相差一百公尺左右而已。後來，我

們都在大學任教，都在社會工作領域教學。他主要在美國

教書，其間曾返台於暨南大學任教若干年，目前又回到美

國任教。我則由台北轉到新竹繼續教書。這一次，他和他

的同事，完成這本新作，我負責翻譯。 

    這本書，有其特別之處。結構簡明，內容精闢，甚易

吸收。就如我和許多社會工作者都知道的，一個好的社會

工作者，必須要有好的直覺，能有立即恰當反應動態情況

的直覺；而這種敏銳正確的直覺，想必就來自好的習慣。

木筆教授和他的同事的這本新作，就在談論這樣的習慣，

能使社會工作者維持健康且能兼顧有效助人的習慣。 

    這樣的習慣如何談論？是基於經驗、構思和師生交

流。木筆教授和他的同事，都有相當優異的實務工作表現，

從而都能帶領學生探索社會工作的微妙處，進而在教學相

長的氛圍中，孳生富於創意的構思。木筆教授是以柔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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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聞名的社會工作教育者，這本獨特的新作，也帶有

幾分柔思社會工作的氣息。 

    這本書不僅僅談論了七個值得社會工作者培養的好

習慣，也提供了讀者能夠操作練習的好架構。這七個看似

平凡的習慣，包括欣賞肯定、自我反思、表達感恩、忠於

所託、自我照顧、鬆手放下和歡樂慶祝；每個習慣的談論

都從簡短的引言開頭，再聚焦重點，以名人金句導引精闢

深思，接著建構「工具箱」揭示操練習慣的框架，最後還

設計七分鐘日誌供實踐者記錄；在這多層次的展開中，一

層一層地激發讀者反思，提供讀者可操練的概念框架，可

謂面面俱到，非常貼心實用。 

    我很開心，能在玄奘大學任教的當前，完成老友新作

的翻譯。 

 

李明政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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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導論 

所以，您是一個助人者！ 

    您正在閱讀這本書，這意味著您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

的、收費的或志願的助人者。渴望為他人的福祉做出貢獻

的願望，使您成為這個最有價值且具挑戰性的助人社群的

一員！同時，你不單單滿足於成為一助人者，你更希望自

己是一有效的助人者。這樣的渴望，可能促使您工作越來

越賣力，有時甚至會忽視自己的生理、心理、心智或靈性

的健康！ 

    越來越多的研究揭露助人者同情心疲勞或替代性創

傷相關的症狀，如焦慮感、孤立感、無力感、憂鬱症、睡

眠障礙、體力不濟和疾病。要成為有效的助人者，您必須

同時是健康的。在欠缺健康的情況下，也許您可以維持一

段時間有效地助人，但是，健康情況終究將扮演關鍵角色，

決定您可以做什麼或無法做什麼，以及在助人歷程中您可

能達到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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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我們往往比較容易從助人的果效中得到滿

足，而疏於照顧自己的需要。我們傾向於忽略身體和情緒

所發出細微的警告，更不用說會積極地採取預防的措施！ 

    我們並不欠缺預防和解決問題的建議。從網路或圖書

館針對相關主題的快搜，即可從大眾心理學、勵志的文學

作品或研究報告出版物獲得許多處理問題的相關訣竅和

策略。儘管其中許多可能會有幫助，然而，對於像您這樣

已經夠忙碌的助人者來說，確實很難將被知覺為非緊急的

事務付諸實踐。可以想像你曾如此深深地歎氣：“又是另

外一件代辦事項！我哪來時間去做”？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可能對你有幫助的建議，都必須

是簡單而直截了當，它不應成為另一種負擔。本書的目的

就在於：針對像您這樣忙碌的助人者，提出您需要的簡單

而有效的系統，使您在助人過程中得以保持健康而有效

能！ 

    儘管我們認同以研究為基礎之策略的優點，我們不宣

稱本書的所有想法，都能直接從既有的研究得到充分支

持，我們也無意在此提供包羅廣泛的參考文獻來支持我們

的論斷！然而，英語有一句話，“The absence of evide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the evidence is absent”— 沒

有既有的證據並不表示證據不存在。本書中所提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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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我們彙整我們多年來於實務、教學和研究的心得，我們發

現它們是經得起後續實證研究考驗的。同時，人的的行動

不僅是受知識之導引，也受價值觀和我們的內心的渴望所

驅策。本書中所觸及的價值觀、原則和實務，正是作者們

所期待的生活方式。 

 

 

渴望比自己更偉大的事物，我們將在偉大中找到自己！ 

 

https://photos.google.com/share/AF1QipOqea5urbJBUaY_94KEZYSycFsReE6LzCNDZP87mTWB6difQO0jIYDEFCHnyIL80g/photo/AF1QipNYUr7f6hKIGZ69wtyxtmL5JDKWy0IeVn8g5Cyl?key=ZUQ3WXdxdUhSQ29JQ1dud0RzR3YxbzVIUTdHb2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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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這本書 

在助人過程中，學習成為健康而有效能者，是終生學

習的過程。希望在您踏上這個旅程時，本書會成為您有用

的工具。每個習慣都有簡短的開頭引言及聚焦點，您可能

已經對這些主題有很多瞭解，該引言並非要重複您已知的

內容，而是要彰顯那些非常重要而不容忽視的重點。 

接著，是一個稱為“精闢深思”的單元。感謝有許多

既已存在的智慧，該單元彙集了來自不同智者非常有見地

的精句，有的來自歷經時光考驗的經典思想家，有的則來

自當代作家。它們都為進一步的探索和反思，提供了很好

的依據。 

第三個單元的標題為“工具箱”。該單元的目的，並

非要提供綜合工具箱，就這本書的篇幅而言，那是不可能

的。相反，它提供了一個可以作為概念基礎的框架，可進

一步為這七個習慣開發自己的工具。 

    本書的最後一單元是“七分鐘日誌”，透過撰寫日

誌，以開發、實踐和反思這七個習慣。 為了使本書精簡，

我們僅提供一個通用框架作為示例。該日誌本身，通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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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含反思的細節與寫作提示，可發展成一本單獨的書。它為

您帶來直接的好處，您可以使用這些示例，在寫作中擴展

您的反思和思想。  

這不是一本要您一坐下來就得讀完的書。當然，由於

本書篇幅的緣故，您的確做得到。但是，為了要從中獲益，

我們建議您慢慢來。本書的內容，本質上是反思性的，因

此，在閱讀過程中，儘可能停下來反思並多與自己的處境

聯繫起來。 

閱讀了七個習慣後，請用一週的時間每天聚焦在一個

習慣，全心投入撰寫七分鐘日誌。當記錄特定的習慣時，

可同時溫習相關“引言”、“聚焦點”、“精闢深思”和

“工具箱”單元。為了使這些作為養成習慣，請 

試著記錄至少 7 周，然後，看看您有多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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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信心之旅 

每一段旅程，都開始於對美好未來的想像。即使您滿

足於當前生活和助人的狀況，實踐這七個習慣的發展過

程，將進一步提升您的個人福祉，達到超越您自身期望的

另一個層次。另一個可能是，您並不真正快樂，或者實際

上正忍受著同情心疲乏的各種症狀。若是如此，堅定而持

續的實踐本書的建議，您或將有機會走出目前的困境。 

讓我們以這個“ FAITH”的每個字母開始縮寫，提

醒您這將是一個這充滿想像，同時需要信心的旅程！ 

Future (未來)：著眼於未來，而不是膠著於當前的不滿。 

Action (行動)：本書中的理念很簡單，但要將它們落實成

習慣，則不容易。它需要堅持行動。 

Imagination (想像力)：您能想像自己是真正健康而有效

能的助人者嗎？保持這個想像力的鮮活！ 

Thought patterns (思維模式)：您可能持有一些與我們要

養成的習慣相矛盾的思維方式。改變這些思維模式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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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的。希望你能清楚的辨識並挑戰這些思維方式，並運用本

書中所描述的知識、技能予以取代。 

Heart (心)：沒有什麼比熱情更有力了！用心擁抱這些理

念與技巧，您是能夠達成的！ 

 

 

 

 

 

路途轉暗就說再見是沒有信心的寫照― J.R.R. 托尔金，載於《指

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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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關係的本質 

助人是一知識引導的過程，在其中我們不斷的尋求以

及運用最佳的知識與技術。助人是一種藝術促進的過程，

在其中助人者與受助者進行相互欣賞的探索，以發現和共

創美。助人是一靈性之旅，在其中助人者和受助者成為靈

性陪伴著。他們緊密在一起經驗彼此之間、與他人之間、

與環境之間聯繫的歷程，並在其中找到其生活的意義和價

值。 

因此，助人者和受助者是相互的欣賞者、共同創造者

和靈性的陪伴者。操練這七個習慣將有助於形成所需的關

係和使改變得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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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七個習慣 

我們兩人，本書的作者，都是基督徒社會工作教育者

和實務工作者。在多年的實務工作、教學和研究中，我們

觀察到了許多健康而有效能的助人者所共有的行為特質。

我們把它們總結為七個習慣：欣賞肯定、自我反思、表達

感恩、忠於所託、自我照顧、鬆手放下，以及歡樂慶祝。 

的確，我們每個人偶爾地、不同程度地、有意地或無

意識地都有這些行為。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從這七個行為特

質充分地獲益。要從中持續地得到益處，就要讓這些成為

習慣—規律性地被實踐，並融入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欲培養這樣的習慣，需具備一些要件。首先，是瞭解

“要培養什麼習慣”，即與發展特定行為有關的知識。其

次，是瞭解“如何培養這樣的習慣”，即實施這種行為的

技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為什麼要培養這樣的習

慣”，因為，你必須想要它才能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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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著重介紹一些基本知識，提出各種實務的建議並

提供養成相關習慣所需的技能。至於“為什麼”方面，您

想要克服同情心疲乏及變得更健康而有效能的願望，會有

助本書成為幫助您的機會。再說一次，你必須想要它才能

得到它！ 

為了加強理解和有效學習，我們用五個手指和兩個手

勢來象徵這七種操練。看起來似乎像有點 “孩子氣”，

但是，當我們針對各種不同群體 — 從受專業助人者到一

般志工進行訓練時，得到很好的回饋。因為採用這種方式，

很快的助人掌握主要的各種概念。由於我們隨時都“帶

著”自己的手，它也有效地提醒我們隨時隨地操練這些習

慣。 

以下，分別是這七個習慣及其相關符號： 

•習慣一：欣賞肯定的操練；對應的符號是豎起大拇指的

手勢。 

•習慣二：自我反思的操練；對應的符號是食指。 

•習慣三：表達感恩的操練；對應的符號是中指—最長的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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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習慣四：忠於所託的操練；對應的符號是無名指。 

•習慣五：自我照顧的操練；對應的符號是小指。 

•習慣六：鬆手放下的操練；對應的符號是張開的雙手。 

•習慣七：歡樂慶祝；對應的符號是拍手。 

    接下來的單元，將進一步予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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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一：欣賞肯定 

 

讓大拇指提醒我們 

表達我們對人的欣賞肯定！ 

 

 

    欣賞是與正向經驗相關的態度、情感和行為。我們會

對人、自然、事件或人為產物，如一幅畫，表達欣賞與肯

定。這裏的情緒，可能包括美麗、驚訝、欽佩、崇拜、尊

重、和平、喜悅、溫暖、激動，敬畏和景仰等等。行為指

的是這些情緒和感受的表達。 在日常用語中，「欣賞肯定」

有時會與「感激」一詞交替使用。然而，由於表達感激的

操練本身就有其重要性，我們把它當成另外一個習慣予以

分別地討論。 

    您要協助的對象，可能因他們的貧窮、膚色，種族、

族裔、能力、身體外觀或其他因素而被長期貶低，他們最

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批評、輕視或拒絕；而是正向的肯定和

欣賞，這才有助於建立其個人的效能！ 

    又，許多不適應行為也可能被理解為生存所需和維持

尊嚴感的因應機制。人們傾向急於對外顯的行為加以評

斷，而忽略花時間去深入了解其根本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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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聚焦於欣賞肯定 

    在助人的情境中，要能欣賞受助者之美！他們有自己

美的獨特方式。他們都是形塑中的傑作！ 

    他們的耐壓和韌性，很令人驚嘆！他們在人生旅途排

除萬難，已經走了這麼遠，值得欣賞！他們不怕面對挫折

的勇氣，令人欽佩！他們要充分實現潛能的努力，值得肯

定！ 

    欣賞他們的進步！強調他們已經走完的，而不是他們

還有多遠未走！ 

    欣賞他們運用其所擁有的最少資源，運用智慧、能力

和創造力在尋求更好的生活！ 

    欣賞他們的嚮往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肯定他們的尊嚴和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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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專注於他們的“存在”而不是他們的“所

有”或“所為”！ 

       欣賞肯定是一種態度，也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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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精闢深思 

欣賞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它使他人的優異特質，也同樣

成為我們的。—伏爾泰(Voltaire) 

愛美就是品味。美的創造即藝術。—拉爾夫•沃爾多•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肯定是我們的精神維他命，能提供我們所需要正向思想

的補充，以平衡我們日常遭遇的負面事件和想法的阻

塞。—蒂亞•沃克（Tia Walker） 

能在人們看不見優點的卑微處看到美好事物的人有福

了。—卡米爾•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 

美本身並不是事物的品質：它只存在深思它們的心靈

中；而每個不同的心靈會知覺到不同的美。—大衛•休

穆(David Hume) 

人生中有兩個主要的獎項，美和真，我在充滿愛的心靈

中發現了美，在勞動者的手中發現了真。—哈利勒•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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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Khalil Gibran） 

 我們所知最美的人，是那些體嘗挫敗、苦難、掙扎，損

失，且從那些找到走離深淵途徑的人。這些人對於人生

的感知和欣賞，使他們充滿了惻隱、溫和與深切關愛人

生的心。美好的人不會憑空發生。—伊麗莎白•庫伯勒

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 

僅僅看到和知道一個作品之美是不夠的，我們還須能感

受並受其影響。—喬治•伯納•蕭 (George Bernard Shaw) 

出自苦難之美，是最有感染力之美。—艾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美來自有情人之心。— H.G.威爾斯(H.G. Wells) 

一切皆因想像力；它創造美、正義和幸福，它是世界的

一切。—布萊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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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工具箱 

    懂得欣賞與肯定的是聰明人（SMART）。 就讓我們

用這個字的五個字母來建構一個操練欣賞肯定習慣的框架。  

Scan(掃瞄)：要注重您遇到的人的存在，要留意掃瞄（觀

察）以了解這個人。 

Mark(標記)：當我們進行“掃瞄”時，往往易於傾向捕

抓負面訊息。欣賞肯定的操練則要求我們決心掙脫情緒反

應，轉而有意地辨識並「標記」其正向的訊息。 

Appreciate(欣賞)：透過言詞或行動來表達，那些被標記

友善、鼓勵、讚美、肯定的正向特質，即使只是一個簡單

的微笑或點頭，都會很有助益。 

Repeat(重複)：要養成表達欣賞肯定他人的習慣，就需要

重複的操練。把握每一個際遇，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你

的欣賞與肯定。 

Timely(及時)：欣賞肯定要及時，抓住適切時機表達，莫

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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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二：自我反思 

 

讓食指提醒我們 

不斷的進行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是重新面對自己的經驗。自我反思的操練，

不是建立在為求改進而刻意進行的自我批判，那可能導致

消極的自我否定。而要建立在自我理解和朝向真誠發展的

意圖上。 

    誠實地自我反思，使我們自由和得以改變。使我們能

夠觸及潛意識的情緒，並免於受其操控。它有助於釐清我

們在做甚麼、怎麼做和為何而做。它有助於揭露我們的自

欺自閉。有助於我們誠實面對理想信念與實際情況間可能

的差距。 

    在每個人的內心中都會渴望追求意義和價值。這種渴

望卻可能因著追求財富、地位、權力和成就而來的過大壓

力而被遮蓋，導致我們內心真正的想望也困惑了。自我反

思的操練，將有助釐清這種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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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聚焦於自我反思 

    通常我們會認為助人工作者都具備做正確的事之良

善意向以求嘉惠他人。問題是，我們所相信的和我們的實

踐，並不總是一樣。欠缺內省習慣的生活，是危險的。我

們可能會盲目飛航並降落在我們並不想去的惡地。唐納

德•斯科恩（Donald Schon）敦促我們要成為反思性的實

踐者，因為我們「所擁抱的理論」和「落實成行動的理論」

之間總存在著差距。在我們建立與他人的關係之前，我們

必須建立與我們自己本真的誠實關係。 

    作為助人工作者自我反思的重點，乃在於揭露我們所

認為的自己與實際的自己間的差距，以及我們想要做的與

實際做的之間的差距。您是否充分在乎能誠實的反思？這

並非只是對於關係的想法，而是我與協助的對象相關聯的

經驗。孰者為重？最重要的，並非我是否認為自己是本真

的，而是我協助的對象能否感知我是真實的。我真的尊重

他們是獨特而有尊嚴的人嗎？我真的有興趣參與進一步

的相互探索，以更瞭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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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獨處是愛的藝術之核心。懂得獨處，就可與他人在一起， 

 而不會以之作為逃避的手段—貝爾•福克斯(Bell H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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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精闢深思 

除非您學會面對自己的陰影，否則您會繼續在別人身上

看到它們，因為外在的世界只是您內心世界的反映。—

卡爾•榮格(Carl Jung) 

您若越平靜，聽到的聲音就越多。—拉姆•達斯（Ram 

Dass） 

懂得獨處是愛的藝術之核心。懂得獨處，就可與他人在

一起，而不會以之作為逃避的手段—貝爾•福克斯(Bell 

Hooks) 

提醒自己，做自己就不會失敗。—韋恩•戴爾(Wayne 

Dyer) 

不會自我反思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就會有很多的盲點。

—布莱恩•麦吉尔(Bryant McGill) 

認識自己，是一切智慧的開端。—亞里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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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靈性之旅的目的，不是要用光明取代黑暗，而是要

整合生命的所有一切和接納尊重我們的每個部分。— 

戴伯•布魯姆（Deb Blum）  

缺乏反思，我們會盲目前進，產生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後

果，並且無法實現任何有用的成就。—瑪格麗特•惠特

利(Margaret J. Wheatley)  

沒有比去發現自身內在所有奧秘的行動，更偉大的旅程

了。—米歇爾•桑德林(Michelle Sandlin)  

在我要求您和我一起坐之前，我必須能夠和我自己坐

下。在我讓您接受我的痛苦之前，我必須先能接受自己

的痛苦。在我要您愛我之前，我必須先能狂熱地愛上自

己。— C.透特(C. Thoth)  

未經檢驗的生活不值得過。—蘇格拉底(Socrates)  

靈魂通常知道該做些甚麼以療癒自己，真正的挑戰是如

何使內心平靜。—卡洛琳•邁斯（Caroline Myss）  

 



                                                     

     31  

七個習慣 

那些我們在他人身上發現會激怒我們的事物，都是使我

們瞭解自我的契機。—卡爾•榮格(Carl Jung)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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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自我反思的操練在於幫助我們做真正的（REAL）的

自我。就讓我們用這個的字母建立一個培養自我反思習慣

的框架。 

To Retreat(抽離)：為了進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必須刻

意地從喧囂忙碌的日常中抽離。可以每天、每週、每月或

任何適當間隔的時間做刻意的安排。 

To Keep Your Eye on Self(將視線轉向自己)：刻意凝

視自己，並觀察您過生活的方式、做事的方式和關聯他人

的方式。 

To Be Audacious(要大膽)：就是要持續地與自己進行誠

實的、赤裸的具有挑戰性的對話。要勇於面質自欺和自我

矛盾之處。 

To Learn (學習)：要知道那些可能會阻止您真正的內省

的習慣性行為。這可包括各種有關合理化、自我防衛、自

我麻痺和扭曲等等的心理機制。探索自己的陰影，是一種

終生學習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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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習慣三：表達感恩 

讓最長的中指提醒我們值得感恩的有很

多！ 

 

    感恩不僅是美德，而且還是一個有科學依據，有利我

們健康的操練。感恩的實踐，是很值得重視的。它可能是

感到快樂和健康的一個最簡單的途徑。許多研究發現，懂

得感恩的人較為樂觀，其生活感受較為美好。相對於那些

消極地專注於不美好來源的人而言，他們運動較多，較少

看醫生。 

    在助人關係中，施與受是同時發生的。同樣的理由，

接受他人幫助時，也是一種施與的行為。 

    一個人被允許進入另一個人的生活中，是一種特別待

遇，尤其是以助人之名。要為有這樣的特別待遇感恩！ 

    分享一個人的生命故事，需要勇氣和信任，尤其是分

享給他人自己的困難與挑戰。讓我們對那些有勇氣分享的

人表達讚賞，並感謝他們的接納與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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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您正在協助的人表達感恩，因為，他們擴展了您的

生活視野。也感謝他們為您提供實現助人願望的機會，在

該助人過程，得以尋求您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同時敞開您的心胸，接受您正在協助的人所提供的，

並感恩於這樣的際遇。若您願意的話，您正在協助的人，

可以教會您了解更多有關您自己，比您目前所知道的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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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聚焦於感恩 

在助人的過程中，值得感恩的有很多！  

    要感謝獲有這樣的特別待遇能參與到案主的生命中。 

    要感謝案主給您關於生命的教導！ 

    要感謝案主為您提供充足的機會來實現助人的願望。 

    要感謝案主已有的成長，而不是不滿意於他們還有許

多地方必須成長。 

    要感謝案主開啟了您生活的諸多面向，若非他們您是

無從體驗的。 

    敞開您的心胸，接受來自案主的種種，如此，您就可

以開始對每一個際遇都心存感激。 

    您的案主不僅是個接受者，也是個施與者。讓他們成

為你邁向另一個生命成長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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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闢深思 

感謝每一個新的早晨的光明，感謝夜晚的休息和庇護，

感謝賜給健康和食物，感謝賜給愛和友誼，感謝您的良

善所賜給一切美好。—拉爾夫•愛默生(Ralph Emerson) 

當追求自己的目標時，要感恩於您已經擁有的。若您不

感恩於已經擁有的，那麼，當您獲得更多時您會幸福快

樂嗎？—羅伊•貝內特（Roy T.Bennett） 

您若在苦難和匱乏中禱告；豈不是也可以在充滿喜悅和

富足的日子裡禱告！—卡希爾•吉布蘭（Kahill Gibran） 

在平日生活中，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我們收受的比給予

的多很多，若無這樣的感恩，生活就不可能富有。相較

於感激他人的幫助，我們更容易高估了自己成就的重

要性。—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使特別待遇有別於應得權利，在於感恩之心。—布倫妮•

布朗（Brené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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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感恩之心，充分思量您擁有的卓越之處，並請記住如

果沒有了它們的話，您將會如何渴望擁有它們。—馬庫

斯•奧雷留斯（Marcus Aurelius） 

當我 21 歲時，我的期望值歸零。從那時起，一切都是

紅利。—斯蒂芬•W•霍金(Stephen W.Hawking) 

如果您唯一的禱告是說謝謝您，那已足夠了。—M.埃克

哈特 (Meister Eck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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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有很多操練感恩的方法，在此，我們提供的並不是一

種特定的方式，而是一個有效的框架，能幫助我們將抽象

概念轉變為實際行動。 

    感恩一詞源自拉丁語“  gracia ”，表示恩惠

（GRACE）或感激之情。感恩是給予別人和自己恩惠。就

讓這個字的字首“GRACE”為我們的實踐提供一個易記

有效的框架： 

Goodness(好處)：辨識您從他人得到的好處，花一些時

間來辨識和用“心”去感受這些恩惠(grace)。 

Recognize(認知)：認知所得到好處的“給予者”。我們

存在的每一個時刻，都因有他人、環境和透過上帝持續提

供的恩惠。要有意識地認知我們所經歷到之恩惠的給予者

或提供者。 

Action(行動)：要辨識您表達感激之情可以採取的行動。

有感恩之心必須加上行動表達。沒有表達的感恩，對方難

於體會，也無法讓人得到內在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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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ment(承諾)：承諾是需要的。表達感激之情是一

個有意識的決定。對於那些無法立即去做的，可以制定一

個具體的計劃，逐步去完成。 

Expecting no return (不期待回報)：表達感激之情時，請

確定您沒有期望得到任何回報。您之所以這樣做，僅僅是

因為這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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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四：忠於所託 

 

 

讓無名指提醒我們要忠於所託。 

 

 

 

    “以這枚戒指為憑，我們結為連理”，在婚禮時，這

是一種表達相互忠誠的宣告。夫妻關係中的忠誠，使人獲

得歸屬、連結和安全感。對他人的忠誠也能讓自己引以為

榮，帶來自尊。在人際關係中，忠誠可以作為防腐劑。在

非預期的動盪和挑戰中，它有助於庇護關係的維繫。  

    忠誠是我們生活中的美德。在這個績效驅動型的社會

裏，我們可能會追求基於財富、地位和名聲之類狹義的成

功而陷入困境，以致看不到我們的內心深處，想要對他人

產生積極影響的渴望。忠誠是另一種可選擇的生活方式，

它能帶給人自我實現感和幸福感。不同於受到「為了獲得

更多和成就更多，我需要做什麼？」這類問題的驅動”，

忠誠的操練，將問題放在「我將如何忠誠於信仰，忠誠於

那些託付於我的人們、責任和資源”的架構上思考。這樣

做，生活就不至於淪為永無休止積累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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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聚焦於忠誠 

    實踐忠誠的第一步，就是要問：「對誰和對甚麼宣告

我的連結？」當交換婚姻誓言時，夫妻們承諾互相效忠。

在助人過程中，忠誠可聚焦於以下幾個面向： 

    忠於託付給您，您正在協助的對象，使他們的福祉成

為最高優先次序。在他們朝向其理想生活的旅程中，成為

他們的精神伴侶，並肩同行。換句話說，對他們的福祉有

清晰明確的承諾。 

    忠於您對助人的信念。您可能已經被灌輸了助人專業

的價值和信念，但最重要的是要問，您所認定助人的理念，

如尊嚴、充權、愛、正義、人際關係和人類潛能等，您究

竟只是停留在相信，還是你以行動，資源，時間，甚至做

出犧牲來展現您對這些理念的效忠？ 

    忠於您的天職。當你立志成為助人者，您已經接受促

進人類福祉發展成為您的天職。無論你的服務對象是何群

體，這是一個整合您才能、渴望和需求的利基。那些能夠

識別並繼續發展這種利基的人，是有福的。這個區塊也是

值得您投入大部分資源，使能發揮您最大的影響力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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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要忠於所託付於您的天職！ 

 

 
 

我不輕易結交朋友，一旦結交了，我就一生忠於

我所結交的朋友— 阿比納夫·舒克拉(Abhinav 

Shu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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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精闢深思 

主忠信。—孔子 

您可以相信我們會堅定地相信您，直到痛苦的盡頭。您

可以相信我們保守您的任何秘密，比您自己保守的秘

密還要緊密。但是您不能相信我們會讓您獨自面對麻

煩，一言不發地走了。我們是您的朋友 ... 我們的確非

常地恐懼，但我們還是要和您一起去；或者，猶如獵犬

般追隨您。—J.R.R. 托爾金，載於《指環王》 

事實證明：哪裡有激烈的戰事，哪裡就有忠誠的士兵。

—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窮小孩視其人生為冒著失敗風險的發現之旅，比起那些

躲在法律背後膽怯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的人而言，

更懂得忠誠。—布倫南•曼寧（Brennan Manning） 

有時候，最難相信的事，是唯一的值得相信的事。—E.J. 

巴頓(E.J. P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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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陣子，我從業餘愛好者變成專業人士。我承擔了專

業的重擔，即使您不想寫、不太喜歡你在寫的東西，不

是寫得特別好的情況，也不能不寫。—愛葛莎•克利斯

蒂（Agatha Christie） 

我不會放棄人們，當他們需要人不放棄他們時。—卡羅

爾•布萊恩(Carroll Bryant) 

忠誠於人的天職，最終是衡量人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

憑著忠誠，您將根據神的計畫來創造和改變人。—查

理•皮闊克(Charlie Peacock) 

對小事也要忠誠，因為您的力量正蘊涵在這些小事中。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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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工具箱 

    忠誠可以說是與人、某種信念或所賦予的責任緊扣

（FAST）。忠誠的操練是一種持續進行的內省過程。這個

字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來幫助我們操練忠誠的習慣。

這個架構促使我們問四個重要的問題： 

What are you Following (你與什麼亦步亦趨)：您在追

隨誰？您在跟緊什麼理念？檢視自己時間，資源，心智投

入所真正關注的是什麼，是案主的利益和福祉，助人的理

念與愛的初衷，或是其他什麼？  

Was I Available when my clients needed me the most(當

我幫助的人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在哪裡)：什麼時候我

在他們生命的關鍵時刻缺席？有哪些令人分心的干擾妨

礙了我的關照？ 

From what do I derive sense of Significance (我從什麼

獲得我的意義感)：我是否持續讓案主的福祉點燃我內在

的熱情？我認為它僅僅是應盡的“責任”，應該做的事

情？或者我經驗到某種能賦予我內部滿足感的有意義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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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I Trust the process(我是否相信這個過程)：即便在

未能看到立即的效果，我是否確信自己正走在正確的路，

在做正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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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習慣五：自我照顧 

 

 

讓小指提醒我們需要好好照顧自己！ 

 

 

     生活可能很忙，尤其是那些熱情地致力於助人的人。

往往我們會專注於他人的需求，而忽略了我們自己。然而，

我們如果不能夠保持在一個良好健康的狀態，我們也無法

好好的助人。自我照顧可增進我們同情的能量。就像磨礪

我們的鋸子或填滿我們的油箱。我們需要好好照顧自己，

以便可以更有效地照顧他人。 

    自我照顧，不是只當我們瀕臨崩潰時才要做的事。為

防止逆境對我們的生活帶來負面影響，這是我們應該做

的。這並不意味著要放縱自己來補償我們所忍受的血汗辛

勞。它是一種自律，要求我們關注自己的生理、心理、情

感和精神的需求，是我們的責任。 

    自我照顧就像是經營自己成為一個盛開的花園，豐富

了自己的生活，也使我們周遭其他人能享受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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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自我照顧 

    要知道坊間已經有許許多多有關自我照顧的建議，而

且很多都有其功效，那麼我們還有什麼新的和有用的提

議？是的，我們有！對自我照顧的一種常見的見解是經過

辛苦工作後要有「停機時間」。我們常會聽到，“是時候

了，您該放慢腳步、放鬆身心並好好對待自己。”然而要

知道，並非所有的「停機時間」都是健康的。例如，躺在

沙發上放鬆地吃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對身心並沒有任何好

處。如何選擇合適的「停機時間」成為一個挑戰！ 

    相對於「停機時間」的概念，我們在這裡提出的是要

聚焦於「上機時間」。“上機”指的不是做那些特定的活

動。每個人的狀況都可能不一樣。在經過忙碌一整天上班

工作後，有人從園藝、有人從散步、聽音樂、運動、烹調

或閱讀等等不同的活動得到紓解壓力，更新心智的目的。

人是奇妙的有機體，我們所有的部分錯綜複雜地一起運

作。某一部分的疲乏，可以經由其他部分的刺激被恢復。

例如，當我們的工作耗盡精力時，從事藝術活動可以使我

們的精神恢復起來，同時整個人也都能持續獲得滋養。當

然，這與攝取高糖、酒精或其他成癮性物質的情形全然不同。 

自我照顧的重點，是找到您的「上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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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自我照顧是必要的。—凱萊拉(Kelela)—美國歌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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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闢深思 

如果您讓電源插頭拔掉幾分鐘，幾乎所有東西都會再次

運作，包括您在內。—安妮•拉莫特（Anne Lamot） 

身體是純真的。深深地、美美地、徹底地純真。—雷切

爾•哈特曼（Rachel Hartman） 

為了求生存，我們中有些人跑離太遠了，以致忘了回到

自己的家。回到您自己的家，您已經安全了。—拉拉•

迪莉亞(Lalah Delia) 

自我照顧從來都不是一種自私的行動，它是我唯一擁有

的好管家禮物，也是我能用以幫助別人的禮物。任何時

候我們都可以傾聽真實的自我，並給予所需的照顧，這

樣做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許多我們觸及其生

活的人。—派克•帕爾默(Parker Palmer) 

正當您感到沒有時間放鬆時，就知道這是您最需要放鬆

的時候。—馬特•黑格（Matt H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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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我們的身體是我們的花園，我們的意志則是我們的園

丁。—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愛自己，是一生浪漫的開端。—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如果您感到倦怠，如果您感到心情低落和精疲力盡，為

了大家，最好是先撤離並恢復自己。—達賴喇嘛(Dalai 

Lama)  

當您重拾或發現某些能滋養您的靈魂和帶來歡樂的東

西時，記得在您的生活中，為它騰出空間來。—讓•筱

田•博倫(Jean Shinoda Bolen)  

若您的惻隱之心，並不包括您自己在內，則是不完整的。

—傑克•科恩菲爾德(Jack Kornfield) 

 



 

 52 

助人者的七個習慣 

工具箱  

在英語的表達裏，小孩子當中會以互勾小指 (pinky) 表達

相互的承諾，這叫 “pinky swear.” 就讓我們用小指來提

醒我們，跟自己做過 “pinky SWEAR,” 要好好照顧自

己！ SWEAR 這個縮寫字，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來

考量您的「上機時間」活動：  

Spirituality (靈性)：參與常規性的靈性活動，例如祈禱、

默想，靜修或靈思日記寫作等。 

Workout (運動)： 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而不只是工

作！  

Eat well (健康飲食)：吃的好，健康和均衡飲食。享受美

味的一餐，對您的靈魂是有好處的！  

Air (空氣)：吸入新鮮空氣，永不嫌多！  

Rest (休息)：獲得足夠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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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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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者的七個習慣 

習慣六：鬆手放下 

 

打開雙手，看生命會如何的賞賜給

你！ 

 

    談到放手(letting-go)，很多人的立即反應往往是消極，

並帶著負面情緒。這意味著持續持有某些東西對我們不

好，所以不得不把它們放掉。這種想法是被動、消極、心

不甘情不願的。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對待這個概念。放

手並非一定是因為您手中的東西不好；您放手只是因為等

待的事情會更好。這不是被動的反應，而是主動做決定的

過程。這種觀點的重建，有助於防止我們留連感嘆過去和

忘記了我們對美好前景的想像。例如，與其說「我原諒了

他，因為我別無選擇」您可以說，「我很高興，為了我自

己的自由，我原諒他。」 

    是的，這與自由有關！一旦我們能夠放開我們手中的

東西，我們就有了自由，並可準備好迎向更多生活的內容。

放手不是放棄。這只是意味著您知道為了體驗更新更好的

東西，您需要先放開其他東西。它攸關重新獲得對生活的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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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聚焦於鬆手放下 

    作為助人者，針對那些超出我們控制範圍的事情，我

們需要練習放得開。在助人過程中的大多部份，我們能夠

決定的是要做什麼和如何做，但我們無法控制其結果。能

夠認知自己的侷限性，並察覺我們會有發展彌賽亞情結的

傾向，這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無論我們多麼期待看到

人們取得積極進展，決定做什麼，如何做，終究是他們自

己的權利！ 

    接納我們自己畢竟是人，會犯錯。要原諒自己犯過的

錯誤。不要讓自己停駐在挫敗感中！同樣地，也接納別人

同樣具人性，要操練寬恕原諒！ 

    生活永遠不會是完美的。總有一些新的不如意會存

在，和新的挑戰會湧出。學習接受不完美之處，並對自己

和他人充滿更多同情心。 

    記住，哪裡有愛，哪裡就有仇恨。成功的地方會遇到

挫折。哪裡有快樂，哪裡就有悲傷。在我們的生活中，我

們必須接納兩者皆為整體現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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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是一連串放手的過程，只有在掏空自己時才能夠得到。 

    — 布萊恩特·H·麥吉爾(Bryant H.McG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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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精闢深思 

凡事都要有耐心，而首先，要對您自己有耐心。—法蘭

西斯•德•塞勒斯（Francis de Sales） 

我們往往給自己的心靈施加巨大壓力。當我們勒緊它們

或僵化我們的觀點或信念時，我們將失去那些能構成

真正庇護、歸屬和保護的柔軟性和靈活性。有時，照顧

自己靈魂的最佳方法，就是使自己已僵化、結晶化的心

靈再次柔軟些，因為它們使您疏遠了您的深度和美感。

—約翰•奧多諾韋（John O'Donohue） 

拒絕是您一種選擇的機會。—伯納德•布蘭森(Bernard 

Branson) 

柔弱是愛、歸屬、歡樂、勇氣、同理心和創造力的出生

地，它是希望、同情、責任心和本真性的來源。要是我

們想更加釐清我們的目標或更深入有意義的靈性生

活，柔弱是條通路。—布倫妮•布朗（Brené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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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了黑夜，吞下了星星。我與沮喪共舞，我伴狂喜而

歌。沒有我不喜愛的東西。沒有我無法原諒的人。我感

受普世的愛。我感受普世的光。今晚，我和老友同在一

起，我們回到了家。月亮是我們的見證。—卡曼德•科

喬里（Kamand Kojouri） 

要挑戰的不是要完美，而是要成為整體。—珍•方達

（Jane F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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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工具箱 

不能放手是因為我們緊握著拳頭 （FISTS）， 就讓這個字

的字母提醒我們去檢視我們雙拳裏緊抓著的是什麼：  

Fear (恐懼)：可能是您害怕失敗，不確定性、拒絕或看似

不可避免的預期痛苦或損失。 

Sense of Inadequacy (匱乏感)：尤其是經常性的覺得不

夠出色或能力不足便是匱乏感。在助人過程中，請記住您

不可能掌握完全的知識和工具來做您所需做的事。我們所

能擁有的永遠只是我們所知當下最佳的知識和技能。 

Shame and guilt (羞愧和罪惡感)：或許緊抓住我們是因

著過去的錯誤或失敗所帶來的愧疚與罪惡感。  

Tears(眼淚)：這可能是由於過去痛苦的經驗，導致您有

經常性悲傷或抑鬱的感受。 

Self-righteousness (自以為是)：或許妨礙我們倒空自己，

接受祝福的可能是我們自己的驕傲，批判他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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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這個框架（FISTS）可以作為您規律性操練

實踐鬆手放下的基礎。常常檢視我們雙手緊握的，學習鬆

開放下。它可能包括寬恕、順服、接受不完美、承認自己

的侷限和擁抱不完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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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習慣 

習慣七：歡樂慶祝 

 

 

拍拍手來慶祝吧！  

 

    沒有慶祝，生活可能只是辛苦和牢籠！每一天總會有

一些東西可以學習、關心和值得慶祝。慶祝最基本的態度

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向玻璃瓶半滿的部分而不是

另外未滿的那個部分！生活中最大的悖論之一是，當我們

感到沒有什麼可慶祝時，就可能是我們最需要慶祝的時候。

慶祝的行動意向，有助於透視我們的生活！它有助於認可

我們已經走了路，已經盡的力，而不是哀嘆我們還有多遠

沒走！ 

    在助人過程中，慶祝實踐可以提升個人效能。特別是

對於那些經常生活在壓力和挫折中的人而言，找出成就加

以慶祝，可逐漸助人恢復信心並帶來自豪、尊嚴和價值感。 

    在助人過程中，一起慶祝的經驗，還可以創造積極的

回憶，這有助於渡過關係中挑戰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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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歡樂慶祝  

    歡樂慶祝可從兩個面向著眼。最為普遍可用的是採

「珍惜當下成就」的觀點。實際上，對成就感到高興是非

常重要的。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成就不太完全，過於

微小，談不上什麼不值得慶祝的。因而要把慶祝的心態與

行為保留至我們自認已達重大成就，因此，往往錯過了其

間的小小進步。要留意在助人過程所取得的小小勝利。更

難的是也為挫折和失敗慶祝，因為它們有助我們了解助人

過程中無效的地方！慶祝「失敗」，實際上對於不要重蹈

覆轍具重要性！ 

    操練歡樂慶祝的另一個面向，是積極主動創造美好時

刻的行動。在助人過程中，這將會是一個多麼能夠賦能的

過程，如果我們所幫助的人能夠對未來的美好生活充滿想

像！為所預期的進展 — 不論大或小— 規劃相關的慶祝

活動，朝著那好生活的想像邁進，這應該是任何認真助人

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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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容的慶祝靜止與沈默，且看世界是如何不費力地帶來喜樂！ 

  —托尼·庫爾(Tony C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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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闢深思 

最虛擲的時光，是那些沒有笑聲的日子。—尼古拉斯•

尚福特（Nicolas Chamfort） 

慶祝活動能克制住在你體內的施虐者。—桑托什•卡爾

瓦爾（Santosh Kalwar） 

所以讓我們舉起杯子來，在事故連連的時候，在我們靈

魂下沉的河邊，對著我們的瘀傷和秘密，向著天花板上

的鬼魂，在水漫的路上，再喝一杯！—莫伊拉•福利-

道爾（Moïra Fowley-Doyle） 

當您失敗時，就是您該慶祝的時候。—斯蒂芬•托伯洛

斯基（Stephen Tobolowsky） 

如果你能在完成一半時慶祝，當您完成時，就不會只有

有一半的樂趣。—雷默力•斯逆克特(Lemony Snicket) 

您不是要被忍受的負擔，您是被羨慕的、被珍惜保存，

和值得慶祝的資產。—保羅•巴米科勒(Paul Bamik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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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時刻應該是值得慶祝而非哀嘆，因為這是一個真實

面對你自己信念的機會，它也是一個與最高品質的你

再次對焦的機會。—維多利亞•懷特(Victoria L. White) 

成功不是定論，失敗亦非致命，持續經歷，需要勇氣。

—溫斯頓•S•邱吉爾(Winston S.Churchill) 

看出您與期望的距離有多遠，是件容易的事。看到您不

是那個想望中的那個人，也是件容易的事。但容易的事

情，並不總是最好的事情。察覺到才只跑了五分之一的

馬拉松，也很容易教人沮喪。不要只專注於前頭未來的

辛勤的工作和痛苦，應該花點時間慶祝您已經取得的進

展，您已經通過的里程碑。—喬希•哈卻爾(Josh H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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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 

    歡樂慶祝就是要鼓掌—CLAP！ 就讓這個字來提醒

我們，在人生及助人的過程中，把握機會，創造條件歡樂

慶祝！ 

Consciously (刻意的)：歡樂慶祝是一個需要花時間刻意

安排的決定。不能單靠我們當下的心情而慶祝。記得，在

我們最不想要慶祝的時候，正式最需要慶祝的時候！ 

Laugh (笑聲)：讓走過的路徑充滿歡笑聲音。 

Achievement(成就)：為成就慶祝成就，無論大或小。 

Proces(過程)：在過程中慶祝，而不是因膠著於結果而耗

損殆盡。 

    讓慶祝成為助人過程中的常規儀式！即使最微小的

勝利，也要辨識並慶祝！ 

    堅持鼓掌！或許會有聲音告訴您，您所取得的成就不

是甚麼重大的，不值得一提，並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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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這些聲音來自您周圍的人，但是，有時候這些聲音來

自您的內部！只要記住，在助人過程中，要忽略那些聲音，

堅持不停地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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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鐘日誌 

七分鐘日誌 

讓簡單的事容易 

    是的，簡單的事情並非總是容易的。到目前為止介紹

的概念非常簡單 — 直接了當。實際上，到現在為止，您

已經擁有了掌握許多基本知識和技能，培養自己成為健康

和有效的助人者。但是要讓這些知識和技能變成能夠轉化

生活的習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進展來自持續重複地實際操練。現在需要的是，一種

可以讓我們有系統地開始的方法。這個七分鐘日誌，是我

們給您便捷啟動這個過程的建議。其運作方式如下： 

    每天只需七分鐘來記錄每個習慣的實踐。當然，我們

並不是說它必須恰好是七分鐘。這裡的重點是它並不一定

需要很多時間！ 

    每天專注於養成一種習慣。這並不意味著您應該忽略

其他的習慣。這裡的目的，是使練習更具焦於這種習慣的

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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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分鐘可區分為這些部分： 

•一分鐘用來調整意圖。記住，與您的“為什麼”保持同

步，可激發您有目的性和一貫的實踐。開始這個過程時，

每天問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我要這樣做？」最好的時

間是在早上，把它納為您每天早上例行的一部分。 

•三分鐘用來規劃。辨識與特定習慣有關的事情。盡可能

保持任務簡單和明確。要避免開始時目標過於雄心勃勃，

最終導致挫折！最好的時間是在早上，把它納為您每天早

上例行的一部分。 

•三分鐘用來審查進度。逐項查看每項任務，回顧並反思

您的進度。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把它納為您每天晚上例

行。 

一週內完成操練這七個習慣，然後重複該過程，再進行七

週。 

可以將一個特定的習慣分配在週中的某一天，如： 

•星期一：欣賞肯定 

•星期二：自我反思 

•星期三：表達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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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忠於所託 

•星期五：自我照顧 

•星期六：鬆手放下 

•星期日：歡樂慶祝 

    這個七分鐘的日誌的操練能夠幫助我們連接過去、現

在和未來的能力。請務必避免完美的誘惑和太在乎深度不

足。深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實際上每次的操練都

會進一步深化。成功在於堅定一致地實踐。我們想要的是

一個會引導實際的「深耕」而帶來成長的系統，而不是成

為另一個必行的任務重擔。不要因為這個日誌的看起來過

於簡單而拒絕它！試行七週，看看它會如何轉化您助人的

生活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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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欣賞肯定操練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分鐘的意圖調整—我為什麼要做這？（簡短一小段即可） 

 

三分鐘計劃—今天我在欣賞肯定的操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鐘進度檢查：(根據上面的清單) 

 

我的想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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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自我反思的實踐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分鐘的意圖調整—我為什麼要做這？（簡短一小段即可） 

 

三分鐘計劃—我今天將要做操練自我反思的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鐘進度檢查：(根據上面的清單) 

 

我的想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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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表達感恩的操練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分鐘的意圖調整—我為什麼要做這？（簡短一小段即可） 

 

三分鐘計劃—這些是賜給我的好處的人，我要向他們表達

我的善良感激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鐘進度檢查：(根據上面的清單) 

 

我的想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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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忠於所託的操練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分鐘的意圖調整—我為什麼要做這？（簡短一小段即可） 

 

三分鐘計劃—今天我要做有關忠誠的操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鐘進度檢查：(根據上面的清單) 

 

我的想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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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自我照顧的實踐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分鐘的意圖調整—我為什麼要做這？（簡短一小段即可） 

 

三分鐘計劃—我今天要做什麼（SWEAR）進行自我照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鐘進度檢查：(根據上面的清單) 

 

我的想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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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鬆手放下的操練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分鐘的意圖調整—我為什麼要做這？（簡短一小段即可） 

 

三分鐘計劃—這就是我緊握在雙手的 FISTS—要操練放

下的東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鐘進度檢查：(根據上面的清單) 

 

我的想法與學習： 

 



 

 78 

助人者的七個習慣 

星期日 

歡樂慶祝的操練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分鐘的意圖調整—我為什麼要做這？（簡短一小段即可） 

 

三分鐘計劃—我今天將要珍惜和慶祝的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將為創造珍貴的時刻而做的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鐘進度檢查：(根據上面的清單) 

我的想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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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正在閱讀這本書，這

意味著您渴望為他人的

福祉做出貢獻；希望本

書所介紹的健康而有效

助人者的七個習慣，將

使您成為不畏任何挑戰

的最有價值的助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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