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之路
自我评估矩阵

不熟练

觉醒

能够

整合

不知道这个技能。

知悉这个技能。

经过努力，能够使用这个技能。

能轻松流畅地自然使用技能。

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能够

意识到自己不能够

意识到自己能够

不知不觉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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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

能够观察到想法和感受，并
对其回应，而不是反应；当
意识到已经迷失于想法中，
能够让自己回到警醒状态。

观察：

当回首往事时能够逐渐意识 能够越来越多地记得观察与
到，诠释与观察是不同的； 解释是不同的，并实际区分
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区分 它们。
的技巧或者清晰度还很欠缺。

不知不觉迷失在过去或未来； 逐渐意识到，对实际发生的
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不 把人等同于人的思想和行动。 事情保持警醒，与迷失于想
会在思想、情绪反应等中
法，两者的不同之处。
间迷失。

习惯性地混淆解释与观察；
注意到(也可能还有描述) 将评估和诠释视为事实。
我们的感官和精神体验，
并能区分这些经验与我们
对这些经验的解释。

对感觉的觉察：

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情绪； 开始注意并意识到，感觉是
能识别和体验我们的身体 将自己认同为情绪，和/或抗 有价值的。
感觉和情绪。
拒情绪。

自我接纳：

在放松的状态下仍然保持对
每个当下发生的事情的警醒，
对于目的和选项有深邃感；
对本来面目保持开放，足智
多谋，能够相互依存，对过
去和未来的前景都很清晰。
能够毫不费力地区分诠释与
观察。

只要努力，就能够识别、接受 轻松识别，接受和允许情感
和允许情绪体验。
体验。

习惯性反应模式是自我评判， 能注意到自我判断，并意识 对于自己的感受、思考、需求 内心清明并关爱自己。
以无条件的关爱接纳自己。特别是羞愧、自责、自我批评、 到，要实现自己的幸福需要 和行动都有越来越多的接纳，
防卫或自我膨胀。
付出的代价；渴望自我接纳。 而且会采取应对方式使得生
活更丰富。

对自己的感觉负责：

当一个人的感觉出现时，会 有时候能够观察到自己在责
认定只有自己引发自己的 归功于或责备自己、他人或外 备和批评，同时不清楚如何
情绪 - 我的情绪不是由 部环境。
对自己的感觉负责。
别人造成的。

当被触发时，能够注意到，
并将其作为一个信号进行自
我连接。

认定自己的情绪体验是是基
于自己的需求状态和思考品
质而产生的。

对需求的觉察：

理智上能够理解到普遍的需 看到需求和策略之间的区别； 坚持认为我们做的任何事情
求；还是会混淆需求与策略， 能够找到词汇来表达感觉和 都是为了(不管有效与否)生
认为人必须有特定的策略。 需求；利用没有表达出来的 存和发展。
潜在需求进行与感觉的连接
(有时需要努力，尤其是被触
发时)。

重新与自我连接，并从反 大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习惯
性反应模式。
应中复原：

有时候能够注意到习惯模式， 被触发时，通常还能够记得
并记得共情和/或诚实是可能 有选择，第一个反应通常是
的选项。
共情和/或诚实。

能够注意到内部制约，并能
够自然打开。

要么强求，要么不愿意/无法 越来越意识到，依附、强求、 通常愿意且能够提出具体的
愿意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对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提出要 不能提出请求，都不太可能 请求，在注意到自己依附于
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
某个特定的策略时，能够力
对任何回应都保持开放， 求。
求从局限转向开放性和创造
不预先选定任何特定的结
性。
果。

愿意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即使得到的回应是“不”，
仍然可以在场，有创造力和
慈悲心。

不知道有普遍的需求；把策
觉察到(并且愿意尊重)各 略当成需求，形成依附和抵
种需求，生活中必需的、 抗。
普遍基本品质(如营养，
爱和意义)。

反应是对本来面目的内部
阻抗。恢复是放开那部分
阻抗。重新与自我连接是
用在场和慈悲的方式与自
己的体验在一起。

觉察需求并提出要求：

哀悼：

因为丧失而责备自己、他人或 逐渐意识到在丧失的时候，
转化丧失的痛苦；不再抵 外在环境；拒绝失落感；试 自己的抵抗或指责倾向。
抗本来面目，并愿意让我 图“坚强”或对他人隐藏自
们的体验展开。
己的感受。

注意到回避或责备可能带来
损失，可以放开“某个事情
是错误的”信念，而允许许
自己体验到感觉，对连接的
需求保持开放。

即使面对丧失，也能充分参
与生活的整体性。

共情：

在故事中容易迷失自己。有时
能猜到，观察、感受、需求和
要求(需要有感受/需求的清
单的支持)。开始有意识地给
别人以空间、在场和关注。

有能力与他人相处而不试图
带领他们，并能反映别人的
经验，而不加以断言或添加
自己的意见或评估。

当与对方的经验同在的时候，
自然地处于聚焦并补充活力
的状态，同时能无条件地接
受对方。

化解敌人的意象：

开始意识到拥有敌人的意象
的代价，并探索找到替代惩
罚的方式的价值。

当注意到自己认为一个人或
一群人是敌人，能够重新连
接到所有相关的人的人性部
分，消解敌人的意象。

怀着慈悲心抱持每个人，尊
重所有人的福祉。

慧眼：

开始意识到，除了判断好坏
或者对错之外，还能够用另
外的满足普遍需求的方式，
做出辨别和选择。

具有越来越强的能力，有更 会凭直觉调整到有清明、洞察
广阔的视野进行区辨和选择， 力和智慧的状态，做出有益
理解在表面之下隐藏的更深 于生活的辨别和选择。
的含义和意图。

习惯性地用同情，建议，批
与对方的经验同在，无条 评，将重心转移到自身等等
件地接受对方。
方式来回应别人。

“我们对付他们”的思想方
超越个人的看法和角度， 式，认为“他们”应该受到
不再认为另一个人应该受 惩罚或伤害。
到惩罚或伤害。
意见和选择是基于对与错的
拥有清明，洞察力和智慧 判断；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
以做出有益于生活的辨别 事实。
和选择；认识到人是有选
择的。

能够相互依赖：

知道(并且感兴趣于)这样的
想法：所有的需求都重要；
慢慢意识到自己的非黑即白
的想法，以及要么屈从要么
反叛的愿望。

一般都能同时考虑自己的需
求以及别人的需求。

可以一贯性地对他人的观点
和需求保持开放；将他人的
需求体验为整体上是与自己
的需求相连接的。

诚实的自我表达：

发展出来不断增加的觉察，
看到一些思考和表达的模式
往往会导致连接中断；开始
探索其他方案。

即使在有压力的情况下，通
常还是能够真实表达连接的
愿望。

能表达脆弱，能珍惜每个人
的需求；对结果保持开放。

促进连接：

不是与人交流，而是说话时 注意到让生命孤单的沟通模
在对话中促进同理心和诚 暗藏机锋；或辩论，或说服， 式，并试图拥有更多的选择
实，有建立连接的动机。 或不为自己的需求发声。
来支持连接。

有意识地去进行连接；能够
诚实与邀请他人表达做出恰
当的权衡。

怀着真实和同情与人交流；
协助大家进行连接。

耐心：

致力于扩大自己能够接纳的
范围，提高在应对反应之前
暂停并连接到自己的能力。

在被束缚或者紧急情况下，
能很自然地实现自我连接和
打开，并愿意等待。

对别人的反应做出回应： 当他人处于被激惹状态时，

加强自我连接，并能更多地
选择共情的或诚信的方式面
对他人的反应性；对别人的
观点保持开放好奇。

在回应对方的反应时能够保
持以自己为中心；别人是在
激惹状态时，仍能对其接纳；
有保持在场的能力。

将独立/依赖的概念、支配/服
认定每一个人与另外一个 从的概念对立起来，看成只
人相关联的 - 一个系统 能二选一，而不能意识到其
的每个部分都会影响到其 他的选择。
他每一个部分。
不高兴的时候，习惯性地表
拥有自己的经验，并能真 达抱怨、指责或批评；将自己
实地表达意愿，而没有责 的意见和信仰作为确定性的
事务与别人分享。
怪或批评。

耐心通常是与得到东西的动 因为自己的冲动而感到不耐
觉得有压力的时候，仍然 机相关，并且/或者处于屈从 烦或心烦意乱；阻断；倾向
于采取行动来作为反应。
保持广泛的在场。有保持 的位置。
自己的反应能力，而不是
直接付诸于行动。
越来越注意到自己习惯性的
当其他人陷入了激烈的分 习惯性地用防御、屈从或者回 反应及其对连接的影响。
离情绪中，可以保持回应，避方式来回应对方。
而不是直接反应。

对反馈保持开放：

将反馈理解为判断自己或他 有愿望接纳反馈，改变自己
能够平和泰然地接收他人 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根据。反 的反应方式。
对于我们的行动的看法。 馈被解释为批评或赞美。

有助益的遗憾：

理解他人的反馈是他们的角
度，并把它理解为他人的需
求；将自己的反应理解成自
己的需求发出的反馈信号。

将反馈作为要考虑的信息，
能够明晰自己的选择。意识到
别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的。

刚刚发现别人的感受是由他
们的需求造成的，而可能希
望别人能“挺过来”。也越来
越意识到自责的习惯。

逐步提高将内疚转化为学习 保持一致的意愿，在结果不
的能力。当事情对别人没有效 如人意时仍然开放自己的部
果时,可以保持同理心和诚实，分；愿意去感受和表达悔意；
促进自己去寻求与他人的连 寻求学习与成长。
接的意愿。

习惯性地将观点与正确/错误、能逐渐区分让生活孤单的交
在与他人互动时保持开放 赢/输，“应该”，“必须” 流模式和非暴力沟通。反应性
性和灵活性。
等联系起来。
的交流模式依然存在。可以使
用公式化的、自觉的非暴力沟
通交流方式(诚实和共情)，
认为非暴力沟通就是
OFNR(同感地倾听并诚实地

愿意并且通常能够听到：观 与真实和同理心保持连接。会
察、感受、需求和请求，不管 根据需求和相关的场合的风
这些部分是如何交流的。已开 格对表达进行调整，可能听
始进行“街头长颈鹿”实验， 起来让人感觉不是非暴力沟
用更容易连接的方式表达。 通。

为他人的感受承担责任，感
如果错失了满足需求的机 觉到内疚和/或羞耻，或防御
会，能够承认并从中学习，自己；为了保护自己，通过
而不必有罪恶感和羞耻感，道歉平息别人的感觉。
或进行自我惩罚。

与人连接的灵活性：

表达观察、感觉、需求和请求)。

转化冲突：

害怕或沉迷于冲突；不自觉
如果与他人发生冲突，能 地将意见和策略等同；选择
够加以利用来与人连接并 “站队”。
创建一个双方共同的结局。

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应对冲突
时的反应模式；开始注意到
自己(对于决心，冲突本身，
安全等)的依附。

愿意支持每个方面而让自己 对于不同的角度具有开放性、
得到资源并富有创造性，并 好奇心和创造力，视之为扩
将所有关心的方面的需求纳 展自己觉察的契机，并采取
入考虑范围，即使不得不面 有效的行动。
对自己对冲突的习惯性反应。

感激之情：

总是关注缺失和抱怨；想利
能够在本来面目中寻找价 用并寻求赞扬和奖励，从而
值，欣赏和享受。
确认自我。

能够注意到，得到赞美/奖励 把正在发生的事件作为礼物， 相信生活中每件事都可以激
和外部肯定的策略，并不能 愿意并能够连接、细细品味、 发快乐和/或生长。
支持连接；开始注意到，当 以及表达。
需求被满足时感激的价值。

给予和接纳中开放心胸， 收集和/或利用资源控制别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恐惧是与
担心失去或不够；将钱和事 不足有关的，也意识到贡献
流动不羁：
将稀缺性的思考转化为丰 物等同于安全。
盛的创造性；欣喜地贡献
和接纳。

的价值。

培养活力：

无意识的习惯模式和/或焦躁 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能量水平
能够转向自己内心，提供 不安的心理活动，导致能量 及其影响因素。
合适的对自己的关爱；为 降低。
生活培育活力。

越来越觉察到习惯性的程序， 喜悦轻松地给予和接纳，保
如囤积的欲望、难以接纳；在 持创造性和智谋；明白给予
贡献和接纳的流动中有不断 就是接纳。
增加的喜悦。

连接到需求从而获得资源； 通过对身体，心灵，精神和
主动地寻求方式以获得资源， 社会做贡献来赋予自己活力。
并作出贡献。

分享权力：

开始知悉支配和屈从，并知
悉相互依存关系的可能性。

意识到自己的屈从或者试图
主宰的状态。为了自己和其他
人，努力达致相互依存和共
情。

超越角色：

开始知悉，当我们不是应对
需求，而是对角色做出反应
时，会招致痛苦。

能够用自我连接、共情和诚实 优雅而轻松地承担，响应和/
应对外界，而不是基于自己 或限定角色；知道我们的相
和/或其他人的角色去反应。 互依存关系超出了我们的角
色的限定。

关系是基于支配和屈从的；
转化控制；重视每个人的 对于权力，要么恐惧，要么
需求，能够相互协同和尊 向往，或者囤积。
重；超越屈服和反叛。
不自觉地停留在对自己和其
意识到我们不是我们所扮 他人角色反应里。
演的角色；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采用何种角色，并且
可以选择如何对他人的角
色作出回应。

行事之时，能够重视每个人
的需求，并尊重每个人的自
主性；超越控制，屈服和反
叛。

对响应能力的觉察：

当意识到指责、辩护或贬低的
时候，能够对自己的经验和
选择担负起责任，而不去对
别人的反应和响应负责。

支持整个系统：

意识到系统有潜力被组织起 从事创造与促进整个系统的
来，普遍尊重各方面的需求； 工作，从而可以对普遍的福
愿意贡献以促进普遍福祉， 祉做出贡献，并以开放性的
有不断增长的创造力。
态度对待任何反馈。

受害者意识：对于哪些是自 开始知悉受害人意识及其代
对生活中出现的事件，自 己的，哪些其他人的，缺乏 价；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力
由地选择自己的回应，在 明确性；将自己的经历和行 量，才能得到解脱和自由，
事件中拥有自己的那部分。为视为由他人或外在环境造 仍然被困在内疚和责怪的习
不去拥有别人的部分，并 成的(例如：我引起你的反应，惯模式；能看到他人被卡住
承认自己的行为确实会影 你引起我的反应，或者这个 或进行指责，并试图向他们
灌输这个说法以保护自己。
事情引起你的或我的反应)
响他人。
对机构要么反叛，要么屈从； 对于要促成系统朝着重视受
自觉参与整个系统的建立 利用有组织的机构来维护一 影响的需求方向进行变革，
和发展，促进普遍的福祉。个人的权力，或对于与组织 视野受限、易被情绪淹没和/
规则的关系感到无奈。
或感到无望。

始终能够平和地回应。踏实而
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全责。也
完全尊重其他人对他们自己
的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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