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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約之間 -

象征是心理很活躍的一個功能。它除了原有、傳統性和很明顯
的意思以外，也包含了未知。生活中各種大小、日常或異常的人
事物，在其所處的境況或脈絡下，都具有無限的象征潛力。象征
披戴著所象征的那個物的性質和能力，成為一道橋，將潛意識裡
面失控的自我以象征性的方式表達出來，進行個人內在與外在的
交流。這種體驗式的心理，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出現在我們的夢、
神話、童話、沙盤圖裡等，助人重新去建立和理解無法定義的事
件，重整矛盾和對立的局面，使之達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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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象征所代表的意思是一個人決定賦予

它的，可以表達言語不能表達的概念；隱

約之間表達了思想的真實。



象
征（Symbo l）這個名詞，有人說是影

像，也有人說是圖像。象征除了原有、

傳 統 性 和 很 明 顯 的 意 思 以 外 ， 也 包 含 了 未 知

（unknown），有隱藏的意思。Barbara Turner

說象征這個字其實是指一樣東西代表另一樣東西

(something represents something else)。象征的意

義很廣且具有深度，從日常可見的大自然，例如：

石頭、動物、山河、日月、水火，到人手所造的建

筑物、交通工具和其他號碼、形狀、線條、圖紋

等，都可以作為象征。象征是心靈活躍的一個功

能。曾與榮格同工的亞菲（Aniela Jaffe）說每一樣

東西都可以有象征性的意義；她認為整個宇宙都是

有潛力的象征（Potential Symbol），具有象征的意

義。《Dreaming with the wheel》的作者是最早期

寫到關於象征性的事，

他們認為每一樣事情都

有其象征意義。我們生

活在各種感官包圍的世

界 裡 ， 嗅 、 觸 、 味 、

喜、怒、哀、樂，成為

我們探察世界的觸須。

因此，象征可以代我們

表達言語不能表達的概

念。

象征性符號是記號學

（Semiotics）裡面的一

個概念。詞源是希臘文

的symbolon，它同時有

好幾個意思。記號學有

談到心象和圖像、身體語言、聲音、脈絡或處境

（context）。從較廣的角度去看，一個象征所代

表的意思是一個人決定賦予它的：一個象征被當成

媒介用以表達一個意思。人腦用感覺創造出有意義

的象征，了解自我。舉例說明，人在感受到“痛”

的當下，未必馬上知道那是痛的感覺，然而，透過

文字、概念、儀式、異象、心象、圖像（通常出

現在畫中或沙游），與風俗文化的交匯，形成隱喻

（metaphor）的象征，隱隱約約地表達了思想的真

實，卻不是“痛”的真身。

象征有脈絡的意義（Contextual Meaning）；同

一個象征被置於不同的脈絡和位置上，會產生不同

的意思，引起不同的了解，產生不同的反應。因

此，象征被置入的處境和脈絡相當重要。例如：黃

色和紅色在字典裡有特定的意義和解釋。若將這兩

個顏色置於華人農歷新年當中，則有吉利和討喜的

意義。若是將這兩種顏色置於我國政治脈絡上，則

會令某些人覺得不安和不利。

榮格在心理學的范圍內會用“symbol（象征）”

這個字，而其他的領域則用“sign（記號）”。榮

格認為記號通常隻是表達一個意義，且是眾所周知

的事情；區別了象征和符號的定義。無獨有偶，田

立克（Paul Tillich）認為記號本身與物的關系是具有

傳統性的；反之，象征則有超越性和參與感，因為

它會披戴所象征的那個物的性質和能力。

有些象征性的東西會過時，不再適合現在的社

會使用，譬如希臘象征性的神

話故事：獅子代表國王，半人半

獸像等。但是，當他人做出具

有特定象征性的行動時，它會重

新挑起人對這種消失的符號之

連接。原先廣泛使用於韓國、日

本、中國、印度的宗教及善的象

征（Swastika），被希特勒使用

后，轉變為惡的象征，讓人聯想

它與戰爭和死亡挂鉤。若這個符

號此時出現在德國，將重燃德國

人民對該符號於當年所代表的意

義。其他符號諸如香港人的傘也

有喚起集體潛意識回憶的能力。

 榮格（Carl Jung）認為心象

圖是心理過程的一個縮影。它是物件與人所談的內

容，在潛意識的過程中相互交匯而呈現的訊息。人

傾向用原型(archetype)的言語，或象征性的方式表

達未知的心理狀況。這個反映的方式，就是心象圖

的內容。個人潛意識的內容為情結，集體潛意識的

內容為原型；一看到該物馬上就想到的意義很可能

就是原型，例如：鴛鴦象征伴侶；籠子象征被關起

來；籬笆象征保護和界限等等。我們也看到神話故

事中，作者常常用公主、王子和魔女作為角色的主

綱。其實，那些角色也是原型 -- 人可以直接知道

那個角色原本給人的意義和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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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從深度心理學和游戲治療的層面看，象征是

心理很活躍的一個功能。潛意識深深地影響人的心

理。人的外在/表面似乎沒有潛意識的痕跡，但是

我們在潛意識中所經歷和反應的則不容忽視--這有

關於一個人的歷史、經驗、夢，是非理智和非言語

的形式。想象一個天平，一邊是本我（ego），另

一邊是自我（self），中間是象征。當我們的心理

動力--本我跟自我對立時，人被潛意識和顯在意識

拉扯著。自我是指心裡統一整合個體的一個力量，

涵蓋人們心裡的整個范圍，整體的個性，其中還包

含了原始的能量和古

老的智慧。創傷的人

們在本我和自我失衡

時，傾向於使用象征

性的能力，透過夢或

是心象表現出來，這

是潛意識的層面與我

們的思想進行交流。

換句話說，是內在的

自己與外在的自我在

交流，這其中的過程

是具有象征性的，往

往充滿隱喻的。榮格

認為自我是一種體驗

式的心理，有意識和

無意識地出現在我們

的夢、神話、童話、沙盤圖或是整體的象征例如圓

型、正方形和交叉等等。象征是心理內外沖突和對

立時，作為溝通和聯接的橋梁，使之達致平衡。  

凱洛格（John Kellogg）說圓形是一個重復出現

的圖像，模式和形狀。圓形的曼陀羅(Mandala)顯示

整體人格自我的表現。它是一個線索，有其特殊的

象征與意義。除了看它的色彩、圖案、符號，我們

還要看它的核心和焦點，那裡會顯出個案的掙扎，

他與世界的互動和靈性的向度；有助於治療師認

識他的人格。個案畫曼陀羅進行心靈的反映，轉換

潛能和進行創傷經驗的補償。通過象征性符號的表

達，一個人學習去重整裡面矛盾和對立的局面，解

決所面對的問題。

加德納(Howard Gardner)認為創造力有自發、自

我表現、想象力，這都是人類的潛能，擴散我們的

思考和敏捷力。他覺得人有兩種創造力：一個是大

創造力，一個是小創造力。大創造力是有關社會、

宗教、文明的貢獻；而小創造力是個人的滿足感。

大創造力與榮格所提到的集體潛意識、原形的概念

相近；而小創造力則關於個人本人的層面。論及於

此，象征意義其實也關乎人的文化和個體的獨特

性。我們須要謹慎，勿

用普通的標准去詮釋象

征性意義。

儀 式 也 是 象 征 的 一

種。祭典（例如葬禮）

所傳達的象征性不是個

人性質，而是集體潛意

識 的 ； 換 言 之 ， 那 是

群體性的公開經驗，而

非屬於個體性的經驗。

泰國國王的去世，泰民

集體哀悼，身穿黑色衣

服，痛哭流淚，通過葬

禮，具體並公開地表達

對國王的愛和尊敬；這

象征著君王在這些子民

當中的崇高地位。民間

流傳有關國王愛子民的故事，展現泰民群體性地傳

達那些真實和具象征性的故事，引起了全民共同且

具體的反應，以及群體性的公開經驗。

在禮儀的形式中，神聖象征在人們心中所引發

的情緒和動力，為人們所陳述有關存在的道理之概

念。因為，象征也包括了心靈的層面；一旦涉及到

心靈的層面，象征也許就不能夠表達完全相同的意

義了。宗教言語的象征性有其創意，卻有如雙刃的

利劍，即揭示實在，又揭示心靈；所以同一種宗教

符號在不同人的心中也就有了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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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符號是道橋，將潛意識裡面失控的
自我以象征性的方式表達出來，偶爾是極端
的，偶爾是超越理性的，促進內在的自己與
外在的自我交流。

在適當的空間，無論是透過畫、沙游或任何表達

性和創造性的過程，象征才會出來。象征助人重新

去建立和理解無法定義的事件。有一位對婚姻徹底

失望的太太，在沙箱中放了一對背向彼此的男女；

男的倒在地上，女的背對著他，不看他。欄杆外

面，則有一對緊緊擁抱的猴子。經過幾次的治療過

程，觀察到她第一次的沙箱象征性地表達他對伴侶

徹底地失望，雖得不到愛的滋潤，仍向往著自由自

在且很親密的夫妻生活。欄杆裡象征著他們當前婚

姻被困的圖像，欄杆外則象征著他們向往的生活。

這對夫妻的背景很不同，性格也不同，年齡有頗大

的差異，所以在生活協調的方面出了狀況。治療師

需要先跟夫妻建立一個信任的關系，然后透過象征

性符號表達，處理情緒過后，個案才能跟我們談到

真正的問題。治療師不直接翻譯個案的故事和圖

像，避免觸碰象征性的物件和迷你奇，先聽個案的

敘述，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故事，從中陪伴他們經過

這個過程。因為，真正象征性的東西之所以被引用

是因為它本來是不容易用言語表達的。

個案經過多次的沙游治療或象征性符號工作，通

常會重復性地選擇某一相同的物件象征自己。很多

人當下並不知道為何，也沒有想法。經過了一段時

間后，他們終究會了解那物件是自己的一個核心象

征，知道和體悟它與自己的關聯。今天的人也會找

一些游戲角色作為代表性的象征。嚴重創傷的個案

有時會找一些象征性的符號來代表最美最穩定的情

景，那其實是象征著他們最需要和渴望的情景。象

征性符號是道橋，將潛意識裡面失控的自我以象征

性的方式表達出來，偶爾是極端的，偶爾是超越理

性的，促進內在的自己與外在的自我交流。裡外不

一致或經歷過度創傷的個案，很需要用表達性的方

式去進行這個整合的過程。

在治療過程中的儀式，個案可以表達非言語的

訊息，連結心理和潛意識的影像，幫助他轉變，面

對沖突和危機。在處理生離死別的案例時，個案能

以象征性的過程表達遺憾、控訴，達到與逝者/他

人修復關系，平衡自我內在的矛盾和掙扎，處理兩

者之間的未竟事務（unfinished business）。換句

話說，個案透過象征性符號的含義處理生與死的議

題。偶爾在儀式中出現圍著圈移動的行為，這是反

映出他們的精神狀態；通過這個繞圓圈的儀式，探

討時間、生死和人生的課題，和解和包容。治療性

的儀式其實是將情緒、心理、靈性，以及我們與世

界和宇宙的關系，具體地表達出來。某些儀式有戴

面具，那也是在表達他們的心情和心理狀態。從治

療關系和象征性作品之制作的角度，個案可以經歷

療傷的過程。皮爾生（Mark Pearson）認為治療師

須協助案主發覺自制之藝術品所投射的影象和象征

所帶來的意義，嘗試在案主的詮釋上構想出反射性

的自我探索問題，避免加入治療師個人的詮譯。

很快的，我們就要慶祝白色聖誕了！再多一個

月就迎來充滿紅色氛圍的農歷新年。趁著佳節的臨

近，我們可以多加思索這些節慶所擁有的象征，例

如聖誕節的十字架、馬槽、星星；以及農歷新年的

大紅燈籠和黃梨等，探討它們與我們生活的關系，

聯結其中關乎永恆生命的意義。

  5



6   

主題觀點

象
征符號的呈現，就好像是人類靈魂和內在

世界的地圖，教導內在心靈能量的連接和

開發。人的心靈深處都有個共同的語言，那就是

原型，亦是象征符號。每個流著共同血液的靈魂

會共同享有共存的原型，那裡是光，也是人類的

魂。在無意識裡，每個符號代表著不同的能量和

原型；每個原型擁有它的能量與意義。原型的開

啟就有如開發人類各種潛能和步入人類共享的資

源。

象征符號的意義與生命的連接

象征符號與生命有著重要的關系，因為它就

是原型的連接與重

生。一個人必須先

讓象征符號呈現在

生命裡，動工與連

接，才能夠擁有平

穩的情緒、平衡的

性格與裡外一致的

身子。藉此，才能

達 到 身 心 靈 的 一

致，讓本我自由地

呈現，不需要戴著

不 同 的 面 具 來 見

人。本我的疆界無

窮盡；在那無所不

有，滿滿是意想不到的驚喜，如同宇宙般包羅萬

象。

心理的建設應該是這樣的順序：先容許黑暗

的人格與情緒呈現，處理與面對自己的不理想和

不完美，而達到整合的一個階段。整合后的人生

才能活出本我或真我，擁有豐盛和圓滿的內在世

界。當一個人處於此狀況時，自我（Ego）才能健

全，不刻意，不做無謂的追求和動作。

整合與開發

中華民族早期的普遍象征符號陰陽就是整合

最好的例子。白的相對是黑，然而在白的一端是

一顆不顯眼的黑；在黑的一邊有一點白，特別耀

眼。這就是早期的心理治療所強調的：雖對立

但不相對，雖差異但不相爭。在榮格的心理學說

裡，所須要整合的是剛陽的男性能量（Animus）

和溫柔的女性能量（Anima）。每一個女性的內心

深處，有的是一顆如鋼鐵般堅固的核心，那是一

個整合的自己。

然而，在整合的

過程中，面對自己

的黑暗和不完美是

必經之道。因為不

理想的自己和陰影

往往被壓抑到那不

容易受傷的地段，

就是無意識。換言

之 ， 面 對 沖 突 之

后，本我的呈現，

就在整合。

試 問 整 合 后 的

人生會是怎樣的人

生呢？常聽人說：

“如果可以讓我重來一次，該多麼的好！”但人

生往往不如人願！如果讓某人重活一次，可能還

會有同樣的潦倒、不知所措；過往就曾遇見結婚

三次的人還是要再離婚！除非那人願意面對自己

的黑暗，洗滌自己的傷口。當傷口復原，人生整

合時，也代表著有更多更美好的原型--平衡的象征

符號。

路在心裡：
談象征符號在哀慟中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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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桂真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馬大教育

（主修輔導）博士

夢裡的象征符號之聯系

榮格分析裡最標青的是從追夢和畫畫中探討內

在的光彩和黑暗，以求把黑暗的力量轉為和平和強

大的力量。夢裡的象征符號，往往讓哀慟得以治療

和處理。哀慟裡最主要的工作是思念和懷念。哀慟

的夢，多是重溫和舊地重游的畫面。夢裡的一切都

栩栩如生，如夢如幻，但卻又那麼的真實。這是哀

傷最初的反應--難以接受。難以接受的背后常會有

內疚和后悔的心情。夢的畫面可能出現一些不可思

議或不可原諒的事故。夢裡的一點一滴，會是已逝

者留給身邊的人最美的符號；雖是短暫，卻也是永

恆。夢見逝去的人重返是哀傷處理的一個了結；活

著的人不再依依不舍，知道必須接納和放下。哀慟

的夢完成了追思者的思念和情結。

個人的經驗：沙箱中的哀慟與符號

我年幼喪父時，常夢到爸爸帶著滿身的黃泥回

來！后來我明白了，泥就是大地，也是大地之母最

原始的滋養；連接了這象征符號就連接了最原始的

自己。

某次沙箱治療，我一邊哭，一邊動沙；有沙的地

方就有淚的痕跡，淚和沙好像是一體的。沙粒混合

了眼淚，成了沙丘。我不停地流淚，沙丘就不停地

被筑起。那時，沙粒不再隻是沙粒，它被筑成最堅

固的紀念碑和墓。這讓我想起敦煌鳴沙山的沙土，

那麼的實，也那麼的鬆。淚和沙混合下筑成的沙丘

應該是強壯自我，以待重新出發最好的過程。

流淚的當兒，耶穌的畫像浮現腦海。祂為了救贖

我們，讓我們擁有更豐盛的生命而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當我們擁有了永生的盼望就可以更坦然地面對

死亡。當一個人能夠了結內在的哀傷，人生能更為

一致，不必與真我分隔，活著也不必戴著累人的面

具。

歷史會重演，哀傷也會重來。重新體驗不愉快

的過往，不會是一件不幸的遭遇。不然，重來的哀

傷，就如不可思議的重逢，總是那麼的措手不及！

集體無意識的哀慟象征符號

榮格學說提到，無意識包含了集體無意識和個人

無意識。無意識的符號就好像冰山，浮在水面的隻

是個人意識，更巨大的面積都在底下-那是個人的

無意識，而海洋就是我們的集體無意識。當我明白

這理論時，我開始不再害怕哀傷，也不會責怪悲傷

總是那麼痛和那麼長。因為，我今天所承受的是人

類古今中外都會經驗的人生經驗。

在游柬埔寨時，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Ki l l i ng 

Fields。去到當日遺留下來的舊址，聽著講解和看

著眼前的那片荒墟，心裡為那慘無人道、殘忍的歷

史事跡吶喊。今日，那裡留下多座存放先人仙骨的

寶塔，收集了當年挖掘到的殘遺骨頭。寶塔裝載著

每一位正義犧牲者的頭顱，也代表著每一位靈魂的

尊嚴。這些符號不單讓我們感受到切膚之痛，更是

痛到了靈魂深處。這座塔不隻是連接了骨裡的執著

和奮斗，也連接了每個人對當年執政者不文明的抗

議做法。

911事件后，我到過美國，那時，那裡還是平地

一片，如今已筑成了Gound O。這個符號令人想起

當年犧牲的人們，包括為救人而舍己的救火員，連

接到那些在生離死別后繼續生存的人們。這裡不留

下什麼，卻留下每個人對和平不止息的奮斗。流下

的淚水，在刻著每位逝世者的名碑下，就如永遠的

河流，洗滌著，也滋養著每一個走過的人。

結語

心靈深處需要的是一個安全的空間，以處理意識

裡不能面對的沖擊與不舒適。與象征符號連接，讓

自我得以面對內在的黑暗，把無意識的情結以舒適

的方式帶到意識層面裡。

連接象征符號就是原形的連接。在那是人類共享

資源與財富。啟動了人之原型，就是啟發了人類的

所有可能與無止盡的能量。連接象征符號也是治療

的開始。每一個符號，都象征著原型的存在意義，

人心靈深處的語言與回響！

誠然，我們被造都有神的形象（We are created 

in the images of God）。 每個人都得以完整、美

好、直到生命停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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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治療系列

我是一隻魚	

游
戲是一種想象力的活動，也是記憶的集中

和內在經驗的過程。孩子們在生活中許多

的欲望和沖動可以透過想象和象征符號的運用，藉

著游戲這個有效的溝通管道來表達自己。這些想

象和象征符號的運用，不論是來自於意識或潛意

識的層面，都不是出於巧合，而是關乎孩子所經

歷的事物和環境背景。他們可以藉著一隻動物、

一棵樹、一輛車、一個建筑、一個標記甚至是一

粒石頭，來解釋存在於現

實中的環境。許多父母對

於孩子所選擇玩的玩具，

都很好奇那些玩具有何代

表或意義，不少父母會問

治療師：“我的孩子玩這

些是代表什麼呢？”這個

問題，相信隻有當事人才

能給予解釋；不過，有些

孩子也無法解釋其因，因

為，對他們而言，玩具和

游戲就是一種表達和探索

自己內心世界的工具與過

程。事實上，孩子在游戲

中選擇什麼玩具並不是重

點，重要的是他們怎麼玩（過程）。

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

認為，當人將壓抑在潛意識或無法被接受的欲望，

轉換成社會所能允許的建設性活動，這稱為升華作

用(Sublimation)。升華作用是其中一種自我防衛機

制，允許人們將內心對人或事所產生的情緒，通過

比較迂回曲折、被社會所認可的方式釋放出來。換

言之，升華就是將那些沖動或欲望，引導至比較崇

高的面向，透過有利於社會和自我的形式表現出

來，讓無意識的欲望即時得到滿足，且較不會引起

內心的焦慮與緊張。

從游戲治療的過程中，就能夠看到孩子的升華

作用。孩子將對人或事所產生的情緒，轉移對象至

物品或其他游戲活動，藉此尋求宣泄內在情緒的出

口。孩子在安全的空間裡表達自己的感受和行為，

讓他把內心的糾纏和沖突借著游戲向外界投射或轉

移而達到淨化的功能。好比說，孩子在學校和同學

相處不愉快。在治療中，他選擇了一些玩具代表自

己和同學，重新演繹相處的過程或事發經過，來發

泄自己的情緒。孩子宣泄后，會重新得到能力去恢

復自己內心的朝氣和情緒。夏雨的心路歷程，正好

能夠讓我們更了解游戲中的象征符號。

夏雨（代名），今年9歲。家中有三兄妹，他排

行第二。雖然父母都有工作，卻不因此而減少陪伴

孩子的時間。自從上了小學，夏雨每天的生活都

很規律，活動范圍就在學校、

安親班、購物商場、興趣班或

家裡。他因為在學校多次情緒

爆發而被轉介到輔導中心。夏

雨的話不多，玩游戲時偶爾會

發出一些音效。他透過游戲來

表達自己的生活與內心世界，

藉著故事的流程來整合他的內

心世界。夏雨的游戲模式大同

小異；每次來到游戲室，他總

是風雨不改地選擇魚類，把它

們放進沙箱，讓它們在裡面游

來游去，彼此間有咬來咬去的

行為，一直到游戲時間結束前

的五分鐘。那時，他會開始加

入另一些類別的玩具，諸如：兵士、蛇、恐龍、飛

機、坦克、船等。

有一次，夏雨邀請治療師坐在他的旁邊，看他玩

游戲。以下是他對自己內心世界的表白：‘我是一

隻活在海裡的魚。我的生活就是每天游來游去，也

常常和其他的魚咬來咬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這樣一直重復的日子，我受夠了。我的日子仿佛像

一個很努力在漩渦中爬出來的兵士，差點要爬出

去的時候，就有一條蛇把我給拉下來；爬出來，被

恐龍咬下去；爬出來，被天上的鳥給啄下來……，

就算我出動了直升機、坦克、戰船來救我，但最

后總有東西把我給拉進漩渦裡。最終，我還是回

到原點。我努力、掙扎、生氣、難過、無奈、無

助……。雖然經歷了這一切，但至少我還活著。而

花，就是我的記號。’然后，夏雨用很快的速度把

沙箱所有的東西搬出來，將一束花插在沙箱裡，坐

在原處看著那束花。離開治療室前，夏雨對沙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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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兒童的發展，也會改善偏差行為。’ 史

基福列出游戲歷程中的治療因素如：克服抗

拒、溝通、支配、創造性的思考、宣泄、發

泄、角色扮演、幻想、比喻的教導、強化關

系、歡樂、掌控蔓延的恐懼。

游
戲
治
療
多
知
一
點

的花依依不舍，目不轉睛地看著仍插在沙箱裡的花

朵。他深呼吸數下，然后才出去。在那一刻，治療

師看見了，也深深地感受到夏雨的突破與釋懷。那

次之后的游戲治療，他不再是那個選擇從魚類開始

玩游戲的夏雨了。他開始探索之前不曾玩過的玩

具；這意味著新的旅程，全新的開始。

父母協商時表示夏雨的情緒有很大的轉變，且開

始會跟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除了在學校的情緒穩

定了許多，和同學之間的互動開始多了，就連以往

常常和兄妹吵架的情況也減少了。夏雨的父母也願

意學習在情感上回應孩子，大大地促成了孩子的轉

變。

的確，在游戲治療中，孩子能夠選擇屬於他們

的象征符號來表達他們的現實與內心世界。即使在

現實生活中有許多無法控制的情況，且不被允許用

自己想要的方法抒發（例如：發脾氣、情緒失控、

攻擊他人等）但，孩子藉著游戲的功能，透過升華

作用，用物件代替了自己和他人，在安全和許可的

范圍內，表達了真正的感受和行為。表面上，那場

互咬的游戲玩得很盡興，玩得很快樂；事實上，孩

子把實況帶入游戲中，用他們的創意重新演繹了一

次，且用了社會可以接納的建設性方式抒發了早前

所壓抑的欲望和沖動。不但如此，孩子們在游戲過

程中會找到控制感，探索對他們重要的課題，走他

們自己所選擇的路，用他們想玩的方式玩。這樣的

控制感，仿佛是他們生命裡的一股活泉，一股內在

的能力推動孩子繼續往前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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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游治療系列

我願意支持博愛事工，現附上 ：

□ 現金

□ 支票/匯票，列號：_________________ 

□ 銀行存入收據

敬請查收，並惠下正式收據。 

支持項目（請於適當□ 內加√）

□ 經常費  RM  _____________

□ 同工薪金 RM  _____________  

□ 博愛硬體設備 RM  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請注明） RM  _____________

總數 共   RM  _____________

捐款者資料：  

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O/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凡捐獻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的款額，

將可享有所得稅回扣

付款方式：（未免遺失，請勿寄現金）

□ 現金：請直接交來本中心辦公室。

□ 銀行過戶：

請存入Maybank 014235-110919，

並將銀行存入收據傳真至03-7785 4832。

□ 銀行支票/郵政匯票：

台頭請寫 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

並寄至本中心。

56B， Jalan PJS 1/46， Taman Petaling Utama，

461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
樂捐表格

在
我們的生活裡，象征無處不在，是我們自

然地表現人、物或概念等復雜事物的意象

和傳達信息的媒介。一般上，人們主要是透過說

話、書寫、圖像與手勢等不同系統的符號形式，傳

達訊息與溝通交流。因此，人們經常有意識地用這

些符號描繪身邊的物體，以及人們的行為舉止與思

想概念的真實性。例如：人們運用符號制作路標、

設計廣告、編寫課本等，這都是為了能更簡潔清晰

地傳達各種訊息。然而，在人的內心世界裡，有一

些感受是人不願意直接表達出來的，有些部分甚至

連自己也無法清楚知道。這時，象征是一個重要的

媒介，讓人可以觸摸自己那不能言語或輕易表達出

來的內在領域，給自身心理與精神上更深層次的直

覺反應與了解。

如今，人所面對的挑戰不單單是須要面對各種問

題的沖擊。有許多人處在困惑中卻仍摸不清自己所

處的境況，且無法以言語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更

勿論找到想法去面對。這都是超越單憑言語和文字

所能去到的境界，因此，需要更安全的方式介入，

好讓人可以在最自然的空間裡自我探索與發現。

沙箱游戲治療是一種非語言和深具創意的治療

模式。案主在沙箱中擺放小物件，呈現自己的內在

世界、潛意識、回憶等經驗。象征在沙箱游戲治療

中是非常重要的層面，個案可以透過象征的功能進

入心靈的無意識層面，加上治療師在當中的引導，

勇
敢
的
記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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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在沙游治療中佔相當重要的地位，懂

得它會引導我們進入個案內在的心靈世界。

如Kay Bradway所說：“沙游治療的非語言

技術主要是仰賴圖像而非語文，它帶領案主

回到發展的早期，也就是以視覺圖像為主導

而非以口語之理解的時期。”正因為如此，

個案口語前早期的創傷，可藉由沙游來處理

與撫平。

文：翁月燕
博愛（總會）輔導部主任/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成為個案的意識與潛意識之間，內在與外在世界之

間，顯見與隱匿之間的那道橋梁。

在沙箱游戲治療中，任何一件沙具，都能夠表

現某種象征性的意義，治療師基本上不會對案主做

出自己的詮釋，案主可以自由地探索其中對個人的

含義。每一個沙景也都有其主題，這主題可以是顯

明的或是隱匿的，主題本身可能是一個事件，而一

個主題之內可能還有次級事件、經歷、故事等。沙

箱其實是將現實的靜態世界對心理動態事件的一種

呈現，當中的流露包括內在的渴望、掙扎、矛盾、

保護、期待等。我們可以將對事件象征意義的理解

及對其他象征意義的認識結合起來，從而全面、整

體、准確地作出評價，幫助案主對自己的內在世界

有更深入的發現與了解。

個案探討

個案背景

13歲的他，在多數人眼中一直都是一個乖孩

子。他來自單親家庭，自4歲那年父母離異后，就

跟隨父親，由公公婆婆照顧。在沒有母親關愛的成

長中，他一直都表現得懂事乖巧，不讓親人擔憂。

進入中學后，他開始出現偏差行為，說謊、逃學、

不交功課等，讓父親深感不解，繼而帶他來接受沙

箱游戲治療。

沙游過程

首次見他來到沙游室，外表斯文有禮，乖巧溫

順。他非常用心地選擇小物件並擺設沙景，沒有抗

拒的跡象。他做的第一個沙景是許多兵士在打戰的

情景。過程中，他不多話，安靜地在干沙箱裡做他

想做的。第二次的沙游治療，他同樣做了一個打戰

的沙景，不同的是這次的戰爭是各類動物的戰爭。

接著，第三次的療程，沙景依然呈現打戰的畫面，

差異在於這是兵士與動物之間的征戰。這類似打戰

的畫面一直都出現在他前幾次的沙景中，成為他主

要的主題。雖然畫面是一場戰爭，但他都是做和平

之子，最終是以和平為依歸。他說：“我要做個勇

敢的精兵。”直到第八個療程，他完成沙景后，隨

意地在紙上畫了一棵樹。眼看，這是一棵茂盛又堅

固的樹。這是他在療程裡第一次突破性的呈現。

戰爭的象征

戰爭與和平是人類永恆的主題，而人的歷史也

正是在戰爭-和平-戰爭，這麼一個反復的過程中發

展著。戰爭意味著沖突、對立，有了戰爭就有苦

難、傷害、喪失和死亡，因而人們對戰爭總是抱著

譴責、排斥、逃避或是失望、憤怒、反抗等消極的

態度，這些是戰爭消極的象征。然而，戰爭、沖突

又意味著發展、成長、變化和轉變，象征著罪惡的

毀滅；和平、公正、和睦、秩序的恢復。和平是戰

爭的對立面，和平所傳達的意思是安定、平靜、祥

和、安穩，這是人們所向往的。戰爭的最終解決方

式並非一定是一方勝利，也可以是雙方的和解。

沙景的意義

沙箱裡所呈現的戰爭事件，可能反映出案主意

識和無意識之間所經歷的心理沖突。戰爭場面的本

質是案主要將被壓抑的情感釋放出來的努力過程。

每一次的沙景擺設都可能是案主在整理自己內心深

處無法言語的無奈、掙扎、矛盾、痛苦等復雜感受

的旅程。這也是他在自我調適的過程，透過那安全

的空間，自由的感覺，接納的關系，連接於自己最

深的內在部分，將情感流露，釋放那不想存留的情

緒，保存心裡最珍貴的部分，讓平靜滋潤自己的

心。這是一個挑戰的旅程，也是象征他勇敢的記

號。療程裡的那一棵樹，仿佛象征他人生轉變的生

命力狀態。

成長之旅

經過了多次的療程后，父親透露他的學習態度不

再一樣。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更為敞開，開始懂得

與親人分享所面對的難處。如此一來，他變得比較

多話，也顯得比較開朗。父親表態說，孩子好像真

的長大了！

總結

無可否認，我們生命中會有許多掙扎與矛盾的部

分，常常不為人知，習慣地壓抑心底。當一個孩子

長久以來表現乖巧，努力地壓抑自己，久而久之，

他不能自己，這是真實的。當外在的乖巧無法抵擋

內在的抗議時，偏差行為隻是一個訊號，反映出內

心的苦楚。這時候，誠實地面對內在的這一場征戰

是重要的過程。生命，最難打的戰，莫過於看不見

的內在之戰。然而，當我們找回那勇敢的心去正視

並面對它時，生命成長就在眼前。願那勇敢的記號

在你我的生命裡長存！



有
人說：“婚姻如茶般越久越濃，如酒般越

陳越醇。”婚姻的意義就在於男女雙方皆

有共同建立家庭的決心，願意為這個家付出、照顧

和關懷對方，並在婚姻生活裡看到丈夫或妻子的責

任，讓愛如溪水般長流。

婚姻生活裡不單有愛情構成的甜蜜元素，還有

許多生活裡現實的問題必須共同面對。普遍上，夫

妻會遇到諸如溝通、性生活協調、婆媳、家務事分

配、金錢管理、孩子教養

和外遇危機等種種非常挑

戰的問題。夫妻在婚姻裡

會傾向於採用自己原本的

生活習慣和價值觀來期待

對方。當我們期待著對方

在家庭的事情上“應該知

道”怎樣處理，卻同時發

現這個期待有落差，往往

會引發爭執。

個案探討

第一次輔導療程

艾琳與杰生是一對年輕

夫婦，愛情長跑十年，結

婚兩年。艾琳是一名服裝

設計師，杰生則是一名工程師。兩人因工作時間不

同，婚后甚少溝通。兩個月前，丈夫對艾琳說自己

對某女生有好感，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發展。他接著

表示自己和艾琳在一起像是親人的感覺，讓艾琳感

到沮喪。

第一次在輔導室約見艾琳，艾琳的疑問是：‘倘

若這段婚姻沒有了愛情作為基石，是否還需要走下

去？’艾琳表示在城市的生活相當忙碌，工作需

要常常出差。丈夫的性格比較孩子氣，數月前，他

們為了裝修屋子的事情產生了許多矛盾，繼而爭

吵。在爭吵時，她會常常數落他的不是；相信從那

時起，感情就出現問題。加上兩人不良的溝通，丈

夫的情感出現了破口，且開始對某女生產生曖昧之

情。在輔導過程中，艾琳先學習自我察覺。

她根據美國心理學家斯滕伯格(Sternberg)的愛

情模型探討自己和丈夫的關系正處於何種形式。斯

滕伯格認為愛情是由三個基本成分組成：親密、激

情和承諾。親密是指在愛情中所感受的溫暖體驗；

激情是愛情中的性欲成分；而承諾是指維持關系的

決定期。根據親密、激情和承諾各佔的比率差別，

形成了7種模式的愛情：

(I) 喜歡式愛情：隻有激

情，沒有親密和承諾;

(II) 迷戀式愛情：隻有親

密，沒有激情和承諾;

(III) 空洞式愛情：隻有承

諾，沒有激情與親密;

(IV) 浪漫式愛情：有激情和

親密，沒有承諾;

(V) 伴侶式愛情：有親密和

承諾，沒有激情;

(VI) 愚蠢式愛情：有激情和

承諾，沒有親密;

(VII) 完美式愛情：激情、

親密、承諾完美結合。

艾琳認為她和丈夫於婚前是

浪漫式的愛情，丈夫愛慕她，

是關系的強心劑。隨后，輔導

員引領艾琳去探索關系的變化，特別在婚后的這兩

年內，愛情如何失去色彩。從工作的課題，例如工

作時間的差異、工作性質需要時常出差，以及婚后

共處的磨合過程，例如調適兩人性格和習慣的差異

性、角色功能以及溝通方式等，直到近期裝修和曖

昧的事情……，艾琳嘗試去感受其中的變化，以及

對婚姻可能帶來的危機。另外，輔導員也邀請她帶

丈夫一同前來進行下一次輔導。

第二次輔導療程

杰生應邀出席，和艾琳一同探討婚姻的課題，

進一步認識彼此對婚姻的期待，以及連結目前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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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視窗

婚姻，這回事！



態。艾琳表示自己期待完美式的愛情，不過，丈夫

孩子氣的性格，讓她沒有安全感，不禁動搖了對婚

姻生活的期待。杰生認為婚前婚后都是浪漫式的愛

情，覺得沒有須要做出任何改變。因此，面對艾琳

突如其來的指責和被數落的不是皆感到不知所措，

不懂該如何應對。

艾琳表示丈夫覺得他們目前的相處就像是親人

般，讓她感到傷心、失望。當丈夫說自己對另一位

女生有好感，更是讓艾琳覺得難受。面對孩子氣的

丈夫，她覺得不踏實，事事操心，兩人要做的決定

難以達到共識。事實上，丈夫由始至終都渴望著浪

漫式的愛情，沒有想過須要增加承諾的部分，一直

都是保持充滿激情和親密的關系。加上兩人缺乏良

好的溝通技巧與有品質的時間，婚姻的期望因此出

現了分歧，無法同步前進。丈夫承受著太太因失落

而產生的怒氣，摩擦磨去了原有的浪漫和激情，而

他在別的女生身上感受到了這熟悉的感覺，選擇了

不健康的情緒出口，所以才引發這次的婚姻危機。

丈夫仍是渴望著與太太之間浪漫愛情的發展，

想要找回那失落的激情和親密感。同時，他也理解

太太對婚姻的期待以及自己需要做出的調整。杰生

把心裡最真實的感受告訴太太，邀請她回想十年的

愛情長跑中，每一幕的溫馨和感動。他們發現自己

總是認為對方理所當然會明白自己內心的感受和想

法，卻沒有主動表達和告訴對方自己所思所想的。

他們如一般的夫妻一樣，在關系中渴望著對方的

愛，而這樣的愛是需要用語言和行動明確地告訴對

方，邀請對方和自己一同調整和成長。

談及溝通的事宜，她表示每一次嘗試心平氣和地

邀請杰生一同討論某件事情，殊不知，不一會兒，

杰生就會被激怒，結果話題就轉移到其他的事情

上。兩人不斷地宣泄心情的感受，以言行傷害著彼

此，但事實上，卻又對眼前的問題毫無幫助。杰生

和艾琳兩人嘗試分享其中的心情，發現需要在適當

的時候用一個符號停止該場不健康的爭論。后來，

他們約定以對方熟悉的動作作為記號，例如用雙手

做一個暫停的動作或是換一個時間再溝通。

在婚姻裡除了激情和親密，還需要有承諾。夫妻

在婚姻中學習危機處理並在磨練中一同成長，婚姻

關系才顯得更加堅固。很多時候，夫妻兩人有自己

主觀的想法，以及習慣的待人處事之道，然而，婚

姻重視的並非互相指責、偏執己意或彼此傷害；婚

姻需要兩人以愛相待，建立和支持彼此幸福婚姻的

建立是需要在愛中成長，雙方擁有一顆寬容的心，

願意在危機中自我改變，用更成熟的思維共同處理

危機，那麼這段婚姻關系才會邁向永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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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素珊
博愛（總會）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面
談
輔
導
多
知
一
點

輔導員的角色並非救世者，沒能代替案主去面對問題，而是幫助案主學

會獨立面對問題。輔導員也不是獨裁者，不能逼案主作決定，沒能逼案主

改變想法和行為。輔導員並不是保姆，不會與案主有過分的感情依賴。輔

導員更不是電腦機械人，不會給案主一種問題的標准答案或方程式。

在婚姻裡除了激情和親密，還需
要有承諾。夫妻在婚姻中學習危機處
理並在磨練中一同成長，婚姻關系才
顯得更加堅固。



（一）
幾個月前，做了一個夢。

夢裡，我和一位同事加班后在路邊的檔口吃晚

餐。其實，那個人不是我的同事，我隻是在夢裡把

他認作為同事。用餐后，他去其他檔口買夜宵。坐

著等他時，我考慮著要不要買魚丸米粉作為夜宵。

他帶了一包炒粿條回來后，我打消念頭，和他一起

走回家。路上，我問他工作還能不能應付得來，他

苦笑。他帶我走到我小時候的住家。進去后，我再

三確定門已經上鎖，才放心下來。

醒后，夢裡的情節在腦海仍然清晰。仔細回想

和反思后，我覺得那是我的身體通過夢境帶給我的

一個強烈信息。當時的我

正面對格外繁重的工作壓

力，常忽略自己的基本需

求，連正餐也受影響。

和 一 位 朋 友 說 起 這 個

夢，朋友說：“真有趣。

那個人是陌生人，你卻把

他認作為你的同事。”

我 說 ： “ 大 概 因 為 他

有真摯、誠懇和可靠的感

覺。和我的同事一樣。在

夢裡，這個陌生人挂著我

同事的名字出現，真正的

身 份 也 許 是 我 的 內 在 小

孩。不讓肚子挨餓、誠實

地對工作表達苦不堪言、去一個不受干擾的地方好

好休息……這些都是閃過念頭，我卻不做的事。或

許我的內在小孩想通過夢境提醒我的需求吧！”

如果夢裡出現的人、物、感覺、行為……都是富

有隱藏意義的符號，這就是我根據現實情況對那場

夢最合理的解讀。准確與否，沒有人能夠評斷。重

要的是經過對那場夢的反思后，我決定注意我的需

求，好好照顧自己。

后來，我不再有這種令我印象深刻的夢了。

（二）
當有人提起自己的夢，我會有興趣聽下去。

一位心情常低落，覺得家裡沒有人關心自己的人

那麼說：“每隔幾個星期，總會重復夢見一個圓圓

的，像是輪子的東西。不知道那是什麼。”

“夢裡面的情節是什麼？”我問。

“夢裡一片空白，隻有那樣東西在我面前。沒有

情節。”

“那樣東西令你聯想起什麼嗎？”

她搖頭。那樣的東西對她而言莫名其妙，沒有意

義可言。

幾個月后，我們再次碰面時她說：“我終於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了。我陪朋友逛街時發現的，原來那

是魚線軸。”

“原來如此。”

“可是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

我會重復夢見魚線軸。”她說。

“ 魚 線 軸 令 你 聯 想 起 什 麼

嗎？”

和上次一樣，她搖頭。“再說

我不釣魚。”她接著說。

“你認識的人之中，有誰釣魚

嗎？”

她仔細想了一想，說：“我公

公。”

她的公公在她六歲時因心臟

病突然去世。因為父母在外地工

作，她從小就和公公一起生活，

兩人關系非常好。公公去世后，

她才被父母接回家。

“可能當時年紀小，公公去世

時，我好像沒有感覺，也沒有哭。”她的眼眶漸漸

泛起淚水。

“現在說起他，似乎讓你覺得傷感。”

她一邊擦眼淚一邊點頭：“他是全世界最疼我的

人。”

“如果魚線軸代表他，為什麼你會時不時夢見他

呢？”

“我已經很久沒想起他了。夢可能是要提醒我這

個世界上曾經有人那麼疼我吧！”她苦笑。

原來如此。不過我心裡猜想，或許是因為當時沒

有辦法好好跟他說再見而成為一項未竟事務。可是

夢的意義隻有當事人說了才算。那是她的夢。

14   

散文花束

文：葉子康
馬來西亞吉隆坡精英

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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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榮良
心臟科醫生

散文花束

顏色人生

上
個月去台灣旅行時我和內人去台灣最大，

經營24小時的書店--誠品書局看看。那是

一間偌大的書店，書籍的種類琳琅滿目。我們在那

裡消磨了一段時間，想要買，想要看的書實在太多

了！

我的內人看到一本很有趣的漫畫書籍，有一個四

格漫畫很有意思。一隻小狗本來是藍色的，一幅愁

眉苦臉的模樣，一隻大狗把它緊緊擁抱，不一會兒

他就變成紅色了，臉上也浮出喜悅的笑容。

那漫畫很有震撼力，它沒有任何文字，卻通過顏

色的變化來表達心情的轉

變。一個擁抱讓憂郁的藍

色變成歡樂的紅色。顏色

的力量是那麼的大！

我自小就很喜歡藍色，

我的書包，手帕，領帶，

褲子，襯衫大多數是藍色

的。小時候我不知道藍色

有代表憂郁的意義，我的

性格也不是那種多愁善感

的類型。我想，我喜歡藍

色隻是因為喜歡無際天空

的藍，遼闊海洋的藍，藍

色在我心裡是代表自由自在的感覺。我記得小時候

聽過一首歌“藍與黑”，其開頭的歌詞就是“藍呀

藍，藍是光明的色彩，代表了自由仁愛”。所以，

我童年的藍色就是如此簡單的自由。

長大后我才驚然發現原來藍色也有代表憂郁的含

義，雖然我不是很贊同。我左思右想怎樣也想不通

藍色為何會與憂郁扯上關系。

在醫學院學醫時才學到婦女患上的產后抑郁症的

另一個名稱是Maternal Blue（藍色的母性）。心理

學也是以藍色來代表憂郁的情緒。然而，固執的我

還是堅持我內心喜歡的藍色不是憂郁的象征，而是

自由的化身！

但是無可否認顏色是有潛在的巨大力量，顏色

的力量在我們的腦海內，心靈裡可以發揮潛移默化

的熏陶與改變。雖然不同的民族風情對不同的顏色

有不同的詮釋，我們每個人對於顏色的認同也不一

樣，顏色是左右我們生活的重要一環。比如說我們

在歡樂節日期間喜歡挂紅彩，穿紅衣；有任何的喪

事就以黑白顏色來表達悲傷的情緒。這是華人傳統

的顏色詮釋，其他民族可能把紅色與恐怖挂上鉤，

把黑白的搭配當著是庄嚴的象征。然而，一種顏色

對一個人，一個民族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力量，影響

我們的思維與言行。但是

我們對有些顏色的認同是

國際性的，比如對交通燈

的紅綠燈色的詮釋就是一

個例子。

在我行醫的生涯中我也

發現到很多藥物公司也會

善用顏色的潛在力量來達

到推廣藥物的作用。比如

一間藥物公司可能會以紅

白顏色來推銷某種藥物，

那麼從藥盒的包裝到藥物

說明書，宣傳單，海報，

甚至是藥物的顏色都是以紅白兩色來配搭。病人或

醫生一看到這個顏色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那藥物。

顏色發揮了廣告的宣傳作用，你說顏色厲害吧！其

實，不隻是藥物公司，很多商業也是以顏色來俘虜

消費者的心。

誠然，我們也可以學習變色龍的本領，我們也有

變顏色的能力。我們隻要保持一顆善感的心，看看

四周有沒有藍色的人，給他們一個擁抱，我們就能

讓他們由藍變紅！



幾
年前的年終，乘著學校假期跟孩子一起到

韓國度假。回國以后，心裡卻隱隱留下一

絲遺憾。為什麼呢？我們在滑雪場消磨了半天，也

算掌握到如何穿著笨重的雪靴，在稍有斜度的地面

移動；一對兒女也盡情地打了一場雪仗，理該如願

以償了吧？可是我很貪心，我想體驗的是從天自然

飄下的雪花!

那年的初冬，韓國沒下雪--偏偏旅游團的其中一

個賣點是讓旅客體驗滑雪。怎麼辦呢？別擔心，韓

國的滑雪場早有對策。每天晚上，滑雪場展開“龐

大”的造雪工程，好叫旅

客能在白雪皚皚的山丘盡

情嘗願。我們在滑雪場度

過一宿，親眼看見造雪的

過程。當晚，滑雪場的燈

光明亮，幾部龐大的造雪

機器在山頂轉動，大量的

“雪花”像山洪決堤般涌

出，本來已經硬化的山坡

場地重新鋪上厚厚柔軟的

白地毯，看得游人驚嘆連

連。依我看來，它倒像是

將制作紅豆冰的過程放大

千 百 倍 ： 空 有 雪 的 “ 物

質”，少了雪的“精神”。我心裡知道，翌日清

早，我們在滑雪場上看的、摸的、玩的，都是“紅

豆冰機器”制造出來的雪，有點受騙的感覺。 

我從小就喜歡傳統的聖誕賀卡，尤其是那些白雪

茫茫的畫面，遠遠佇立一間古老孤寂的鄉村木屋。

裊裊上升的炊煙，紗窗內的一盞昏黃，給我感覺到

屋子裡面洋溢著溫馨和幸福。當時，我一直向往到

古老的木屋，親自嘗嘗在那兒過聖誕的味道。到英

國留學，我才驚訝發現，西方的聖誕節也並非都是

白雪茫茫的畫面。如果那年的聖誕前沒有下雪，那

麼我們就隻好度過一個灰沉沉，讓人感到沮喪的冬

天。有一首非常動聽的英文流行歌 “I dream of a 

white Christmas”，總在每個聖誕前后都飄揚在街

頭巷尾。其實，英國人也年年期盼白色的聖誕啊！

聖誕節有白雪點綴是美麗的。可當天空不飄雪，

地面沒有浪漫的白地毯，聖誕節又是怎樣的一種意

義呢？

誠然，人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慶祝聖誕。

有些年輕人選擇平安夜在酒吧，頭戴鮮紅的聖誕

老人帽，嘴銜能伸長縮短的哨子，發出刺耳的BB

聲，手執酒杯狂飲，身體隨著超大的音樂聲量瘋狂

地扭動；而有些還會躲在角落抽煙吸毒，或是搞些

春光泄漏的玩意兒。

在國外的好幾年，我的選

擇有點不一樣。無論是不是

白色的聖誕，我都嘗到這個

佳節的溫馨和幸福。為什麼

呢？因為每年我都受邀到基

督徒朋友的家裡一起歡慶聖

誕節。他們的家不是我向往

的古老鄉村木屋，也沒有裊

裊的炊煙，可是他們的室內

仍有一盞溫暖的昏黃，大人

小孩唱的聖詩和笑聲縈繞整

個廳堂，加上主人家細心准

備的美食……這一切給離家

背井的學子一個“家”的感覺。這些基督徒朋友的

屋檐瓦片上不需人造雪來營造聖誕的氣氛，他們用

最真摯的濃情厚意寫出最自然、最美麗的聖誕信息 

- 愛。

聖誕節是愛的季節!

那年韓國初冬的早晨，我用雙手捧起一把人造

雪，使勁地向上一拋，讓它徐徐落下，落在頭發、

臉龐、外套上。可是，沒有經過造物主雙手攪動的

雪花，畢竟還少了點什麼吧？我想，它缺的應該是

一份“真”和一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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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花束

文：劍不虛發
公司執行董事

聖誕的雪花有愛才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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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威汕牧師
博特拉基督教會

時事頻道

我
們的周圍充斥許多象征符號。當我們駕駛

時，就必須和路上許多的符號打交道:“不

能右轉”，“在醫院或學校范圍不得超速”，“注

意！這是車禍區”等等。有些符號是經由某一起事

件或某一個人物，升華至成眾人皆知的象征符號。

例如：馬丁路德金和甘地似乎已經成為非暴力抗爭

的代表人物。趙明福陳尸身影則成為馬來西亞司法

制度嚴重疏漏不公的符號。此外，一些符號則可能

從原本的意義，經由更重大事件的發生，被賦予全

然不同的意思。例如：十字架這刑具，過去在羅馬

帝國代表不祥，殘酷的象征，但因為耶穌基督十架

的犧牲，轉變成為救贖，希望和重生的記號。

事件的發生，經過詮釋，成為象征符號，讓人

一看就得以明白和領受。

一些符號，對我們無關痛

痒，一些符號則對我們生

命有著特別的意義。有些

時候正是某些符號強烈的

象征，影響了某些事件產

生奇妙的轉折，而造就了

新符號的產生，以致新舊

符號彼此呼應，共鳴，加

強了符號背后所象征的含

義，擲地有聲，叫人無可

推諉。

聖誕節有眾多象征符

號，如：禮物、聖誕樹

等，但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號非“平安”莫屬。聖

誕節這紀念耶穌降生的日子，給人祥和、平安的感

覺。正如《聖經》路加福音二章14節所記載的，

天使在耶穌誕生之日向牧羊人宣告“在至高之處榮

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平

安”在希臘文字根的意思是“完整”或“健全”。

“平安”在聖經整體的概念極為豐富，涵蓋生命和

身體的健全、關系的和諧、富足和成功，以及沒有

戰爭。這表示在生命中沒有任何的破碎和失去。無

怪乎，“平安”是世人不分國家、種族和信仰的人

共有的渴望。聖誕節這平安的符號，藉由第一次世

界大戰所發生的真實事件，賦予了它更深的含義，

也見証了聖誕節在人心中無以倫比的影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隨著聖誕節日的臨近，聖誕

節平安的影響力滲透敵對士兵的心，結果陸續發生

士兵違抗上級，自發停戰這極富象征意義的事件。

維基百科也有相關記載，題目為“聖誕節休戰”。

在眾多聖誕節休戰事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當屬

1914年的平安夜和聖誕節休戰事件了（2005年被

拍成電影Joyeux Noel聖誕快樂，由Christian Carion

執導）。當時法國、英國、德國士兵正在近距交

戰。隨著平安夜的到來，法、英、德士兵都在各自

的壕溝裡度過平安夜，等待聖誕節的降臨。后來，

因著一首“平安夜”，士兵們各自從壕溝裡走出

來，在中間地帶以德語、英語高唱聖誕詩歌，互相

祝賀，交換禮物，並達至協議在聖誕節時當日休戰

一天。隔日，聖誕節當天，軍

隊牧師帶領大家進行了聖誕聯

合崇拜。敵對的士兵們因著聖

誕節平安的符號象征，打破仇

恨和戰爭的宿命，和平休戰，

共度聖誕，這樣的“聖誕節休

戰事件”也成為了一個象征，

力証聖誕節無遠弗屆的影響

力。

事實上，賦予聖誕節影響

力的，不是節日本身而是這節

日的主人耶穌基督。耶穌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自

己的平安賜給你們；我給你們

的，不像世界所給的。”（約翰福音十四章27節）

的確，耶穌的 “平安”絕非世界所能給於的。耶

穌的“平安”看似柔弱卻極其強大，不可思議地使

處在激烈戰爭的士兵失去戰斗力。在“平安夜”的

聖光頌贊中，他們心中對平安的渴慕就像缺了堤的

大水，翻騰洶涌。他們不再以國徽作為符號看待仿

佛沒有面孔的敵人，而是把對方看為與自己一樣的

人；不止看對方為人，更看對方為朋友。

我著實盼望聖誕節的平安，能深深地影響馬來西

亞人。讓“平安”這不分種族、信仰、語言和政黨

的共同渴望，能復合國家目前因為政治利益所造成

的分裂，能挽回因為種族主義而犧牲掉的和平。

聖誕節，平安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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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行政部活動簡報 2016年10月份至12月份

博 愛 總 會

博 愛 新 山 分 會

博 愛 檳 城 分 會

博 愛 亞 庇 分 會

博 愛 馬 六 甲 分 會

9月17日、10月1日、8日及15日，主辦自我
成長系列（一）課程：《怒出真相》讀書會，
由鄺慧婷帶領。

10月13日，鄺慧婷受八打靈美門團契之邀
主講“因愛而順服”專題講座。

10月22日，主辦自我成長系列（二）課程：
“與壓力共舞”工作坊，由翁月燕帶領。

11月27日，翁月燕受沙登新村基督教會之邀
負責主日講道及介紹博愛事工。

由南洋報業基金主辦，博愛同
工受邀成為講員之 -“真善美”
單親媽媽早安茶。

日期 講員

1月10日 沈金央

6月12日 賴裘華

7月10日 賴裘華

8月14日 沈金央

9月11日 沈金央

10月1日至2日，主辦“愛是陪他/她過一生”
婚前教育課程，講員是賴裘華及沈金央。

10月3日，主辦“尋解面談善用語言創造
轉化空間”工作坊，講員是楊家正博士。

10月1日、8日、15日及22
日，主辦“玩出好品格”延伸
班，由鐘劉華帶領。

10月9日，主辦22周年紀念感恩暨籌款
晚宴，主題：博愛之心，全人更新。

博愛（檳城分會）活動簡報更正啟示

本刊第118期，將9月16日至18

日主辦之【沙箱游戲治療初階工

作坊】誤植為【“嘗嘗沙味”沙

箱游戲治療工作坊】以及誤植9

月3日至4日主辦之婚前教育課

程團體照，特此更正。謝謝!

12月14日，賴裘華受沙

登基督教衛理公會樂齡

團契之邀主講“長者的

情緒管理”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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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本中心及南洋報業基金聯合主辦以 “喚起

初衷：從心發出，從心出發”為主題之第八

屆馬來西亞學校教師輔導研討會，迎來270位來自

全馬各州的教育工作者參與其盛，已於12月3日至5

日成功舉行。這項研討會也得到南洋報業基金在經

費上鼎力贊助。

身負重任站在教育最前線的老師們，在投入教學

工作的過程中，難免遭受各類挫折，甚至會感到前

進步履日益艱難、萌起離隊的想法，迷失了方向，

忘了初衷!若我們的老師們能通過這場研討會，重燃

對教育事業信心、熱忱與使命，重整心態，繼續堅

守工作崗位，則必能再次迎來生命的喜悅！

研習營的主題演講“喚起初衷：從心發出，從

心出發”由張乃文博士主講。其他專題演講有：

“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世界”及“高關懷學生多

元輔導方案與策略---發現愛、自信與勇氣的生命故

事”，分別邀請到

陸雅青教授和林杏足教授主講。

配合研習營的主題而設的七個工作坊，在擁有豐

富教學與輔導經驗的資深導師帶領下，學員們都各

有所悟，加強了專業信心與能力，了解及回應本身

的內在需要，裝備了內在的自我，准備更好地完成

教育的神聖使命。

最后，博愛輔導中心藉此獻上衷心的感激及感謝

南洋報業基金的贊助，以及教授們、學員們，不吝

撥出寶貴的時間前來參與研討會。

博愛輔導中心將計劃在明年5月底的學校假期，

籌辦第3屆助人工作者研習營，及11月底的學校假

期籌辦第9屆教師輔導研討會。請多多留意博愛網

站、面子書！

冀望從研討會的參與中裝備、充實自己，讓自己

在生命道路上活出精彩絢麗的人生。

第八屆馬來西亞
學校教師輔導研討會

2016 年 12 月 3 日至 5日

喚起初衷：從心發出，從心出發

開幕嘉賓熊遠賓先生(中坐者)與全體講師、嘉賓、工作人員及學員合攝。

聯合主席賓
熊遠賓先生
致開幕詞。

聯合主席李
頂林先生致
開幕詞。

籌委會主席
賴裘華致歡
迎詞。

頒發紀念品后，講員與嘉賓合照。

籌委會主席賴裘
華主持交流會。

聯合主席李頂林先生
贈送水果籃予開幕嘉
賓熊遠賓先生。

文：賴裘華
博愛（總會）執行干事兼

研習營籌委會主席

馬大教育（輔導與諮商）

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