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為完整的⼈
BE AN INTEGRAL HUMAN
重新認識並愛上這個既熟悉⼜陌⽣的⾃⼰

⼀個融合神學⼼理靈修16個⽉的同⾏及發現之旅



        我們每個⼈就是⼀棵⽣命樹，亦即成⻑中的樹，
我們紮根在這個世界⼤地的⼟壤上，藉著陽光⾬露逐

漸⻑⼤，幾番歲⽉後，結出每⼈特有的果實。我們在

⼈⽣的上半場 (0-40) ⼤部分時間都在別⼈的眷顧、
期盼下度過，亦因為求存必須要建⽴⼀個⾃我，為能

⽴⾜天下，並可以向別⼈説出我是誰。不過這個誰多

次並⾮最真實的⾃⼰; ⼈到中場 (40-65) ，是⼈⽣最
悲壯的⼀場硬仗，⼀⽅⾯徘徊於別⼈的期盼要求與⾃

⾝渴望⾃主⾃由釋放的張⼒中間，另⼀⽅⾯仍處在⾝

份和⻆ ⾊所要求的不可輕⾔放棄的壓⼒下，再有就是
幾⼗年來纍積了的⽣活習慣，思維模式，因受過傷而

冰封了的善良，造成⼼理上的許多不捨。在⼈⽣中場

的尾段及下半場的開始，正是薪⽕相傳的契機時候，

此刻的⼤哉問是: 我想留下⼀個怎樣的世界給我們的
下⼀代? 踏進⼈⽣的下半場 (65-80 後) 的熟齡階段，
⼈⽣⼜是另⼀番景象，下半場既是中場結下之果，同

時也是⼀個如何由⻑者活出到智者, 及如何促使天⼈
物我能更圓融結連。正是這階段的重要課題。

 
        這是⼀個學習計劃，就如⼀堂堂學習繪製⾃⼰成
⻑地圖的課。這地圖助我找到⾃⼰來此世走⼀回的終

極⽬標，那就是⼀如⽶該亞先知所指出的: ⼈能活
出“⾏公義，好憐憫，懷⾚⼦之⼼與神同⾏”的⽣

命，⼀個成為別⼈的福源而⾮令⼈受苦的⽣命。我們

把這個學習計劃定位為⼀個幫助我們療癒和轉化的契

機 (Kairos)，並命名為《成為完整的⼈ Be an
Integral Human》，而把⽇後每次相遇，互相學
習和分享的⽇程視為與主和⾃⼰相遇的好⽇⼦ (Date
with Our Kairos Moment) 。 

         因為是⼀個⽣命成⻑及轉化的計劃而⾮⼀個單純
的課程，所以我們把學習期延⻑為16個⽉，參與⼈數
限18位，為讓有⼼參與和願意與⼈同⾏成⻑的參加
者，有⼀個較深⼊的、持續性較強的，能夠彼此照顧

相互扶持，且能得到個別靈性輔導的情況下，更通透

地認識⾃⼰，更熱切地擁抱衆⽣及更⼼⽢情願地追隨

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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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在開始報名之前，請仔細查看我們的所有課程相關資料。

APPLICATION DUE DATES 報名⽇期

報名將於 2022 年 8 ⽉ 1 ⽇⾄ 2022 年 9 ⽉ 1 ⽇開放。報名可通

過我們的網上平台提交或郵寄⾄Mercy Center,

Burlingame。 ⼯作⼈員將聯繫報名者進⾏Zoom同⾏神辨 (co

spiritual discernment) 。 歡迎有興趣與我們⼀起同⾏成⻑的

⼈報名。

名額有限； 並⾮所有合格的報名者都可以被接受同⾏發現之旅。

我們將在報名過程中與您保持聯繫。

PROGRAM COST 課程費⽤

課程個⼈收費為 $1,200 (Mercy Center贊助優惠價) 。 

⼤家可以有以下兩個交費選擇：

a.⼀次過全數付清(10/19/2022 在收到收錄通知後)。

b. 分三期付款，每期$400：

第⼀期: 10/19/2022 在收到收錄通知後

第⼆期: 05/10/2023 在第⼆階段開始前⼀個⽉

第三期: 11/09/2023 在第三階段開始前⼀個⽉

OPTIONAL ADDITIONAL COST 可選擇的附加

費⽤

參與者將在課程期間和三個週末退修中可選 (optional) 在

Mercy Center Burlingame留宿，並將享有每晚60美元的優

惠價（包括房間、晚餐和早餐）。

歡迎⼤家⾃由捐獻！

PROGRAM
INFORMATION
課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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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組別
導⾔與導讀 內在⼯程 內在⼯程 內在⼯程 內在⼯程

⼤組
�:��am‒
�:��pm

��-Nov-�� ��-Dec-�� ��-Jan-�� ��-Feb-�� ��-Mar-��

小組聚會 ✓ ✓ ✓ ✓ ✓

解答疑難
�:��pm-
�:��pm PST

��-Nov-�� ��-Dec-�� ��-Jan-�� ��-Feb-�� ��-Mar-��

退修

15 & 16
Apr 2023

個別與組⻑

⼼靈對話

Lazy
Month

May

第⼀階段

CALENDAR
時間表

下⾯是整個計劃進⾏的時間表: ⼤組退修均
需實體參與，包括: 每⽉⼀次全體整天的相
聚，每⽉⼀次各小組的分享交流與解答疑
難，每階段個別與組⻑的⼼靈對話。 

第⼆階段

⽇期

組別
樹幹功夫 樹幹功夫 樹幹功夫 樹幹功夫

⼤組
�:��am‒
�:��pm

��-Jun-�� �-Jul-�� ��-Aug-�� �-Sep-��

小組聚會 ✓ ✓ ✓ ✓

解答疑難
�:��pm-
�:��pm PST

��-Jun-�� ��-Jul-�� ��-Aug-�� ��-Sep-��

Lazy
Month

Nov

退修

14 & 15
Oct 2023

個別與組⻑

⼼靈對話

⽇期

組別
活⼈榮主 活⼈榮主 活⼈榮主 活⼈榮主

⼤組
�:��am‒
�:��pm

�-Dec-�� TBD-Jan-�� ��-Feb-�� �-Mar-��

小組聚會 ✓ ✓ ✓ ✓

解答疑難
�:��pm-
�:��pm PST

��-Dec-�� ��-Jan-�� ��-Feb-�� ��-Mar-��

第三階段

退修

13 & 14
Apr 2024

個別與組⻑

⼼靈對話



        所有⼈都是在天主的愛內及為主的愛所創造，先天的帶有祂愛的本質並⼀⽣被祂吸
引著。這 愛流溢於天地衆⽣之間，從未間斷。 成了⼈的最佳實相，也是我之為我的意義
所在。

 
        果真如此，⼈們會問: 若果我們是在愛中而⽣，為何我們感覺到與別⼈如此分隔疏

離? ⼜為何 ⼈類的所作所為會帶來如此的毀滅性? 根據⼗字若望和⼤德蘭的看法，有兩

個基本原因: ⼀是 我們在真理前，總是半睡半醒，並不認真去探尋⾃⼰是誰及緣何在此!

另⼀是: 我們把愛的優 次放錯了位置，天主不在⾸席。 

“All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in and from the love of God, with an inborn
love for God that continually arises from God and constantly seeks God. This
love is meant to be flow for all people and all creation. This is our true
human nature. It is who we are.

One might reasonably ask, if we're made of love, filled with love, and meant
for love, why do we feel so separate and behave so destructively? According
to John [the Cross] and Teresa [of Avila],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reasons. The first we are asleep to the truth; we do not realize who we are
and what we are for.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we misplace our love; we
become attached to things other than God.”

- Gerald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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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APPLICATION ROAD MAP
您的報名路線圖

幾個步驟：

1

2

3

4

下載及細閱課程相關資料及報名表。
詳情可在Mercy Center的網站上找到：

mercy-center.org/chinese-spiritual-formation-application-form/

花⼀些時間作禱告和神辨。
如對課程內容有問題或疑慮，請聯絡：

Tony 1-669-244-4838, 或
kwan_workshop@yahoo.com

在2022年9⽉1⽇或以前，遞交報名表。
可透過網上完成報名，或將填妥的報名表寄回：

Mercy Center
2300 Adeline Drive

Burlingame, CA 94010

⼯作⼈員將聯繫報名者進⾏個別網上或電話⾯
談，以進⾏同⾏神辨 (co spiritual

discernment)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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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Y CENTER CHINESE MINISTRY OF SPIRITUAL FORMATION 

“Be an Integral Human”

Cantonese Spiritual Formation Application Form

「成為完整的⼈」：重新認識並愛上這個 既熟識⼜陌⽣的⾃⼰

粵語靈修培育課程報名表格

 

Name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

Email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sincerely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請誠懇地回答以下的問題:

�. Why do I want to join this spiritual journey? 我為什麼想參與這個同⾏之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fter reading the introduction, which points attract me the most?

閱讀過內容介紹後，最迴響我內⼼需要的地⽅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o I have the confidence to complete the course?  What are the issues

that I foresee? 我有信⼼完成整個過程嗎？會有什麼可能出現的障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What do I like to see in myself after completing the course (�� months)?

期望16個⽉後的⾃⼰是⼀個怎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天主教教區神⽗，多年來專注

於教授倫理神學，個⼈成⻑及婚姻

輔導等。同時致⼒於在社會各階

層，推廣靈性教育，對象包括教

師、學⽣、社⼯及企業管理階層

等。神⽗⾃稱為⼀名「⼼靈農

夫」。

曾在矽⾕的⾼科技公司從事研究開

發⼯作⼗⼆年多。她作為臨床⼼理

學家 (clinical psychologist) , 靈
修導師 (spiritual director)的⼯
作, 源於多年來個⼈內在⼯程及與主
掙扎和⾃癒的歷程, 接受專業訓練和
體驗, 及對⼼理靈修發展的熱情。最
新的興趣是種蕃茄。

WHO WILL JOURNEY WITH ME? 
誰與我同⾏? 

FR. THOMAS TSUN TONG KWAN
關俊棠神⽗ 

GABRIELLE LOU, PSY.D (A.K.A WING)
靈修導師

MERCY CENTER CHINESE MINISTRY OF SPIRITUAL FORMATION 

華⼈靈修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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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聖神(⾸席導師)



Sponsored by The Mercy Institute of
Spiritual Formation

Mary Dillard, Mercy Center Director
Linda Lueng, Program Assistant

Coordinator 聯絡及查詢
Tony
(669)-244-4838
kwan_workshop@yahoo.com

THANK YOU,
BLESSINGS 

ON THE JOURNEY!
感謝感恩,

祝恩寵伴旅途!

A ministry of the Sisters of Mercy

Mercy Center
���� Adeline Drive

Burlingame, CA �����
 

www.mercy-center.org
(650)-340-7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