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渥太華新中年

我是誰？當作何事？

2021 ‧ 5 ‧ 梁應安



1.  處境 疫情 ‧ 中年 ‧ 斜路

2.  曙光 性格 ‧ 聖經

3.  經歷 強勢 ‧ 劣勢功能



邀請：

渡 ㇐葉心靈輕舟

啟 內進靈程



禱告：

禱告的手



A.  疫情下

人到中年遇上斜路



斜路：
中年 35 – 55歲
新中年 55 – 75 歲

疫情：
2020 ‧ 1  

2021 ‧ 1   
2021 ‧ 冬



1. 處境 55 - 75 +

職塲強風 退休

外在需要

強風 人生旗幟方向？





1. 處境：我是誰，當作何事？



1. 處境 55 - 75 +

外面強風停了，還有方向嗎？



邀請：

渡 ㇐葉心靈輕舟

啟 內進靈程



看了這漫畫，你有何感想？
你對講座有什麼期望？



2.  曙光 A. 性格

榮格心理治療
2011



2.  曙光 A. 性格
中年：—
中年像老爺車上斜路發出咯咯聲和漏油
時。

↑ 劣勢功能－生命力
2011－榮格心理治療 頁33 



2.  曙光 A. 性格: 劣勢功能

劣勢功能的領域含有高度的生命
力，㇐旦優勢功能受到磨損，開
始像老爺車㇐樣，發出咯咯聲和
漏油時，如果能成功轉向劣勢功
能，就會重新發現嶄新的生命潛
力。



2.  曙光 A. 性格:劣勢功能：

劣勢功能領域中的每㇐件事都令
人興奮，引人注目，充滿正面和
負面的可能性。它蘊含巨大的能
量，透過它可以重新發現世界。



2.  曙光 A. 性格:
放下－脫去容易纒繞的罪

2.  曙光 - 重拾－劣勢功能



習作：強勢功能

I.                                          
名字



習作：強勢/劣勢功能

I.                                                   名字

II .                                    

用另㇐隻手寫下你的名字



I.
強勢功能

ll.   劣勢功能
左右手，思考方式



2.  曙光 希伯來書
12: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
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
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
路程



2.  曙光 希伯來書

12: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
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
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2.  曙光 希伯來書
12:12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
腿、挺起來．

12:13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癒。



經文背景：

希伯來人牧函
羅馬運動員比喻奔走天路
主後70年之前



2. 曙光 聖經

三角度
1.  脫去 纒累的罪
2.  仰望 基督十架醫治
3.  見證人 團契



三角度

1. 脫去纒累的罪（來12：1）
–拒絕試探
–雅各書1：14-15



雅各書1：14-15

1:14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
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1:15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
來．罪既⾧成、就生出死來。



三角度

1. 脫去纒累的罪（來12：1）
–忍受試煉（Trial）
–拒絕試探（Tempting）

雅各書和修本1：12



三角度

2. 仰望基督十架醫治
摩西銅蛇
死於火蛇（以東地）

（民21：9）



三角度
3. 見證人 ‧ 團契

12:12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
的腿、挺起來．

12:13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癒。

（希伯來書）



三角度
希伯來牧函 天路客



三角度

3. 見證人 ‧ 互相幫助



1.  脫去 纒累的罪

2.  仰望 基督十架醫治

3.  見證人 團契



邀請：

渡 ㇐葉心靈輕舟

啟 內進靈程



你對希伯來書12：1-2；12-13，
和雅各書1：12-17的釋經可有
問題？

請在小組分享及在chat box提
出



3. 經歷：強勢 ‧ 劣勢功



3. 經歷：強勢 ‧ 劣勢功



3. 經歷：強勢 ‧ 劣勢功



3. 經歷：強勢 ‧ 劣勢功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3. 經歷：我是誰？ 強勢 ‧ 劣勢

55 – 75+           整全生命 (Wholeness)
真我 (Authentic self)
天地㇐沙鷗

喬納森









推薦書籍

瑪麗‧馮‧法蘭蕬
《榮格心理治療》2011 

心靈工坊





推薦書籍

大衛貝納
《天父給我的禮物》

證主出版社 2013



大衛貝納 (David Benner)《天父給我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