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了一年的最後一個月。每年的 12 月，也是香港沙維雅中心 AGM 開會的月份。一眨眼之間，我亦作了

中心義務董事達七個年頭。在過往的七年，雖然中心沒有實體上的擴張，但我們的 FCC 、LV1、PCCC 等

課程卻是一屆接着一屆的舉辦，而且中心亦不斷有新的個案。更感謝上天的是我們所敬重的幾位老師包括 

John Banmen、Maria Gomori 及 Marie Lam 仍然寶刀未老，於風塵僕僕的環球教學途上仍未忘香港，繼續定

期來港教導一代又一代沙維雅人。 

 

以上的一切其實也是沿自沙維雅(Virginia Satir)，若她沒有出現，我們便不會有這些導師及課程！但我們認

識她嗎?  

 

2016 年適逢是 Virginia Satir  100 歲誕辰，在本年六月份，有 10 多位中心會員前往加拿大溫哥華出席全球紀

念 Satir 百年誕辰研討會，透過不同的研討會及工作坊去紀念 Satir。溫哥華距離香港實在是十分遙遠，所

以我們大部份人也未能出席見證盛會，但在今期會訊中，透過四位有份參加的中心好友分享，我們就如一

同參加了是次盛會一般：當中 Eve Wong 為我們逐一介紹她這次會議中遇上的沙維雅星級導師，重點的分

享了各導師善長之處及他們對沙維雅模式之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此外，Connie Au 亦花了不少篇幅去詳述

她這次研討會後參與 Satir 掃墓之旅，透過掃墓再一次默想什麼是 becoming more fully human。這是一篇令

人又感動但又受到激勵的文章，相信越認識 Satir model 的朋友越能欣賞 Connie 的分享。 

 

希望各位在閱讀今期主力滙報上述研討會的會訊之際，可以默想一下 Satir 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了什麼：在

那一刻，你便和她的生命力結連。在此亦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平康。 

 

Andrew 廖承輝 

 

 

 



 

 

學習有感  Raymond Chan 

 

最初參加這次國際會議，主要是為了慶祝沙維雅女士的百歲誕辰。可惜，會議期間沒有進行特別的慶祝儀

式，確實有點失望。幸而，會議中的講者皆深深認識 Satir Model，他們的慷慨分享給予我充實的學習機會。

有三位來自溫哥華的輔導員，分享如何運用 Satir Model 處理 Addiction 問題。他們邀請了一位有暴食問題

的 client，透過家庭重塑現場示範，幫助他明白暴食問題跟原生家庭的關係。我有幸地被選中了扮演主角

少年時期的自己，讓我有機會明白治療過程如何處理原生家庭的未了情結，更了解主角的情緒例如無助，

過去是怎樣維持他的暴食問題。另一來自渥太華的講者將 Mindfulness 「靜觀」融入了 Satir Model 一致性

的概念之中，她透過分享自己照顧年長家人的經驗，介紹如何修習靜觀，協助面對受壓之下的冰山的歷程，

以及培養慈心轉化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最後，感謝 Satir Center 的支持，讓我得以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

身上學習他們運用 Satir Model 的經驗。 

 

 

 

 

 

 

 

初哥遇見沙維雅      Joe Pang 
 

這次前往加拿大參加沙維雅的國際會議，我真的大開眼戒，經歷到很多令人感動和富生命力的部份，也看

見前輩們運用沙維雅模式，透過遊戲、身體、沙遊(sand play)及舞蹈和社區生活等等的方式，讓參加者經

驗到沙維雅的改變模式。 

這幾天，我參加了多場精彩的工作坊，而我對自己在舞蹈工作坊當中的參與，印象更是特別深刻。導師創

造了四個求生存姿態的轉化動作，讓大家經驗到如何以身體動作配合轉化的過程。透過親身經歷，我發現

只要善用身體，冰山的轉化可以即時發生。這次參加沙維雅會議，不單讓腦袋動起來，就連身體也動起來

了。最令我感動的，是我在過程當中一點也不感覺陌生，這就讓我想起沙維雅的信念：「人們因有共同點

而有所聯接……」從世界各地前來的人，都藉這次機會尋求令自己更加一致性，實在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陳熾良(Raymond)： 

沙維中心專業輔導

證書課程畢業生。

中心義務輔導員。 

彭偉業(Joe)：現

職牧師。沙維中

心專業輔導證書

課程學員。 



 

 

Becoming More Fully Human: The Evolution Connie Au (PCCC V 畢業學員)  

 

2016 年 6 月 26 日，適逢 Satir 的 100 歲誕辰，我有幸前往加拿大温哥華參加全球紀念 Satir 百年誕辰研討

會。及後，在 Sandy 老師的帶領下，3 位香港學員與內地 23 位學員一同前往位於美國丹佛科羅拉多

(Colorado)的王冠鎮(Crested Butte)，入住 Satir 當年做工作坊和住過的旅館 Nordic Inn(見圖 1)。而此行最

主要的目的是給 Satir 掃墓，每人分别在她的墓前以說話或心中默念的方式向她表達欣賞感谢，與她的精

神和生命能量連接。  

 (圖 1) 

Satir 墓地後面有一條小河，墓地上有一個形狀和不遠處的王冠峰一模一樣的石頭（見圖 2），當年 Satir 一

定是很喜歡王冠峰，故選了這裡作為她的墓地。Satir 在她臨終前要求朋友們在她墓地鋪滿玫瑰晶石。這些

美麗的玫瑰晶石，有療癒心靈的能量。她的心意是讓每個來掃墓的朋友都能拿一些作留念(見圖 3)。 

  (圖 2)                    (圖 3)

http://www.satirconference.com/pages/registration.html


(續: Becoming More Fully Human: The Evolution) 

 

 

 

 

 

 

 

 

 

 

 

        

(圖 4)  

 

 

 

 

 

在團體掃墓儀式後，大伙兒前往小鎮吃過午餐。餐後，我們三個香港學員決定把握機會，再前往 Satir 的

墓前，憑弔一番。除了拍照留念外，我們各自坐在墓地的一角，做個人的默想(見圖 4)，想起 Satir 的教導

和風範，與她的生命能量連接。我感恩上天讓 Satir 活過在這世上，感恩她運用自己連接不同的生命，幫

助了無數人與自己的生命能量連接，作出正向的改變，為人類帶來希望，感謝她帶動了很多有心人繼續她

的正向導向精神，讓很多人受惠，而我就是其中一個幸運兒。在 Satir Growth Model 的培育中，不斷成長，

轉化‥‥‥想到「我們都是同一生命力的明證，透過這股生命力相聯結。」我感動的眼淚流著，讓我更肯

定，更相信，更有決心在生活中和在助人的工作中，繼續實踐 Satir 的信念。 

 

本年 10 月，PCCC XI 的 CP3 工作坊中，Marie 老師用默想帶領大家回顧個人歷史，在艱難中磨鍊出的能

力‥‥‥欣賞自己，肯定自己，與自己的生命能量連接‥‥‥那刻，我的傷痛被觸動了，心痛得厲害，淚

禁不住流著。難過、悲傷、悔疚、羞愧‥‥‥一一湧現，心想：「身為小組導師，我可以接納自己也有脆

弱、不穩、受傷和哀慟的時候嗎？」 

事後，有學員走過來問我：「‥‥我以為你已是小組導師，難題都處理好了，不會被觸動到的啊！」 

http://www.satirconference.com/pages/registration.html


(續: Becoming More Fully Human: The Evolution) 

 

看來，大家對 “to become more fully human” 需要有更清晰的理解了！1
DeMoss, T. (1987) asked Satir, 

“How do you remain whole (fully human)?”   

 

Satir responded, “That I don’t reject anything.  That I don’t compare myself with anyone. That I see myself as an 

ever-evolving manifestation of life and I don’t have to be defined by anyone on the outside.” 

 

Satir 在她臨終的歷程，讓身邊的人與她的人性相交： 

In 
2
Dodson (1991), Satir said, “… this i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of my life.  I don’t want to lose my life!”  “I’m so 

afraid! …” 

 

決定過渡自己的死亡，她活出了她的信念： 

(Dodson, 1991) After the decision to make her transition (to death), Virginia Satir took charge of her dying just as 

she took charge of her living.  “ … I’m not giving up on life.  I am following my (inner) peace.”  “I want to be 

fully conscious as long as I can.  I want to be with this (dying) process.”  “ I am going home, wish me well on my 

journey.” 她決定停藥。 

 

在她臨終前五天，她請身邊的朋友替她記下： 

To all my friends, colleagues and family: 

I send you love. 

Please support me in my passage to a new life. 

I have no other way to thank you than this. 

You have all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my development of loving. 

As a result, my life has been rich and full, so I leave feeling very grateful. 

        Virginia  (Dodson, 1991) 

 

謝謝 Satir 的教導和榜樣，我正在學習接納我仍有心痛，仍在哀傷難過的歷程中，我願意去聆聽我的觸動，

明白這觸動帶給我的訊息，藉著她了解我的渴望，與自己連接，活在當下，朝我渴望得到的繼續努力，使

我此刻能站得更穩。 

                                                 
1 DeMoss, T. (1987). Satir: Becoming more fully human. Outreach: Treating the disease of  chemical dependency. Eugene, Oregon: 

Serenity Lane, Inc. 
2 Dodson, L.S. (1991). The dying process of  a conscious woman – Virginia Satir.  In Brothers, B.J. (1991). Virginia Satir: foundational 

idea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http://www.satirconference.com/pages/registration.html


沙維雅國際會議的 Circle of Influence Eve Wong 黃慧蘭 

感恩… 
我很高興有幸被邀在那裡分享自己的博士論文「家庭重塑」的研究結

果，與本地及世界級共 70多位沙維雅星級導師同場演說。能夠跟多位

獲得沙維雅圈內最高榮譽的 Living Treasure 的得獎者共進晚宴，實在

是難得的機會。我還重遇多位 2004年及 2010年曾到香港參加沙維雅

工作坊或國際會議的各國朋友，更認識到很多當年跟隨沙維雅學習的

第一代大弟子，原來除了我們熟悉的 John Banmen 及 Maria  Gomori 以

外，還有很多星級導師！當然，不可不提的是參加過的工作坊，尤其

深刻的是沙維雅模式與沙遊、自我照顧工作坊、自我環及沙維雅如何

看人性及世代的紛亂…… 

 

在此為大家一一介紹之前，特別鳴謝香港沙維雅人文發 

展中心前主席 Esther Lau 提供部份照片；亦超級多謝 

兩位非常包容的好同屋，容我來去匆匆，更懷念我們 

溫馨共享鮑魚麵的一刻。 

 

 

一點新知訊，如果想了解更多沙維雅模式的應用，可瀏覽

以下有關沙維雅治療的學報，是免費的！

http://journals.uvic.ca/index.php/satir/index 

 

在溫哥華的公立圖書館為

演說作最後

衝刺！ 

 

沒想到「家庭

重塑」這研究

題目很受歡

迎，全場爆滿，

甚至要多加椅子。參與的

來自加拿大、南美國家巴

西、美國、中國、台灣及

馬來西亞等各國，過程示

範了雕塑，講解研究結果

及讓參加者分享，可以說

是圓滿完成。 

   

2016年 6月 26日是沙維雅圈內的大日子，原來這是沙

維雅 100歲的壽辰。雖然她離世已 28年了，但世界各

地仍以不同方式去紀念這日子。其中一項 100歲壽辰活

動就是沙維雅國際會議(Becoming More Fully Human: The 

Evolution)。這為期四天的會議，由 6月 23至 26日座落

在加拿大溫哥華近郊的 Surrey，由太平洋沙維雅學院 

(Satir Institute of the Pacific)舉辦及沙維雅環球網絡(Satir 

Global Network)贊助。 



(續: 沙維雅國際會議的 Circle of Influence)

遇上沙維雅星級導師…… 
張 俞 壽 韶
Irene 

Cheung：沙維

雅星級導師及

第一代大弟子

其中一位，她

是香港沙維雅

中心創辦人之

一，是她首度

在 1983 年把

沙維雅帶來了

香港，自那時

開始，沙維雅

模式就在香港

紮根。 

 

 

這會議的第一

天，我參加了
Robin Beardsley

帶領的自我照顧

工作坊，Robin

是位家庭醫生及

沙維雅治療師，

是 渥 太 華 The 

Satir Learning 

Centre 的導師。

工作坊強調照顧

者的自我照顧，

檢視內在「冰

山」經驗，再接

納及建立更體恤

的自我。 

今次參加了  Janet Christie-Seeley 

兩個工作坊，她跟大家一起探討

大世界的出路，用身體去體驗及

抒發欣賞丶憤怒丶無奈或展望。

在另一個工作坊，她帶領大家認

識 Richard Schwartz 及 Jay Earley

從沙維雅「面貌舞會」啓發而發

展出來的 Internal Family Systems 

Therapy。過程中，我完全感受到

Janet 的慷慨，她非常希望將她所

知道的，毫無保留地送給每一位

參加者。 

Janet Christie Seely 為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的家庭醫學教授，是作

家亦是畫家，在世界各地教導沙

維雅模式。1986 年，她把沙維雅

帶到渥太華，其後創辦了 The Satir 

Learning Centre of Ottawa。 

 

Diana Hall：獲頒 2016 年度的 Living Treasure 獎項，她在 1984 年首次參加 

沙維雅的工作坊，由最初擔心過程中會打瞌睡所以坐在最前排，到工作坊 

中段已一口氣買下沙維雅所有的著作；由沙維雅的貼心鄰里管接管送， 

到 1987 年成為沙維雅的副手打點一切；由沙維雅患上胰臟癌後，自科 

羅拉多至加州的陪伴，到安排沙維雅的身後事等……無論照顧沙維雅的 

事務或參與沙維雅環球網絡的工作，她從來都是非常積極。Diana 為退休 

教師，現職家庭及婚姻治療師，輔導受困於嚴重爭拗之中的離婚父母及其

子女。 

新鮮出爐的 Living Treasure…… 

在 Kathlyne Maki 

Banmen 的現場示

範工作坊，看到治

療師好奇地緊貼個

人內在「冰山」的

體驗性探索，帶出

與母親的糾纏不

清，達至個人內在

的轉化及更多自我

接納。短短半小

時，她乾脆利落地

直接示範了體驗性

探索是轉化的主要

途徑。 

Madeline 

DeLittle 分 享

了運用沙箱作

為展示家庭或

成長動力的場

景，過程雖然

與正統的沙遊

治療有很大分

別，但使沙維

雅模式中的面

貌舞會及家庭

重塑多了一種

可能性。 

 



         (續: 沙維雅國際會議的 Circle of Influence)

Sharon Loeschan[左上第二位]：現任沙維雅環球網絡主席，著作

有 The Satir Process ， Systematic Training in the Skills of 

Virginia Satir 及 Enriching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and 

Others。她與其他沙維雅星級導師分別在 2007, 2010 及 2012

年來香港教授「增潤關係」課。她丈夫 Bob Loescha 坐在身

旁。而我右邊[左上第四位]就是 Jean McLendon，她是 The Satir 

Institute of the Southeast 的創辦人，沙維雅環球網絡前任主席

及創辦人，亦曾獲頒 Living Treasure 獎項。她曾在 2004, 2006

及 2010 年曾到香港教授課程。 

滿載 Living  

Treasures的晚宴 

Margarita Suarez[右二]：獲頒 2002 年度第一屆

Living Treasure 獎項，2012 年，她曾到香港教授

「增潤關係」課程。她是沙維雅環球網絡的前

行政總監(1993-2006 年)。那時，沙維雅環球網

絡還未改名為 Satir Global Network，仍沿用舊名

Avanta, The Virginia Satir Network。她身旁的

Kim Hendren，是沙維雅環球網絡的行政總監。 

喜遇新知舊友 

再遇 Anne Morrison，Sandy Novak 及

Nitza Broide-Miller，她們也曾到香港

協助及帶領工作坊。 

Stephen Buckbee[圖左]為沙維雅環球網絡及

太平洋沙維雅學院的活躍成員，主力協助

建立沙維雅網上教育，又擔任 Banmen 

Satir China Management Center 的導師，為

2013 年 Living Treasure 的獲獎人。 

Michael Dupont 與 Stephen Buckbee 時常一唱一和教授沙

維雅的自我環，他是沙維雅環球網絡前委員，現時協助

編輯沙維雅免費學報 The International Satir Journal。 

參加會議的朋友來自世界各地，也很感動認識來自南美的

4 位朋友， 雖然從未參加過沙維雅的工作坊，但他們已把

沙維雅的信念投放在年青人的服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