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從？
重整童年經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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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是否還有觀眾仍想問：「我們
長大成年了，甚至已經都有兒女，
兒女也都長大，提起過去好像只是
徒留傷感，重新整理又如何？真的
可以擺脫童年經驗的負面影響嗎？
怎樣才能擺脫？…」其實這些問號，
我在發展課程的過程中也都經歷
過，因此，我在最後兩集會提出兩

播出時間：8/4、11（六）20:00

Article

Jong Hyun Jung1

Abstrac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hildhood adversity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mental
health in adulthoo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deleterious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hood adversity on adult mental health
are reduced for individuals who are involved in religious practices.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from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American adults (N ¼
1,635), I find that religious salience and spirituality buffer the noxious effects
of childhood abuse on change in positive affect over time. By contrast, these
stress-buffering properties of religion fail to emerge when negative affect
serves as the outcome measure. These result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n as a countervailing mechanism that blunt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ildhood abuse on adult mental health over time. I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views about religion,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mental health.
Keywords
childhood adversity,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mental health, religion,
life course

個很重要的未來方向：1. 我們要懂
得安頓身心 2. 我們要提升靈性。

操練安頓身心 提升靈性
寫這一篇短文時，我正好讀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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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設計節目結局的時候，真的作

刊論文，提到信仰可以改變負面童

對了方向：探索並展開童年經驗之

年經驗的影響，提升成人的靈性健

後，要長期操練的是安頓身心並提

康，看到此篇論文，我既興奮感恩，

升靈性。

又深深感慨與謙卑。興奮感恩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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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走筆至此，心裡非常非常感
恩。二十幾年前，我曾經對一位知
心友人說，童年的經驗影響人太深，
被影響的人太多，現有的許多輔導
資源不足；若能有「心理治療 DIY」
課程，方便人自己醫治創傷，讓心
▲ 四位男女主角又將何去何從呢？

靈成長更好。當時好友笑稱我的想
法好前衛，而我也自覺這只是一個

安頓身心是指經過童年經驗的探
索之後，要時時認識與體察在嬰兒
期、幼兒期、學前期、學齡期及青
春期等不同發展階段中，自己的需

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

狂想。感謝上帝並沒有忽略，這個

安然居住。」( 詩十六 8-9)

在當年看起來不著邊際的想法，如
今這個夢想已經在許多的恩典中實

發行教材 培育種子師資

現了。

要與不足，並且應用現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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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虧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滿足

出期間，陸續有許多觀眾朋友問：

自己的身心需要。

有沒有出版教材的計畫？我們計畫

課程的結束其實才是邁向全人健

提升靈性的基本功是寬恕的工

出版兩種教材：一是自學版，讓大

康的開始。追求全人健康，一生作

程，因為傷害或負面經驗導致我們

家購買自學；二是師生版，配合更

榮神、愛己、益人的事，是我們時

與神、他人，甚至與自己的身心都

精緻的培訓計畫，培育種子師資開

時刻刻都需要實踐的功課。讓我們

切斷連結，恢復連結是靈性健康非

課，讓第一線陪伴者、教師、傳道、

虔誠禱告、彼此承諾、一起加油，

常重要的面向，因此操練寬恕是提

牧師、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人士，

朝向全人健康的標竿邁進。

升靈性的基石。

有現成的教材可以使用。

結束才是開始

令我感慨與謙卑的則是，最近的
身體檢查報告，我被診斷出不可逆
的胃疾，這胃疾是癌症的前身，讓
我省察到，這些年來太工作導向，
以致使身體常常不由自主地活在緊
張中。這篇最新的學術期刊文獻告
訴我，過度承擔壓力傾向與負面童
年經驗息息相關。感謝神沒有讓我
得到胃癌後才發現，反而使我更謙
卑地體會我不是已經得著了，乃要
更加提醒自己並邀請大家，一起學
習安頓身心、提升靈性。
原來主不是只是要我寫一篇文章
而已，而是要寫一個見證，提醒主
所看重的方向，也是直指基督徒的
信仰核心 ―活在基督裡，與主連
結。正如詩篇的境界：「我將耶和

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致搖動。 因此，我的心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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