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健康系列： Self-Care in Focusing      
聚焦「心理」‧自我照顧

透過自覺和自愛為身心保健

恆常的自我照顧 (Self-Care)能幫助您加強美好的感覺及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和沮喪
的時刻，以達到更好的健康和幸福。隨著Covid-19大流行病的持續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交限
制、財務和工作的壓力，對心理、身體和情感健康有著持續威脅，使Self-care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加重要。

Focusing是透過實證研究發展出來的一套可用作身心保健和壓力管理的系統。學習Focusing
能提升自我覺察能力，培養對自我的包容接納；並運用身體的自然智慧，來解決問題和化解壓
力，幫助許多人重新理解和建設他們的生命與幸福。其中，提升覺察能力除了可以促進個人心
理成長外；大量腦神經科學實驗的結果顯示，提升覺察能力還可以幫助人提升免疫系統機能和
細胞修復能力、加快基因的自動調控、增強心血管功能、促進腦神經系統的整合和功能。本中
心希望透過Focusing課程，幫助人們舒緩疫症帶來的壓力、更好地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

學員的見證分享：
“The main purpose for me to attend this course is to find out what are the causes and how to relieve my body 
pain, which had already bother m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 can instantly feel that my body pain goes away in 
the first practice session.”
“我透過Focusing課程學習到一個新方法去了解自己身體的聲音。可以有一個安全而有適當的距離去擁
有自我心理照顧的空間…透過Focusing，可以令我專注地聆聽身體的需要，繼而慢慢學習放鬆。”
“可以靜靜地有個同行者陪伴自己去聆聽身體的聲音。感覺到有同行者陪伴自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不
用解釋太多，安全而有適當的距離去探索自己身體需要。”
“作為一位常在社群中牧養和輔導者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學習。特別是對自己的身心靈的幫助，
真是一個體驗和自覺之旅。而且，不以強調說教的方式來引導。” 

 Focusing Level 1: (廣東話 Zoom Class)
5月18 日, 6月1日、15日、29日, 7月13日、27日(二)
早上 10:30am – 1:30pm

小班教學及體驗式學習：
• 認識Focusing、相關之腦神經科學和心理學臨床實證
• 聆聽身體的聲音，了解自己的需要，更好地照顧身心
• 放鬆練習、舒緩緊張和身體慢性疼痛
• 聚焦此時此刻的能力，提升自我覺察的技巧
• 培養對內在地好奇、耐性、友善、陪伴和關顧自己地能力，減少自我批評和壓力
• 有步驟有系統地轉化內在情緒和解決問題

參加者：6-12位19歲或以上人士
費用：4月29日或之前報名 $170， 之後報名$200
完成80% 課程可獲International Focusing Institute (https://focusing.org) 認可之 Focusing 
Level 1 證書，並可以選擇繼續進修高階的Focusing課程，以獲取國際認可資格
(額外選擇：一對一教學 $40/小時)

導師：Ms. Mildred Mok (CCM靈機輔導服務統籌，社工碩士，國際認可之 Focusing 
Trainer, Focusing-Oriented Therapist, & Focusing Coordinator-in-Training)
查詢：604-629-2266, mmok@ccmcanada.org
報名方法：掃描QR Code 或透過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MDNSZuHevwbrWnqq9



培訓導師簡介
Ms. Mildred Mok B.S.W., M.S.W. mmok@ccmcanada.org
Certified Focusing Trainer
Certified Whole-body Oriented Focusing Therapist
Focusing Coordinator-in-Training
Ex-board Member & Executive Member of Hong Kong Focusing Institute

Mil 畢業於 UBC 社會工作碩士課程，是 BC 省內唯一的華人 Focusing 認證導師。自
2013年起，Mil 開始專注研究應用 Focusing 於日常生活作為情緒保健、壓力管理和親職工
作之訓練，及在臨床情緒治療上以 Focusing-oriented Therapy為主的介入方式。她由2015年
開始在香港的大學和社區教授 Inner Relational Focusing，目前是 Karen Whalen Ph.D.
(Whole-body Focusing 的聯合創辦人) 在北美地區之臨床專業發展培訓計劃的助教。

Mil 提供的訓練強調培養臨在(presence)、以好奇友善態度去陪伴自己、聆聽內在真正
需要、與內在建立安全親密信任的關係、增強自我覺察能力和自我接納，並有能力運用
Focusing 技巧來建立親密人際關係，和運用自己的內在資源和身體智慧為生活中的困難找
解決方法，為自己建設更好的身心社靈健康。

Focusing 的起源 (Gendlin, 2009)
Focusing 是由美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 Eugent T. Gendlin Ph.D. 基於實證研究結果而發展

出來的一套身心靈連繫的技巧。Focusing 是一個以身體導向為基礎的體驗過程，可用於釐
清思緒和情緒療癒，是一套自助的情緒管理和心理保健的方法。

在1960年代，Gendlin 與人本心理治療大師 Carl Rogers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心理輔導
中心合作研究心理治療成功的因素。他們共同研究了過千個輔導個案的錄音，發現案例中
的心理治療師的技巧都很好，但他們面對的當事人有的很快得到好轉，但有的卻很難好轉。
於是，他們深入去反覆研究和比較案例錄音，以找出原因。最後他們發現：那些能夠在輔
導中經常覺察到自己感覺的當事人往往容易有好轉，而不太能夠集中在自己感覺而一味理
性分析、或糾纏瑣事、或沉溺情緒等的當事人是很難好轉的。因此，當事人能否關注和覺
察自己的感覺是相當重要的成功轉化心理之要素。

基於這個研究發現，Gendlin 開始思考能否透過教學和引導來使人們擁有覺察自己感覺
的能力來促進心理健康，並嘗試在臨床心理治療中實踐出來。之後，他總結了這些臨床實
踐的經驗，發展出 Focusing 的具體步驟來訓練人們能夠更好地掌握 Focusing 的過程和獲得
覺察內心體驗的能力。後來，因為很多心理治療師學習和應用了 Focusing 的技巧於臨床心
理治療，便逐漸發展出了 Focusing-oriented Therapy，並有大量臨床研究證明此方法能有效
減低人們的焦慮和抑鬱、減低身體痛症、提升調節情緒的能力，並提高整體心理健康和生
活質素。

現在，Focusing 的訓練已遍佈全球各地，參加者包括助人工作者 (如社工、輔導員、
醫生、護士)、教會領袖和同工，以及來自各行各業追求身心靈健康的人士。Focusing 在中
國被翻譯為“聚焦”，在香港被稱為 “生命自覺” ，而台灣稱之為 “澄心”，三個名稱加起來是
對 Focusing 的最準確描述：Focusing 透過聚焦身體感覺、感受和想法，來澄清內心的紛亂
和提升對自我內在生命智慧的覺察。關於 Focusing 的更多介紹和步驟可見於 The 
International Focusing Institute (https://focusing.org)，香港生命自覺協會網頁
(https://focusing.hk)，或台灣澄心的Facebook (“澄心在台灣 Focusing”)。

Focusing 的功用
一旦學會了 Focusing 的技巧，您便能在日常生活中透過 Focusing 與自己的感覺、直覺

以及身體智慧保持連繫，以運用到內在資源來解決生活問題。Focusing 使您能夠：
• 了解您真正的感受和想要的
• 克服障礙，做出決定並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 對自己和他人變得更加專注和友好
• 整合身體、思想和心靈
• 緩解緊張和慢性疼痛
• 建立對內在身體智慧的信任
• 能應用於輔導及心理治療的過程以提升功效



Focusing 訓練的架構和內容
Focusing 的訓練包括四個階段：完成了一階的學員將懂得如何去帶領自己進行 Focusing
練習，二至四階是進深訓練去教導學員如何更好地陪伴自己、陪伴別人和處理困難情況。

一階 (Level 1)：與內在關係相遇 (2021年5至7月)
• 目前的神經科學研究結果如何支持 Focusing 的使用
• 懂得如何在 Focusing 夥伴關係中進行練習
• 了解 Focusing 過程的基礎
• 了解甚麼是臨在 (presence) 和臨在語言 (presence language)

二階 (Level 2)：陪伴內在關係 (2021年8至10月)
• 學習如何支持自己及其他人的 Focusing 過程
• 體驗臨在 (presence) 的質素，學習如何支持 Focuser 去達到臨在
• 學習和體驗邊際(the edge)經驗和將此經驗符號化 (symbolization)，以及學習如何幫助

Focuser 保持在邊際
• 學習高階的聆聽技巧
• 學習帶領“導入”(Leading-in)

三階 (Level 3)：支持內在關係 (待定)
• 了解如何在 Focusing 過程的每個階段中優雅地指導自己的夥伴和自我
• 了解一個 Focusing 時段的典型方式，以及在不同階段所使用的介入方法，如何為下一

個階段做準備，以及如何確定何時需要回到較早的階段
• 如何在 Focusing 的開始階段進行引導以促進接著的其他階段順利進行
• 如何逐步而不突然地完結一個 Focusing 時段
• 何時以及如何介入 Focuser 的沉默
• 當您的建議沒有幫助時，如何撤回您的建議

四階 (Level 4)：促進內在關係 (待定)
• 回歸 Focusing 的精髓：簡單 (“少即是多”)
• 使用敏銳的聆聽能力來完成部分的帶領(guiding) 工作
• 當 Focuser 的過程有其他需要的時候，可以改變或打破在一至三階中所學習到的“規則”
• 學習如何幫助出現衝突的部分，被流放的部分以及內在自我批評的過程
• 體驗 “無所不載”的原則，以及如何適用於分心、圖像、中樞外部的感覺和身體症狀等
• 學習並分享如何應對在 Focusing 過程中所出現的阻礙，包括：當在 Focusing 過程中感

到沒有任何感覺，感到有“抵抗”，不知所措，Focuser 不斷講述故事或“停留於頭腦
中”等時候。

Focusing 一階 (Level 1) 訓練課程的要求
• 導師將提供繁體中文的閱讀材料，學員可按自己的進度進行閱讀，並以照顧自己的需

要為先；
• 每星期安排約1小時的夥伴練習時間；
• 按時參與所報課程的所有課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