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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自己的痛苦歲月」  

 
 

《靜心人物誌》 

 
 

邱瓊儀 律師 

弘群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台北地檢署修復式司法促進者 

 
 
 
 

 

請問邱律師，您的成長背景為何？為何走

上律師這條路？   

家裡面我排行老大，下面有妹妹及弟弟，弟弟

現在也是一位律師，妹妹在電信業擔任店長。

小時候，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好，很少有玩具，

也很少看電視。但媽媽在每一年的農曆新年前，

一定會帶小孩買新衣服，雖然我的內心知道，

過完農曆年後，媽媽就要焦頭爛額籌措學雜費，

但未曾看過媽媽抱怨。所以，小時候在學校看

到同學買好吃的餅乾、牛奶，常常只能忍住不

買，因為我要盡量減少開支，以免增加媽媽的

負擔與壓力。  

爸媽對我的學業，從小採放任態度，國中畢業

後，只考上台北商專  (現為台北商業大學 )，公

立高中沒有一間考上。在台北商專的五年，猶

如像鐵籠裡飛出去的小鳥，每天玩樂，學校老

師也不太會管，只要期中、期末抱佛腳讀書，

都可以安然低空飛過及格。  

五專的第四年，開始有一些實務的課程，看著

畢業的學長姐回來分享工作及讀書經驗，那時

突然意識到，我應該要開始為未來思考，如何

才有好工作？  但那時內心叛逆、也不願低就，

不想一畢業只能做銀行櫃台或保險業務員，再

加上台北商專的對面就是台灣大學法學院，因

此萌生插大考法律系的念頭。在五專的最後一

年，買了民法、刑法的書準備考試，畢業後，

也順利考取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  

為什麼會選擇律師工作，其實這要感謝我爸爸。

小時候，爸媽總是吵吵鬧鬧，甚至也有肢體衝

突，每次的吵架過程，媽媽都會受傷，我看了

心裡真的很難受。有次我大學時，記得那天是

中秋節，爸媽不知什麼原因發生爭吵，甚至大

打出手，我與妹妹勸架時，也被波及受傷，從

那時候起，心中有個想法，要讓做錯事的人受

到應有的懲罰，所以大學畢業後選擇參加國考，

希望能考上律師或司法官，實現心中的夢想。  

記得小時候，爸媽在家裡總是充滿火花，只要

他們說話一大聲，我就會把房門關起來，把音

樂放到最大聲，反正幾個小時後，就會沒有聲

音，有時候真的很想離家出走，或是想這一刻

就死掉好了，因為只有消失，才不會聽到他們

的爭吵聲，但一直沒鼓起勇氣選擇這麼做，因

為我明白，如果我離開了，媽媽就沒有人可以

依靠。  

也因為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中長大，從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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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生命的契機」  

「堅持與自己在一起」  

我習慣有什麼話就放在心底，自己知道就好，

也不想與其他人互動，也嚴重影響人際關係的

互動。而且，做什麼事也提不起勁，總是隨便

敷衍了事，心底總覺得，反正多活一天、多受

一天折磨，我何必付出努力呢？  

所以，我年輕時對於大家所謂美好的事物，從

不抱有幻想；那些別人口中幸福的事，對我而

言都是天方夜譚。我忘了怎麼開懷大笑、怎樣

痛快地哭，對未來不抱有任何期待與希望，只

能每天武裝、麻痺自己，不讓自己再次受到傷

害。  

 

請問您第一次接觸靜心 /心靈成長大約是

何時？是什麼樣的動機？  

我是在準備律師考試時，因為補習班民事訴訟

法的課程認識沈伶老師。記得在上課時，老師

常分享一些釋放壓力的方法。當我考上律師後，

發現壓力並沒有減輕，反而加重，而且還失眠，

那時候在臉書上常看到老師分享有關心靈方

面的資訊，所以想跟老師面對面談談。  

記得老師那時說了一句：「話要說出來，事情

才有可能開始轉變」。當下的我，其實不太了

解這句話的意思，後來我開始練習觀察自己，

才慢慢看到自己的狀態：對於別人的不禮貌、

無理取鬧，或對方大聲說話時，我就直接選擇

離開，然後不想再見到面，但卻將別人的話，

一直在我心裡無數次重覆播放、折磨自己，越

想就越生氣，覺得「他又不了解我，憑什麼這

樣說我」。我一直以為，把話直接說出來、或

者發洩出來，是修養不夠的表現，後來才知道，

話不說出來，是對自己身體及心靈的一種慢性

傷害，也會長遠影響人際互動。 

那次與沈伶老師的會面，其實也想與老師討論

律師就業的問題。那時剛考上律師，心裡很徬

徨，我本身只有財金背景，對於律師的工作其

實很沒有信心，甚至忽然覺得自己可能不適合

當律師，對人生感到絕望。沈伶老師最後建議

我，每天花幾分鐘練習靜心，除了釋放壓力外，

也可以更了解自己。  

於是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試了幾天的靜心。

一開始，靜心對我來說，真的很困難，除了腦

袋源源不絕的聲音、念頭爭先恐後地出現外，

身體的麻痛感，也讓我很難繼續堅持下去。後

來我嘗試了幾種方式，例如躺在床上靜心、放

著音樂靜心、走路靜心，這些靜心的方式，讓

我慢慢地可以維持長時間的靜心，也可以保持

靜心的深度。  

 

 

請問您有長期靜心的習慣嗎？如果有，是

什麼動力驅使您長期實踐？過程中，曾否

遇到內在、外在的阻力或困難呢？  

從一開始接觸靜心至今已有將近 5 年的時間，

現在每天早上、晚上固定都會各靜心一次。隨

著靜心的時間及次數增加，就是與自己相處的

時間增加。  

在靜心過程中，我看見各種的自己：有工作中

的我、憤怒的我、不耐煩的我、放空的我、焦

慮的我、不負責任的我、壓抑的我及不開心的

我。由於白天的律師工作，無時無刻與時間賽

跑，有時候超前，有時候落後，有時候很想放

棄，每當我有這個想法時，就讓自己閉上眼睛

深呼吸三次，每次經過這樣的動作，可以讓沉

重的壓力瞬間減半，更可以知道自己眼前的工

作應該如何處理較為順暢。後來我在開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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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 帶來真實的改變」  

遇到工作上的困難或人生的選擇，我就會靜心。 

靜心，是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方式。生命的安

排很巧妙，人生中有不想面對的、想逃避的人、

事、物，生活上就會反覆地出現，直至你正視

問題為止。因為如此，以前的我膽小怕事又懶

惰，害怕承擔責任，害怕做決定，習慣將事情

通通推出去，讓自己做一些簡單的事情就好，

當我還在佩服自己小聰明的時候，生活中愈是

跟你唱反調；愈是害怕出現的事情，每天都會

出現提醒，直到我願意好好面對及靜心為止。  

請問您體驗過的靜心方式有哪些？最令您

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目前體驗的靜心方式有單純無聲靜心、唱歌靜

心、走路靜心、音樂靜心及呼吸靜心等等。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靜心方式是「音樂靜心」及「呼

吸靜心」。  

如果覺得自己的念頭很多，建議剛入門體驗靜

心的人，找到自己平衡、且可以接受的方式來

練習。因為我是一個念頭很多的人，可能在一

秒鐘，就出現數十個念頭，然後任由念頭產生

恐懼，自己就被恐懼之流帶著走，慢慢失去自

我。但音樂靜心及呼吸靜心最厲害的地方，就

是當下立即減少念頭，專注在自己。  

當我願意讓自己與音樂共振時，靜心就可以很

深很久，彷彿就像入定一樣。另外，呼吸靜心

的種類很多，我個人特別推薦「火呼吸」，這

是古印度阿育吠陀流傳下來、快速平衡身心的

方法，透過一定節奏的鼻吸鼻吐方式，沒有任

何多餘的時間讓人思考，只能將注意力放在呼

吸上，立刻讓自己回到當下。每次做完火呼吸，

感覺身體及心靈做了一次大掃除，特別神清氣

爽。  

 

 

請問您在接觸心靈成長的過程中，除了持

續靜心之外，還有什麼部分對您生命的改

變，影響最大？  

因為媽媽的情緒一直都很壓抑，常常說：「事

情都過去了，所以也就不恨了」。但我總覺得

媽媽並沒有真正說出心裡的話，所以有一次，

我就幫媽媽報名沈伶老師的家族排列，看看能

不能透過排列，了解媽媽真實的情況。  

過程中，排到爸媽爭吵的情節，老師要我進入

排列場域內，感覺自己當時真實的感覺。但一

進入場域，我就自動走到角落，把眼睛閉起來，

任由他們的吵鬧。後來，老師鼓勵我試著說出

心裡面的話，我才開始釋放對爸媽長久以來的

憤怒及不滿，我生氣的問他們為什麼要生下我？

為什麼家裡每一天都在爭吵？為什麼不滿對

方又不願意離婚？為什麼只有我們家是這樣？

我對爸媽真的很失望，也不能諒解他們的所作

所為，我無法輕而易舉地說出我願意原諒，更

無法去愛他們，因為從頭到尾，他們只在乎自

己的感受，認為小孩又不懂，長大就忘了，當

作沒什麼事發生過。  

在排列中我不斷地宣洩，經過這些怒吼、捶抱

枕及流淚後，感覺心裡面的鬱悶少了一些，以

前常卡在喉嚨的不舒服感，也少了些，奇妙的

是，回到家看到爸爸，也沒有像之前一樣那麼

的不爽，這次家族排列的體驗，是開啟我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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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社會 傳遞光芒」  

療癒的起點。  

一開始，其實我很排斥「療癒」這二個字，覺

得自己沒有生病，也活得好好的，幹嘛要把舊

傷疤再剝開來，讓傷口再痛一次。但早期靜心

時，總覺得自己很悲傷，沒有任何理由就流下

眼淚，那時覺得自己好奇怪，怎麼那麼愛哭。  

後來，參加幾次靜心推廣與心靈成長協會舉辦

的療癒活動，從開始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沒

辦法連結任何情緒，慢慢到後來，療癒過程可

以咳嗽 (暢通喉嚨堵塞能量的過程 )、說話、罵

出來、痛哭流涕，直到累了為止。  

陪伴自己走過這些療癒過程，看到自己的懦弱、

否定自己、不愛自己，也感覺自己很孤單，受

傷了就想要把自己藏起來，不讓其他人知道；

每一次受傷，每一次地告訴自己：「那沒有什

麼，你不是很堅強嗎？這次就算了吧，反正笑

一笑就沒事了」。用這種方式麻痺自己的感受，

但心裡其實很清楚，真正的感覺是很難受、很

痛苦的。  

我相信，如果自己沒有走過這些療癒過程，我

可能現在已經憂鬱到崩潰、放棄自己，不願再

相信其他人，也無法再敞開心與人相處。但現

在的我，經過療癒過程的洗滌，就像把心靈洗

澡、洗乾淨一般，能重新看到那個發光的自己，

更珍惜生命，也願意接納不同的意見。 

最重要的是，我從此可以勇敢地說話，勇敢為

自己表達真實的內心感覺，覺得內心自在非常

多，生活中的負面情緒自然就大幅減少。  

 

請問您是否願意向身邊親友或社會大眾推

廣靜心與心靈成長？   

我看到目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壓力大的人可

能就選擇自殺結束生命，也可能用極端的手段

報復、傷害他人，我們每天新聞都不斷播放這

些嚴重的社會問題，我手上也處理不少這樣的

訴訟案件。從事律師工作近 5 年的時間，執業

時，常常看見當事人對於訴訟案件，總要爭一

口氣或拼個你死我活，或許訴訟結果是他想要

的，但在每一次開庭，原本即將要癒合的傷口，

又被一道一道的利刃重新劃過，心裡的痛只有

當事人感受最深。  

在經歷前面分享的這些親身過程，我清楚明白，

永遠在憤怒、生氣的循環中，不是一個健康的

生活方式及處理態度，唯有真心原諒自己及放

下過去，生活才能繼續下去。我常常思考著，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學習用正確方法釋放壓力、

重新認識自己，清楚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不要什麼，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紛擾與糾結出現。 

因此，基於我自身的生命經驗，我非常願意將

靜心推廣給大家，希望每個人可以學習用最短

的時間、正確的方式，幫助自己走過這些過程，

於是，我決心投入推廣志工的行列。在靜心推

廣與心靈成長協會擔任志工，已經將近 4 年

的時間。每次看到來參加活動的朋友，在過程

中重新認識自己的感動、也願意分享生活中的

改變，這就是對志工們最大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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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廣的方向，首重自己身旁的親友，因為靜心與療癒帶

給我的改變，就是最具有信服力的活廣告。也因為如此，

我的媽媽、朋友們，看到我的生活愈來愈好，也有心想事

成的能力，他們也紛紛想來試試靜心。  

推廣靜心，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個動作而已。靜心，

需要每一個人親自嘗試，給自己多一點時間，用耐心、找

到最適合自己的靜心方式。  

靜心，是一個改變自己的機會。如果你不滿現在的生活，

不滿家庭、工作、各種關係及自己，就給自己每天一小段

時間，跟自己好好相處、對話。唯有先了解自己喜歡什麼、

討厭什麼，才能正確地做出選擇；當你正確地做出選擇，

無論結果好壞，也能安然接受。當自己能安然接受各種結

果，同時也代表，你能真心接受現在這樣的自己，與真實

的自己，和平共處。▓ 

 

 

 

 

 

 

 

 

 

 

 

 

 

 

 

志工招募   

我們需要您，一起加入淨化社會

人心的行列！ 

志工徵求： 

◆ 美編人才/期刊編輯 

◆ 錄影音/攝影/影片製作 

◆ 推廣行銷人才 

◆ 講座活動現場志工 

◆ 推廣行政事務支援 

         ←我要加入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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