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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修流程

1. 解釋共修目的 2分鐘

2. 介紹《易圖思 8分鐘
靜觀著色畫冊》

4. 閲讀和觀察 3分鐘

3. 靜觀修習 15分鐘

5. 填色 15分鐘

6.填寫感想 7分鐘
詩歌分享

7. 交流分享
(如適用) 10分鐘



共修

3

背景
靜觀的修習需要持之以恆。能讓靜觀修習持續的其中一個方法是一群人定時一
起修習。

教材套
本共修教材套由香港大學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的教育心理學
家設計。

主持人
共修的主持人必須是靜觀導師，即修讀完8週靜觀課程（例如：.b基礎靜觀課程、
靜觀減壓課程MBSR、 靜觀認知治療MBCT）後，再接受過教授靜觀訓練的人士。
這些教授靜觀的訓練包括 Teach .b, Teach Paws b, Teach .b Foundations, MBCT 或
MBSR的導師培訓等。

目的
提供一個平台，讓參加者一起修習靜觀。定期的修習有不同的主題。這一次的
活動是《易經》靜觀填色。

對象和形式
共修的對象是學校内的群體(包括老師、學生、家長等)。即使以前沒有靜觀經
驗的人士也可以參加。人數可以由五、六人到數十人不等，視乎場地安排。

長度
這個共修長約一小時。



共修目的

• 一同修習靜觀

• 好好照顧自己

本資源套的内容
本資源套包括以下内容
1. 本教案
2. 簡報檔案(ppsx)

本教案的格式
在每一張投影片下都有講義，給主持人的指示為斜體字，而主持人向參加者
的講解部分為正體字。

向參加者介紹共修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靜觀共修。我們定期聚會，是希望在繁忙的生活中，讓
自己有空間歇息一下，共同修習靜觀，好好照顧自己。

場地安排
建議參加者每人坐在一張桌子前。桌子圍成馬蹄形，留有的空間放置螢幕，
讓所有參與者都能面向螢幕。

物資準備
1. 本教案
2. 簡報檔案
3. 從《易圖思靜觀著色畫冊》的網站下載和打印64幅卦辭和圖畫

https://ichingcolouring.com/hexagram/

4. 足夠所有參加者用顔色筆

向參加者介紹今次共修的主題
今次共修的主題是和易經有關的。

[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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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圖思靜觀著色畫冊
•畫冊的緣起
•主導創作及統籌人林彤優女士

介紹今天的活動和《易圖思靜觀著色畫冊》
我們今天會用林彤優女士(Lissa Lam)主導創作和統籌的《易圖思靜觀著色
圖冊》來進行靜觀的填色活動。這個畫冊是Lissa 就讀香港浸會大學視覺
藝術院碩士課程時所策劃的一個項目。她很希望藉著這本畫冊和別人分
享靜觀的益處。在尋找著色畫冊概念藍圖時，她的目光投向中國的古老
典籍 --- 《易經》。她希望能在靜觀的活動中，介紹適用於日常生活的
《易經》哲理。

Lissa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兼任教師謝世杰博士幫忙，把《易經》
的64個卦義簡易化，並和現代人生哲學咨詢互相結合，讓讀者能看得懂，
用得著。此外，Lissa更走訪香港各階層的人士，請求幾十位朋友幫忙按
自己所理解的卦義，用圖畫表達出來。於是個64個卦義就有64可堪填色、
玩味、沉思的圖畫。

今天我們就會來學習《易經》的哲理，並以靜觀的態度來進行填色的活
動。但在活動未展開以前，讓我們先理解什麽是《易經》。

[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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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古老的哲學書

•是指導人生的智慧

•是中國文化的根源

盧傑雄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

何謂《易經》？

Lissa 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一位老師陸傑雄博士為她的圖冊撰寫了
一篇很簡短的文章，介紹《易經》。《易經》並非一時一人所作，而是由許
多先賢從商朝末年到西周後期，即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之間，慢慢
結集而成的。

雖然很多人認爲《易經》只是占卜問卦的書，但盧博士卻覺得
• 《易經》是最古老的哲學書

强調變化的哲學，令人體會到世界充滿生命力和創造力。
• 《易經》是指導人生的智慧

其中的卦爻辭，無不在教人立身處世要秉持中庸、忠信、謹慎等原則
• 《易經》是中國文化的根源

其中的自然哲學和人生哲學，影響中國文化的每一個領域

在這裡，我們不會把《易經》的卦爻辭看成是求神問卜的簽文。我們視每一
個卦爻辭為遠古時代的智者留給我們的忠告，讓我們無論在順逆境中，也懂
得自處和應對。這些智者的話，穿越了兩、三千年，來到今天。在我們細心
聆聽前，先讓我們靜一靜，預備一個明净的心境。英國牛津靜觀中心的前總
監馬克.威廉斯曾用以下的一個小故事，説明靜心的重要性：

「一位記者訪問英國聖公會的主教，問及主教每天早上花多少時間禱告。主
教回答得很快：『五分鐘。』記者呆了，心裡暗忖：『堂堂一個主教，作爲
全國聖公會教徒的精神領袖，竟然每天早上只花五分鐘來禱告？』主教接著
微笑道：『每天早上我用一個小時來預備那五分鐘的禱告。』」

《莊子天道篇》裡，竟然也找到差不多的注腳。「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
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
也。」

現在，就讓我們靜坐十五分鐘，準備如明鏡的心來迎接古代聖賢留給我們的
智慧。
[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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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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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時候，可以讓自己安坐在椅子上。坐得稍稍離開椅子靠背，讓腰背自然
垂直，肩膀放鬆。雙手可以平放在大腿或膝蓋上。讓自己坐得自在而又莊嚴。
假如你覺得合適的話，可以慢慢合上眼睛，又或者可以選擇垂低視綫，望著前
面兩、三尺的地板。

現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面。留意一下腹部有怎樣的變化？什麼時候會
上升，什麼時候會下沉？吸入呼出的時候，感覺是怎樣的？

並不需要尋找特定的感覺，只需要留意這一刻的吸入和呼出。也不需要去控制
自己的呼吸，純粹讓呼吸自然地一吸一呼。 （停頓）

有時候可能會發覺自己的心遊走了，注意力再不在呼吸上。分心是人之常情，
絕對不是一個錯誤或者失敗。無需要責怪自己。能夠注意到心遊走了，也是一
種覺察。其實可以恭喜一下自己，原來自己覺察到心遊走了。當你留意到心遊
走了，留意心往哪裡去了，然後很溫柔的把它帶回來，讓它又再一次安住在呼
吸上。

無論留意到自己分心了多少次。每一次，只需要知道心遊走了，然後又很溫柔
和耐心地把心帶回呼吸那裡，重新開始。每一個吸氣也是一個新的開始，每一
個呼氣容讓自己放鬆、放開。

在以下一段安靜的時間，繼續留意呼吸。記得，心遊走了，無須責備自己。接
納這是人之常情。每次心遊走了，只需要很溫柔和耐性地把心帶回呼吸那裏。
心遊走了十次，便把它帶回來十次，遊走了一百次，也把它帶回來一百次。
（較長的停頓）

（續……)

修習的結構
1. 首先安頓下來，以一個自在、從容和覺醒的姿勢坐好
2. 如實地注意呼吸，不需要干預或控制呼吸
3. 假如注意力遊走了，只需要溫柔和耐性地把注意力帶會回呼吸那裡
4. 把注意力轉移到身體的感覺，如實地觀察，不干預、不批判
5. 假如身體有强烈的不適感覺，與之共同呼吸
6. 最後，可以提醒參與者最深的靜定來自我們能夠容讓事物如是般呈現

修習的意向：
• 邀請參與者如實地留意

自己的呼吸和和身體的
感覺

• 在過程中，不干預、不
批判、不强求。

• 培養溫柔、好奇、接納
和有耐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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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這個時候，或者可以把注意力從呼吸擴展到整個身體。留意一下身體這一刻
的感覺是怎樣的？坐在椅子上，感覺是怎樣的？感受一下雙腳的感覺，及身
體其他的感覺，由皮膚上到身體裡面。可以探索一下把注意力收窄去到身體
某一個部位，例如脚趾，指又或者把它放大，擴展到一個比較大的範圍，例
如整對脚，包括脚面、脚底、脚跟。甚至可以把注意力擴展到全身，從脚開
始，到小腿、膝蓋、大腿、臀部、腹部、胸部、背部、肩膀、手臂、手指、
面部、嘴巴、鼻子、耳朵、眼睛、頭頂。探索一下，收窄放大的變化和感覺。
（停頓）

當坐了一段時間，可能會發覺到身體某一個部位會有不適又或者很強烈的感
覺。這個部位在哪裡呢？可以掃描一次整個身體，看看身體哪一個部位有這
種不適的感覺。（較長的停頓）

如果身體有某一個部位有不適的感覺，你可以選擇靜靜地觀察著這種感覺。
在吸氣的時候，把空氣送到去這個部位。在呼氣的時候，又從這個部位呼出
空氣。用意不是要改變什麽，而是以此更仔細地觀察或探索那裡的感覺，與
那個部位同在，一起呼吸。請以開放和好奇來探索一下有怎樣的經歷或者感
覺。如果不適的感覺停止拉扯你的注意力，可以把注意力帶回呼吸和這一刻
整個身體坐在這裡的感覺

這個修習快完結的時候，或者可以提醒自己，最深的靜定，並不是因為這個
世界很靜，又或者是我們的心很靜。而是來自我們能夠容讓事物如是般呈現，
如實觀察、靜靜地觀察、靜靜地留意。（鐘聲示意修習完結）

[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細心閲讀文字和觀察圖畫
•以清明、開放、好奇的心來閲讀和觀察

派發卦爻辭和圖畫
在主持人引導參加者做靜觀練習時，助手會悄悄在每位參與者的桌子上放一
張底面印有卦義和圖畫的紙張。

邀請參加者閲讀卦爻辭的内容和背面的圖畫
請你細心閲讀桌子上的文字和圖畫，看看遠古時代的先賢給你怎樣的忠告。

[兩三分鐘後，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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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色

邀請參加者填色
請你用桌上提供的顔色筆，為圖畫填上顔色。在過程中，請不需有太多的思
考，只是專注在手上的動作、顔色筆觸碰紙張的感覺、眼所看到的顔色、綫
條、形狀、色塊等。

[十五分鐘後，敲鐘示意結束填色。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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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觀修習

引導參加者靜坐片刻
完成了填色後，請靜坐片刻。沉澱一下剛才全程投入填色的經歷。你對這個
經歷有怎樣的感想呢？

[兩三分鐘後，敲鐘示意靜坐結束，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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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引導參加者寫下感想
現在請你在圖畫下方，用兩三分鐘的時間寫下你的感想。

[兩三分鐘後，敲鐘示意結束，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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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chingcolouring.com/

《易圖思靜觀著色畫冊》

這裡是《易圖思靜觀著色畫冊》的網站。林彤優女士很慷概地把所有64個卦
義和圖畫都放在這個網站，你可以下載使用。這個網站也提供其他關於這個
畫冊和《易經》的資訊。

給靜觀工作坊主持人的資訊
香港大學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除了設計了本共修的資源套
外，也設計了其他的靜觀共修資源套。每一個資源套圍繞一個主題，例如運
動、纏禪畫、感恩等。這些資源套同樣設有簡報、導師手冊等。歡迎合資格
的靜觀導師免費使用。

請有興趣的靜觀導師直接聯絡我們索取(jcpanda@hku.hk)。在核實了導師資
格後，我們會送上資源套。

此外，一些無需靜觀導師資格的資源套，例如學生自學用的《學習減壓學靜
觀》資源套，已經上載至計劃的網站，你或你的學生可以隨時下載使用
(http://www.jcpand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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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分享 Guest House 旅店
Rumi 魯米

旅店
魯米

生而為人就像是經營一家小旅店，
每天都有新的訪客光臨。

是喜悅、是沮喪、是刻薄、
每當客人毫無預兆地登門
都帶來一刻的覺醒。

歡迎和款待所有客人吧！
儘管他們帶來憂傷；
儘管他們粗暴地橫掃你的家園；
儘管他們把傢具都一掃而空，
你仍要敬重地款待每位來賓。
也許他們的清洗，
能為你帶來新的喜悅。

面對黑暗的念頭、羞愧和惡意，
也要在門外笑著恭迎他們。

要感激所有訪客，
因為每一個
都是未來差遣來的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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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est House

Rumi

This being human is a guest house.

Every morning a new arrival.

A joy, a depression, a meanness,

some momentary awareness comes

as an unexpected visitor.

Welcome and entertain them all!

Even if they are a crowd of sorrows,

who violently sweep your house

empty of its furniture,

still, treat each guest honorably.

He may be clearing you out

for some new delight.

The dark thought, the shame, the malice,

meet them at the door laughing and invite 

them in.

Be grateful for whatever comes,

because each has been sent

as a guide from beyond.

在今天的共修完結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中世紀波斯詩人魯米的一首詩《旅店》

詩歌讀畢，敲鐘一次，以示結束。
[按動滑鼠至下一張投影片]



交流分享

今次共修已經完結，感恩有一同共修的空間！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留下來，
還有約十分鐘的時間。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分享一下靜觀修習的經歷。

視乎時間，主持人帶引參與者分享剛才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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