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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精神、心靈

根據《漢語大詞典》，在中文典籍中，三個詞語意思有所重疊，歸納

而言，有以下幾重含意：

1. 人生命中與於肉身相對的組成部分，如精氣、元神、靈魂。

2. 心或頭腦的活動或狀態，如意識、思維、心理、心神、神志。

3. 人的才智和感受、理解能力。

4. 人或物的生氣、精力。

5. 人的聰明和機警表現。



根據猶太基督宗教傳統，‘spirit’這個字的源頭，不論是希伯來文

ruah或希臘文pneuma，其意思都是不能觸摸的空氣流動。

（Wright 2000: 7）



據照《聖經・創世記》記載，上帝造人時，把靈氣吹進用泥土造

的人的鼻孔，人就活過來。

因此，‘spiritual’就含有活力、有生氣、動態、賦予生命的

意思。

（Wright 2000: 7）



“Spirituality”
的三重含義
（Andrew 
Wright）

1. 跟物質對立來的東西

2. 神聖或宗教事物

3. 靈魂的鍛鍊和修養

•透過探索自己的內在空間及
陶冶自己的內在感受，來培
養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

(Wright 200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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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跟物質對立來理解的東西。自古至今，不少宗教和哲學都貶低物質和身體的價值。2. 神聖或宗教事物。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等一神宗教認為，人生在世是要遠離腐朽和罪惡，趨向正直和神聖。然而跟上述的第一個含義不同的是，這裡主張的，是人要在物質世界之中培養靈性，因此不需要否定物質世界。3. 涉及靈魂的鍛鍊和修養。持這種觀點的人所關心的，是透過探索自己的內在空間及陶冶自己的內在感受，來培養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 。



心靈的含義

1. Spiritual
含有活力、有生氣、動態、
賦予生命的意思

2. Spirituality
靈魂的鍛鍊和修養

•透過探索自己的內在空間及
陶冶自己的內在感受，
來培養自我覺知（self-
awareness）

(Wright 2000: 8-9)



根據UC Berkely的研究，
單單2002-2004年，
人類累積的資訊量，

比過去歷史上的總資訊量
還要多。



• 2011年，美國人吸收的資
訊，是1986年時資訊量的5
倍

• 在休閒（沒有工作）時，
每人每天要處理34GB 
(~100,000個字）的資訊量



在美國，一間普通的超市
• 1976年，有9,000種不同產品
• 2014年，有40,000種不同產品
• 而80% - 85%的人的生活，只需150樣物品。
• 重要事情的決定的空間，
被無意義事情的決定佔據了



生活和工作䌓忙，提倡多工（multitas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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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為現代人
類，神經系統的日
常平衡點，一般都
徘徊在戰鬥或逃跑
反應（ fight-or-
flight response）的
邊緣。」

--史蒂夫·霍斯金森
（Steve Hoskinson）

臨床心理學家和創傷治
療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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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odern humans, our average, day-to-day nervous system set point [is] hovering somewhere around the edge of the fight-or-flight response,” Steve Hoskinson,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and trauma expert,http://www.inquiringmind.com/Articles/GettingRealAboutExhaustion.html



Fight-or-flight response



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神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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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神經系統
(AUTOMATIC NERVOUS SYSTEM)

• 交感神經系統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Fight-or-Flight)
• 副交感神經系統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Rest & Digest)
• 正常節奏：加速及煞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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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如果有機會與爸媽訴心聲、有
機會講夢想，你會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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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可以是一個孩子出
生時的禮物，卻已被消費市
場隔離開來，並反被採用來
作潤滑消費經濟的輪子。

童年成了出賣自己的預備階
段，兒童受到訓練，要以市
場的觀點和評價，去理解包
括友誼和家庭在內的所有關
係。」

(Baum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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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s soul is besieged by the pressures of an expansive and invasive market, stripped of its normal familial and social defences and made more vulner- able by the reversal of authority and command structures.Spirituality may be a child’s birth gift, but it has been sequestered by the consumer markets and then redeployed to lubricate the wheels of a consumer economy. Childhood, as Kiku Adatto has suggested, has become merely a preparatory stage for the selling of the self, as children are trained to see all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friendship and family, through the prism of marketing-generated perceptions and evaluations.Zygmunt Bauman, Children make you happier … and poor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Spirituality, Vol. 11, No. 1, April 2006, pp. 5–10



全人成長 德、智、體、群、美、靈



全人成長 知、情、意、行



台灣過去的教育
存在什麼問題？

（曾志朗）

• 思想長期被禁錮

• 過分著重智育，

忽略了情意教育、心靈建設

• 學生對於說教的厭惡已到了頂

點













「源頭的靈性」
（spirituality of sources)

「真實的靈性 …… 不會管束我
們要往何處，卻相信走上任何
路徑，只要表裡如一(integrity)
的走下去，便會到達知識之地。
這樣的靈性鼓勵我們迎向差異
和衝突，容忍模糊，及擁抱似
非而是。」

──Parker Palmer, 
To Know as We Are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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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靈性（spirituality of ends) 把既定的宗教或道德規條作範本，期望把學生塑造成範本相同的模樣



大人，其實也要滋養心靈……



心靈對話的空間

營造安全、開放和互相尊重
的對話空間，

師生皆可以分享自己的渴望、
驚異、恐懼、困惑、智慧 ……

(Rachael Kessler)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內容摘自Rachael Kessler, “Nourishing Students in Secular School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6 (Dec 1998/ Jan 1999), 4: 49-52; 及 Rachael Kessler, “Soul of Students, Soul of Teachers: Welcoming the Inner Life to School”, in Linda Lantieri, Schools With Spirit: Nurturing the Inner Lives of Children and Teachers.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http://inspired-hkier.fed.cuhk.edu.hk/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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