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攝影／徐閔謙

愛自己就是邁向覺知的過程，開始探索自我的

內在旅程，發現自己就是愛的泉源。《簡單富

足》中說得很好：「最遙遠的國度乃是我們的

內在，我們是自己的黑暗大陸；我們是自己的

蠻荒」，「愛自己」從認識自我開始，瞭解內

心的種種情結，到底是什麼樣限制性的想法讓

自己不再快樂？是怎樣的情緒糾葛讓內心無法

感受到生命的活力？是什麼阻擋了自己擁有幸

福？一切的答案都在自己身上。

愛自己和自私不同，一個無法照顧自己身心的人，也無法真

正照顧或尊重別人的需求。愛不只發生在戀愛時，當你覺得被某人

如此的珍惜、重視，忽然間你感覺自己的重要和價值，所有自己和

別人的缺點都不在乎了；但當這個人離去時，這愛的感受也頓時消

逝；個人又回到對生命的困惑、沒價值感、甚至是自我懷疑的模式

裡。愛和是否有伴侶無關，而是自己對自己的尊重和了解，而這份

無條件的愛一直存在著，創造生命的力量也一直在我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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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自己」就是邁向自我蛻變的旅程。

幸福不用外求，要先在自己內心創

造幸福的感覺，愛的感受自然就會出現。

但若內心混亂、情緒糾葛太多，很難平靜

地為自己創造幸福感，所以要先從認識自

己、釐清自己內在開始。美國新時代運動

的先鋒，露意絲．賀（Louise L. Hay）曾

在著作〈創造生命的力量〉中提過「珍愛

自己十部曲」，這10點可供我們在學習愛

自己的過程中，陪伴我們更認識自己：

停止批判自己

我們的腦子無時無刻都在喃喃自語，

尤其是批判的話語；我們的眼睛永遠看向

外在，和別人比較後就覺得自己不足、

不行，永遠嫌自己不夠完美。停止批判自

己是認識自我的第一步，我們常跟理想中

的自己相對照，但忘了要先學會接受自己

的每個部份和面向；強迫自己變得完美只

會帶給生命更大的壓力而不是幸福；「我

們不是要變得更完美，而是要變得更像自

己」。

當批判自己已成習性，很容易戴著

「批判的眼鏡」去看外在的一切，到最後

看什麼都不滿意、不順眼，一直活在抱怨

的世界。人一但對生命有沈重的無力感，

很容易以酗酒、暴飲暴食、嗑藥或極端的

行為來逃避真正的問題，但很少意識到自

己就擁有改變的力量。今天就試著停止批

判的聲音，當你停止批判，才有可能清晰

地創造想要的生活。開始欣賞自己，並把

注意力放在發掘自我的潛能和創造力上；

接受並喜悅地做自己，也讓別人能自在地

呈現他們本來的樣子。

停止驚嚇自己

有些驚嚇的經驗來自過去曾發生的

事或兒時創傷，但不代表以後都會持續發

生；有些驚嚇是來自我們對生命的種種恐

懼和不信任；事情還沒發生，彷彿已經被

自己「恐怖的畫面」給嚇得半死。恐懼使

我們失去了行動的能力，更切斷了我們體

驗生命的驚奇。恐懼的念頭有如鎖鏈般效

應，會不斷地吸引更大的恐懼，每天戰戰

兢兢的生活，怎能感受生命的輕盈？

擔心、害怕會使我們一直活在受限的

框架中，很難有更大的躍進和開展。每當

恐懼、焦慮的情緒又起來時，靜下心，試

著去找尋讓自己恐懼的原由；並將『恐懼

的畫面』改寫為『美好的畫面』，也可加

入正向的訊息來取代舊有的記憶『一切都

很順利』、『我信任自己的生命』，因為

恐懼只是過往的經驗，練習久了，新的信

念模式產生，自然對自己、對生命也會更

加信任、敞開。

善待自己

試著拿掉生命中許多的「應該」，

拿掉角色中的「必須」；當我們背負了許

多「應該」和「別人的期待」，很難真正

的活出自己，若一個人只有不斷付出，沒

有回來滋養自己，他的生命很容易枯竭、

耗盡精力，更無法品嚐到生命的芬芳。從

小，我們常被教育要「嚴以律己，寬以待

人」，希望自己在別人眼中能得到認同和

肯定；但往往忘記要好好善待自己。

愛自己就是尊重自己，包括尊重自己

的種種想法和感受，也尊重自己有對他人

說「不」的權利。我們很容易先為別人著

想，但很少為自己的感覺付諸行動；以為

照別人的意思做會讓人滿意，但最後不開

心、生悶氣的一定是自己。當我們把力量

交給他人，但自己又有不同的期待時，很

 當你開心了，世界會跟著你一起發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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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就出現衝突和矛盾；可以試著表達自

己的想法讓別人知道，但也不執著一定的

結果；至少有把話說出來。愛自己要先從

聆聽自己的聲音開始！

對自己仁慈

我們常會因為沒做好什麼而譴責自

己，或有罪惡感以及想懲罰自己的念頭，

不是說不用自省檢討，但過度譴責只會

把自己又拉到「我是不好的」負向情結裡

循環。人都會犯錯，但我們可以用更敞開

的態度來看事情，看看從這件事中我要學

習的功課是什麼；同時也學習原諒自己，

原諒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和曾經傷害過的

人，從中看見建設性的意義，這樣才能超

越這些一直綁住心靈的枷鎖。

在關係中我們常以「犧牲自己」的藉

口來換取別人更多的愛和認同「為了你，

我放棄我的人生...」「為了你，我辛苦一

輩子...」，但其實你早已放棄開創自己生

活的力量；不必將自己的期待和壓力先套

在別人身上，而當結果不如預期再來用

「犧牲」的名義讓別人愧疚；愛是無法在

這樣的關係模式中流動的。《個人實相的

本質》一書中提到「自我犧牲是指把你這

個『負擔』丟到別人身上去，而使它變成

他們的責任。」愛並不要求犧牲，愛也不

是條件的交換，而是尊重每個人過生活的

選擇和方式。

讚美自己

我們無法讚美自己是因為覺得自己不

夠好，不值得被讚賞，但一個無法欣賞自

己的人又如何能讓別人賞識你？「你對自

己的肯定是你最偉大的力量之一」，先從

看見自己的優點開始；列一張自己的優點

和長處的清單，要像平日檢視自己缺點的

精神來找出每個優點的細節，相信最後會

有驚訝的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那麼一無

是處，反而有很多值得嘉許的地方。「肯

定」意味著對自己獨特的個人性懷著愛心

的接受，當我們先肯定自己，別人自然會

看見。同樣的原理，當你感覺自己很匱

乏，不管是物質或心靈層面；先去感恩你

所擁有的部份，而不是只看見自己所沒有

的。越是「感恩」越會引領自己看見原來

我已在豐盛、富足之中了，而更珍愛生活

的一切。

支持自己

人在低潮、沮喪時很需要別人的支

持和陪伴，不要責怪自己的狀態，或是認

為「我是沒用的」、「不應該造成別人麻

煩」；而是接受自己的情緒狀態，需要別

人支持並不是弱勢的表現；而是你知道現

在需要什麼對你最有幫助。若覺得自己一

個人很難熬、不知如何是好，可以尋求坊

間各種的支持團體或心理諮商，在團體中

透過眾人陪伴的力量讓自己渡過低潮或是

需要協助的狀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放

棄自己，不管是生重病或憂鬱情緒來臨

時，對自己要有無限的耐心，自己是自己

唯一的解藥。

愛己之過

在《幸福的九個房間》一書中提到：

「消極負面、求好心切、自我否定和不滿

▲ 定期修剪、滋養自己的心靈花園 ，打造一
座專屬內心的豐盛園地。

▲ 享受美食也是照料靈魂的方式之一。

 靜坐冥想可幫助自己放鬆以及覺察

內心的境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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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是許多女性人生中最可怕的幸福大

盜；也是必須治癒的情緒癌症」。不容許

自己犯錯反而更容易犯錯，因為時時都處

在高緊繃的狀態，一但有狀況反而更無法

應付問題；而過於嚴厲的自責和懲處只是

為自己的身心狀況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

當緊繃到極致時，隨時都會爆發。

我們的教育也不太容許個人有犯錯

的機會，因為犯錯會被指責、處罰、被別

人異眼相待，在孩童來說早已種下對「犯

錯」的扭曲觀念，有些人長大出社會後

自然以「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心態

來減少承擔犯錯的後果。接受自己的每個

行為或情況，也為自己的一切負責，但與

其一直認知為「犯錯是不好的、不被容許

的」，不如把錯誤看作是生活中「成長的

禮物」。

照料身體

身體是心靈的一面鏡子，真實反映

著我們內在所有的情緒，所以當我們生病

時，怪罪身體是無用的，反而要感謝身體

讓你有覺察自己內心的機會。從身體的各

個症狀就可以發覺自己最近正在經歷什麼

樣的情緒或事件？過多的情緒累積才需要

身體當出口來釋放壓抑的能量，若我們能

變得自覺，就能免於許多無謂的病痛。身

體是人們一生中最親密的伴侶，因為它最

了解你。按摩身體也能釋放儲存在深層肌

肉中的毒素，淨化身心且滋養自己。每天

洗澡或睡前別忘了對自己的身體說聲謝

謝，你的細胞會感知到你正向的情緒並有

所回饋！

鏡子功課

露意絲‧賀（Louise L. Hay）很推崇

鏡子練習，好好的看著鏡中的自己，覺察

自己第一個浮現的念頭為何？大部分的人

第一眼都會注視自己的缺點「眼睛好小」

「皮膚很糟」「我又變胖了...」其實我們

也無時無刻只看見自身的缺點，不只有在

照鏡子時。

放下自我批判，而運用鏡子來肯定自

己，每當在照鏡子時，看看自己的內心想

說什麼？或是跟鏡中的自己對話，這不是

自言自語，反是很好用來肯定自我價值的

方法。露意絲‧賀個人很喜歡在早晨起床

的第一件事是跟鏡中自己說「我愛你」，

剛開始或許不習慣，但練習久了你會開始

欣賞自己，接納自己的不完美，即使知道

有缺點，但那都是自己的一部分。

每個當下都愛自己

此刻，停止批判自己了，順著內心的

聲音，開始去做想做的事，會讓自己感覺

喜悅的事；即使去看場電影、吃個美食、

到大自然走走，都有可能會有意想不到收

穫。愛自己，讓每件事的品質都改變了，

即使喝杯茶，也能感受到生命的滋養和

富足，不再只有看結果；而是享受整個過

程。

允許自己平時渴望想做但因內心糾葛

而不允許自己做的事；愛自己是在每個當

下，不是等明天、等明年有更多錢、有更

▲ 當拿掉了「批判的眼鏡」，生活的美好和驚奇隨處可見。

 當自己低潮或不舒服時，需要別人

支持並不是弱勢的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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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假才開始行動。生活中的小事都可以注

入愛自己的養分，順著內心感覺就是對自

己生命的尊重，因為你是帶著對自己的信

任而不是恐懼，當你給出去什麼能量，回

來的就是什麼。自己活的開心，傳送給別

人的力量也會更有愛力和影響力，而周圍

的人會因你開始看見自己、欣賞自己。愛

自己是每個人唯一能給自己生命最好的禮

物，不是金錢、不是權位而是看見自己就

是幸福快樂的源頭，創造的力量永遠都在

自己身上。    

每個人都需要的「心靈療癒

場」

英國作家維吉妮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曾說過每個女人都需要自己的房

間。或許是具體的私密空間，也可以是某

種情境的心靈空間。但面對這變化快速、

充滿誘惑的年代，不管男女老少都需要可

以讓自己放鬆的「療癒場」; 在這裡你可

以全然做自己。療癒場並非一定是一個空

間，它也是某個情境、行動或氛圍，是能

讓自己感到放鬆、滋養以及和內心再次連

結的過程。

「靜心是身、心、靈的黏合劑」， 

是個非常好停止思考、回到當下的方法之

一，在靜心中可以得到更多來自直覺的訊

息和答案。有些人的心靈療癒場是在泡澡

時刻，在這時徹底放鬆身心，享受寧靜的

片刻。有的人則是在旅行中才能滿足心靈

上的渴求；或是在藝術創作中和自我心靈

對話、抒發內心的情感。《簡單富足》提

到「當你全神貫注於某事，你的呼吸因此

緩慢下來；在這時創造力被激發，直覺導

向更深層的智慧，身體的自然痊癒系統也

開始運作。」每個人的方法不盡相同，但

再忙都要時時回到自己的心靈療癒場，不

讓任何事打擾你，不管你的形式或地點為

何，盡可能地享受當下，與你所正在進行

的事情合一。當你帶著盈滿的能量再回到

職場或生活中，更容易用創新的觀點去看

世界。

改變世界前先改變自己

當世界各地的天災人禍不斷頻傳，

2012的話題持續延燒，「救地球、愛地

球」變成氾濫的口號；但當人們看事情的

角度不變，用再多的方法，效果仍有限。

個體的力量和覺醒足以改變世界，我們常

以為把別人改變了就天下太平，但自己卻

不用改變？真正的問題都在自己，回來愛

自己，就有更多的愛去幫助別人。當你不

一樣了，別人自然會受你影響。為自己前

進的每一小步喝采，發現自己就是創造幸

福的泉源。當你開心了，世界會跟著你一

起微笑！

▲ 愛點亮了自己內心陰暗的角落，再次引領著生命前進。

▲ 為自己前進的每一小步喝采，發現自己
就是創造幸福的泉源。

 在人群中，每個人都渴望有著解放、

自由飛翔的心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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