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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 作 伴
人活著，除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真正能夠給予內心安全感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陪

伴。陪伴的內涵包括靜心聆聽、敞開心懷以及接納對方的一切，予以身體、情感和心
靈各層面的陪伴，聆聽自己和對方的心意；讓被陪伴者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進
而願意接納自己，與自己共處（即：陪伴自己）。人在不同階段，需要不同樣式的
“陪伴”，相輔相承共度人生的春夏秋冬。一段美好的陪伴關系，就是兩個心靈的觸
碰，讓真誠的情緒自由流動，讓生命轉而豐盛，體現生命的意義和真諦。

──談陪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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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陪伴的意義
“陪伴”在人生的過程裡，不止加深我們對自

己的認知，亦促進我們對人性有所頓悟。
／翁月燕



請問，有人在嗎？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叫貝比的小孩，生長在

一個小康之家。爸媽都是愛家的人，每天

為家庭、為找生計忙出忙進的。貝比是家裡排行最

小的，上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比他大整整九

歲、十歲。哥哥姐姐也各有各的忙，忙課業、忙補

習、忙課外活動、忙交友。四歲的貝比有好多古靈

精怪的想法，每天都有好多話想要跟爸爸媽媽說。

隻是，敏感的他很快地察覺到爸爸放工回來已經累

得不行，很多時候有一句沒一句地敷衍著貝比。媽

媽雖然是經常和貝比在一起的家庭主婦，但是媽媽

看起來好像有好多煩惱，眉頭經常深鎖著，讓貝比

時常感覺有點不安。爸媽很多時候都無法集中聽完

貝比想要表達的，就急促地給予意見或教訓，讓貝

比感覺好挫敗！偶爾雖然跟哥哥姐姐玩得挺開心

的，但大部分時候，貝比已經習慣了自己玩，自個

兒說話，用想象力代替孤寂感。貝比最渴望的是能

夠快點長大，好像哥哥姐姐那樣上學，有多姿多彩

的忙碌生活。他想象著以后變成大人，會不會也好

像爸爸媽媽那樣每天忙忙碌碌的過生活……。

以上的故事綜合了很多人的成長經驗，特別是

在經濟壓力、競爭強烈的大環境裡，制造了許多忙

碌的家庭。而忙碌的大人（無論是生活或內心的忙

碌），也制造了忙碌的小孩。很多時候，這些看似

忙碌的小孩其實是內心孤單的孩子。即便長大后已

經是事業成功、家庭美滿的成年人，我們很多人的

內心還是隱藏著那個害怕孤單的孩子……。

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裡都需要有人陪伴。早期心

理學家Harlow以猴子來研究人類的依附需要，發現

以下幾個重點：

1. 沒有機會接觸人或其他同類的小猴子會發展出

嚴重行為障礙，包括傷害自己以及他人的反常

行為。

2. 當小猴子可以選擇鐵絲做的“假媽媽”（有提

供奶水）或布做的“假媽媽” （沒有提供奶

水），更多時候，它會尋求依偎在布做的“假

媽媽”身上，即便它沒有提供可以填飽肚子的

奶水。

3. 出生的首個月是小猴子建立依附關系的關鍵時

期。小猴子必須與另一個生物建立情感上的交

流，幫助降低它的焦慮。否則，過了關鍵時

期，小猴子很難與母親或其他猴子重新建立關

系。

4. 即便沒有接觸過母親，小猴子要是每一天有至

少20分鐘的時間與其他猴子一起玩耍，它的

情緒以及社交功能還是正常的。

簡單來說，人需要其他人在身邊才能活出正常人

的模樣。除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真正能夠給予內

心安全感的卻是人與人之間的陪伴。 

陪伴可以有幾個層面：

1. 身體的陪伴（可以通過共處、牽手、依偎、擁

抱、性交得到滿足）

2. 情感的陪伴（可以通過共同的話題、興趣、分

享快樂與悲傷而得到滿足）

3. 心靈的陪伴（可以通過屬靈經驗的交流、為彼

此禱告、感恩、祈福而得到滿足）

無論形式如何，真正陪伴的意義在於當下的專注

聆聽。聆聽什麼呢？就是能夠聆聽到自己和對方的

心意。

著名作者與屬靈導師Monty William說：聆聽的終

極目的是讓那被聆聽的人聽到自己的聲音! 這是多麼

奧妙的境界啊! 如果將同樣的原理應用在陪伴上，陪

伴的終極目標即是讓被陪伴者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

存在，進而開始願意接納自己，與自己共處（即：

陪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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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故事（一）：會哭的房間

筆者在美國深造時曾經造訪過一個奇特的

房間；那是一位教授的辦公室。我和同學們

都有同感，即每一次進入這個辦公室時，都會

有一股想哭的沖動！這位教授是Dr. David Van 

Dyke，是筆者博士班第三年的督導。簡單的問

候、認真地聆聽、真誠地回應……，這就是Dr. 

Van Dyke 每一次在他辦公室裡給予我最好的禮

物。沒有長篇大論的道理，他隻是讓我深切地

感受到：我此刻與你同在。因著他的接納，我

可以更坦然地面對自己的內心，然后帶著他給

我的勇氣，再一次踏出去面對外在的挑戰！

究竟，要如何實踐陪伴，才能夠達致以上的效果

呢？筆者建議以下三部曲： 

第一步：靜心 

現代人生活忙碌緊湊，內心很難安靜下來。沒有

靜下心來，就很難去聆聽真正的自己和別人當下需

要的是什麼，更遑論要完全投入在人與人之間的關

系裡。

陪伴故事（二）：讓死人來陪伴

大約五年前，筆者參加了一個30天的個人

屬靈靜修會。進入第二個星期的時候，內心的

爭戰令我很難受。當時的我既惱怒自己又想

遷怒於當時的屬靈導師。要不是因為已經付完

30天的費用，我真的很想一走了之！當時我住

在新加坡的一個修道院，附近有一個環境優美

的水庫公園。當心中的怒火令我無法面對任何

（活）人時，我唯一想到的方式是去找死人來

陪伴自己！所謂“死人”，其實是水庫公園裡

紀念一位國家英雄的墓碑。那裡四周環繞著花

草樹木，從高處可以遙望寬闊的天空和水庫，

氛圍特別幽靜。每一次心煩意亂時，我就會坐

在那裡，重新整理思緒，找回靜心。

當然，讀者未必真的需要去找墳墓或墓碑以尋求

靜心。靜心是自己給予自己的禮物，不完全靠外在

的條件。對一個差不多24小時都在照顧孩子的家庭

主婦來說，可能那短短10分鐘沐浴的時間就是讓自

己靜心的寶貴空間。無論是在家中的廁所、附近的

咖啡店、還是坐在車內，隻要能夠找到一個安靜、

舒適的空間給自己靜下心來，就已經很好。 

第二步：敞開 

當內心可以漸漸安靜下來，接著的考驗是如何將

心敞開。陪伴的意義在於聆聽。而當我們想要聆聽

對方的故事時，我們其實是要求對方為自己敞開。

但是，對方為何要在你的面前敞開自己呢？要是我

們可以理解敞開心房是多麼困難、尷尬的一件事，

我們可能更願意學習，先為對方敞開自己。而如果

對方因著你的敞開也願意敞開自己，那將會是多麼

美的心靈交流啊！即便對方沒有回應你的敞開，你

也已經為對方做了一件美事。

陪伴故事（三）：一位智者的眼淚

幾年前，筆者認識了一位菲律賓籍的屬靈

導師，Ramon神父。講道時，他的故事敘述動

人，條理分明，總是以最淺白的方式幫助信徒

理解聖經的教導。我每一次聽他講道都聽得

津津有味！作為屬靈導師，他以謙卑的態度聆

聽，給予真誠的反饋，每一次都讓我重新去思

考以及體驗自己與上帝的關系。在8天的靜修會

結束那天，我隨意地問了Ramon神父他的感受

如何。他頓了一頓，然后簡單的分享了他過去8

天的得著。說著說著，他眼泛淚光，然后很自

然地就讓眼淚在眾人面前流了出來。比起他講

的道和所說的話，那一刻他那感性的眼淚更是

深深地觸動了我們的心，也拉近了我們彼此的

關系！

我想，這就是願意為他人敞開自己的力量。

第三步：接納

當心敞開后，接踵而來的挑戰是如何接納對方所

呈現的事實。那未必是你想知道，或准備要接受的

事實。那可能會是讓你驚喜萬分，又或失望絕頂，

甚至后悔打開心門的事實。走到這一步，其實隻有

兩個選擇：要不，將心門重新關上，拒絕接受面前

無論好或壞的信息，也同時拒絕了與對方建立真誠

的關系；要不，勇敢面對現實，接納眼前這個跟自

己想像不一樣的人，然后學習重新認識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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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故事（四）：像大便那樣舒暢

在最近一次的家庭治療過程中，筆者幫助一

對母女展開對話。

（母親是一位40多歲的單親媽媽；女兒是一

位13歲長得很高大的少女）

母：（很生氣）剛才她踩到人，我問她，她

不睬我，又不願意道歉！令我很生氣！

女：（低著頭，側過臉不看媽媽，又用手遮

著一邊臉不讓媽媽看見她的表情）

母：她整天就是這樣，不跟我說話，好像故

意要氣我的！

治療師：媽媽，你坐過來我這一邊看看女

兒，請問你看到什麼？

母：（坐在治療師的座位）咦？她看起來好

像在思考。

治療師：是的，我也是這麼覺得。那你再坐

回原位看看女兒，請問你看到什麼？

母：在我的位置，她看起來好像在生氣我，

不要睬我。（若有所思）哦，原來她這個舉動

可能是她還在思考我的話，可能是我太焦急想

要她回應我，所以以為她不理睬我。

這一次療程后，母女關系變得稍微緩和。在

下一次的會面，女兒勇敢地向母親提出自己的

看法，抗議母親干涉她和網友的交流。母親也

顯得更有自信地回應女兒，讓女兒了解自己當

時的立場和難處。經過一番的溝通，母女倆終

於達至共識。這時，女兒突然冒出一句：好舒

服啊！能夠跟媽媽好像剛才那樣討論事情，就

像大便那樣舒暢！

然后，母女一起大笑。

結論 

真正有效的陪伴不止於見到或聽到對方，雖然

這些都重要。陪伴更是不止於談質不談量，因為兩

者皆重要。更重要的是，陪伴過程中的內涵，是否

包括了靜心聆聽，敞開心懷以及接納對方的一切，

缺一不可! 這是所有參與心理輔導或治療工作者必

修的課程，以便能更有效地建立專業的輔導或治療

關系。

至於在個人生活的層面，一段好的關系裡肯定

包含了陪伴的成份。因此，學習有效地陪伴你所愛

的人，也是建立以及經營融洽關系的關鍵! 

願與讀者們共勉之。 

陪伴的意義在於聆聽。而當我們想要

聆聽對方的故事時，我們其實是要求對

方為自己敞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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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系裡，我們總要學習把對寵物的焦點轉向

身邊重要的人，發現人與人之間陪伴的可貴。”

生與死

早在古埃及時代，就有不少的動物，如貓、聖

䴉、貓鼬、狗、猴子、魚等被當成寵物。動物多數

也會被應用在徽章裡。那個時候，寵物除了生時作

伴，還在死后作陪。埃及人會將一些動物制成木乃

伊，作為祭品陪葬。寵物與人的關系實在緊密。

記得我在德國的時候，清早起來，我要走過一段

小路去買鮮肉。我很喜歡走這條路，因為路邊有個

小公園，有陽光照射進來，很清靜，不時會看到各

處擺有一堆花。原來，那裡是寵物墓園。在寵物離

世后，依然有很多主人會常常到寵物的墓前哀悼。

從原處望去，可以看到他們對著墓碑喃喃自語。寵

物，無論是生，是死，都是我們難以割舍的伙伴。

有一些須要離家到城市讀書的學生和工作者，因

為住在學校和公寓，無法將家鄉的寵物帶在身邊，

需要家人代為照顧。恰好在那些分開的時候，寵物

因故離世，主人會因為沒有盡到義務帶它去看獸醫

和照顧它，以及在它的最后一段時光裡缺席而覺得

遺憾。當警察訓練警犬時，會在照料和訓練中，產

生很微妙的關系。警犬在執行任務時，忠誠度極

高，可以到舍命的程度。有些無法跟寵物永別說再

見的主人會為此耿耿於懷，即使在寵物離開后數年

仍難以釋懷。在沙箱治療過程中，治療師陪伴案主

處理哀慟，聆聽他們和寵物之間的關系和不舍的心

聲。有些個案說，自小父母工作繁忙，自己有空就

和狗玩，感覺與狗相依為命。所以，與狗的生離、

死別均很難受。

先與后

有一對夫妻吵架，吵了好幾個月。一開始，我陪

他們處理沖突和溝通問題。到了第三次，丈夫講了

文：沈金央
博愛（總會）

培訓主任

一句：“你不喜歡那隻狗”。太太突然很生氣，回

應說她不是不喜歡狗，而是丈夫在她毫無心理准備

之下，把狗帶回家。她一放工回到家，莫名其妙就

看到家裡多了一隻狗。旁邊站著兩個很開心的人，

丈夫和孩子。她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丈夫沒有尊敬

她，為此耿耿於懷。事情已經過了數個月，依然難

以釋懷，導致兩人無法溝通。原來，不被告知的前

提下養狗是他們沖突的導火。

某個情人節，有個公寓辦了一場寵物派對。許多

打扮時尚的女生，身邊都跟著一個男朋友，男朋友

手上都抱著狗。我看見一個男生戰戰兢兢地抱著一

隻打扮成很像他女朋友的狗。突然，有一隻狗跳進

了游泳池裡，女生馬上叫男友跳進水裡救狗。有些

男生因為寵愛女朋友而學習愛女朋友的寵物。甚至

有些人在寵物與愛人之間會選擇寵物。

創意啟迪

Charles Schulz 1950年創作了《花生漫畫》，裡

面的主人公Charlie Brown有一隻寵物狗，Snoopy，

而Snoopy有一個密友--一隻小黃鳥Woodstock。故

事圍繞著主人與這隻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狗的Snoopy

身邊。Charles以非常有創意和溫馨的圖片，內容深

度概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神學等課題，在這

50多年來，陪伴了不少人，是許多人心愛的漫畫

作品。其實，Charles本人在童年時有一隻黑白色的

小狗Spike，故事裡的角色人物也有熟人的影子。一

個故事裡，人與人、人與狗、狗與小鳥等不同的關

系，可以引發生命課題的探討。可見，一些有意義

的關系可以啟迪我們，帶來幽默和創意，讓我們可

以創作優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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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連結

農 場 中 ， 馬 的 訓 練 師 會 與 馬 耳 語 （ h o r s e 

whispering），用特別的方式溝通，叫它。孩子們

很喜歡體積較小的寵物，例如兔子、小刺猬、倉鼠

等。當孩子們與小動物在一起時，臉上盡是開心的

表情。人與寵物的關系，不單是陪伴，更是我們在

忙碌和壓力中的開心果。

有一對父母因為看到兒子親手捶死了寵物烏龜，

才得知孩子正處在非常焦慮的情況，將孩子帶來接

受游戲治療。孩子來了幾次，把幾個不倒翁捶破

了。那時的他充滿了憤怒和焦慮，不單是在學校面

對霸凌的問題，與家人的相處也不和睦。學校和家

庭兩邊的壓力導致他極度焦慮，最后把寵物殺了。

治療師也陪父母處理他們在家裡的吵吵鬧鬧，讓他

們看到這些會造成孩子的壓力，同時讓他們陪孩子

去處理學校的壓力。他剛來時，骨瘦如柴，臉上充

滿怒氣。經過了幾次治療后，這孩子終於看起來長

了一些肉，臉上有了微笑。

有一個個案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很討厭和生氣律

師。陪她談的時候，才發現13歲那年，她走在一條

小徑上，旁邊有間洋房跑出來一隻狗，她看見狗就

跑，結果狗追上來咬了她一口！狗的主人走出來，

很溫和地叫狗回去屋內；轉過頭來，很生氣地責問

女孩，難道你不知道有狗在的時候不可以跑嗎？女

孩反問他怎麼不讓狗待在家裡，讓狗隨意走動咬到

人是不對的。狗主說自己是一名律師，知道什麼是

對和不對的。當下，女孩的感覺很不好受。這事以

后，女孩很怕狗，也很討厭律師。直到有一天，她

在寵物店聽到孩子對著籠子裡的狗說：“不要怕，

很快你將會有一個家”。那時，她才領悟到，養寵

物不單對寵物要有愛，還須要訓練它們。養寵物，

是一種責任。

其實，透過與動物的相處，可以帶來療愈的功

能。有個老人家失去了老伴，孤寂的歲月，仍感恩

還有貓與狗相陪。探訪老人院，聽到一些老人說，

老人院不允許他們將家中的狗帶去中心，而孩子也

很久沒有來看他，所以也沒有帶狗過來……，老人

很想念那隻狗。有些醫院、老人院或孤兒院會安排

寵物治療，為病痛的人、心靈空虛的人或孤獨無

依的人帶來情緒上的安撫與穩定。在硬體進步的時

代，這些活生生的寵物可以平衡我們的生活，聯接

我們與生命自然的關系。

結語

有些人養寵物，是想要有玩伴；家長讓小孩子養

寵物，以學習去付出和愛一個生命；另有些人是為

了要讓家裡有活物（creaturely presence），增添

家中的生命力和活力而飼養寵物的。然而，我們需

要學習尊敬身旁的人，每個人對寵物的意義和接納

大不相同；對一個人而言是寵物，對另一人而言可

以是怪物。就算是伴侶，或是父母、夫妻，每一個

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會有自己寵愛的動物或是收藏

品，借此我們需要接納每個人的獨特性，知道自己

所寵所愛的，彼此表達，且尊重對方的選擇。倘若

無法接納和愛對方所愛的，也需要坦誠相對，讓對

方知道。

誠然，人與寵物之間的故事存有各種對生命的

學問。寵物，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今天，

有些人甚至將遺產交給寵物，這值得我們反思。

寵物，可以是陪伴，是生命裡的一部分，但不是全

部。在關系裡，我們總要學習把對寵物的焦點轉向

身邊重要的人，發現人與人之間陪伴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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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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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戲
治
療

老師眼中的他

“砰鏘！”他鬆開手，玻璃

杯即刻掉下。他木納、呆滯的眼

神望著前方。老師焦急地搖著

他的雙肩，盼望他能給予一些回

應，但他還是毫無所動地望著前

方。老師隻好叫身邊的學生帶他

離開現場。看著這孩子的背影，

老師默默嘆息，腦海裡浮現第

一次看見這孩子的畫面及一連串在學校裡發生的事

件。

三年前，這孩子一臉靦腆地走進學校，安靜地

待在媽媽身邊。老師注意到這孩子並不像其他孩子

般，對周遭的游戲躍躍欲試。雖沒有親昵地與媽媽

互動，卻還是緊緊地握著媽媽的手，好奇卻羞怯地

觀望校園。

第一年，他在班上有不錯的表現，漸漸開始與

同學打鬧嬉笑。進入二年級，孩子在上課時偶有發

呆，隨后在班上越來越不專心，與其他同學的打鬧

越發粗魯，有時甚至故意令對方跌倒。老師在聯系

家長時，發現媽媽在孩子進入學校的第一年，為了

提高家庭的收入，到另一座城市工作了。媽媽僅能

在每個周末回家陪伴孩子。她會接送孩子上下各個

興趣班、補習班或運動班。平日，孩子是由外婆照

顧生活起居的。約見了外婆，了解了孩子的近況

后，老師建議外婆帶他去接受游戲治療，使他得到

更好的幫助。

他眼中的世界

我看著其他的同學有爸爸媽媽陪著到學校，一起

走進課室；有一些爸爸媽媽還會陪著他們在食堂吃

早餐、聊天。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感覺，看著他們邊

吃邊聊的笑臉，我也希望可以像他們一樣。從小都

是外婆照顧我。我有一間很大的家，外婆總是有很

多家務要做。我看到她忙著煮飯、洗衣、種花、養

魚。每次飯菜煮好了，她都叫我一個人吃，而她又

繼續忙碌。她忙碌時，我就自己玩。

媽媽每天忙著工作，回到家已經非常遲了。有

時，我會想等媽媽回來，但外婆總是讓我先睡覺。

文：王秋眉
博愛（馬六甲分會）

輔導主任/注冊與執証

輔導員

平日，我很少見到媽媽。

隻有到了星期天，她沒有

工作那天，她才可以陪著

我，帶我及外婆到大商場

購物或到餐館吃好料。我

超級喜歡與她們在一起。

至 於 爸 爸 ， 他 常 年 在

國外工作，一年隻見到一

次。最近兩年，他都沒回來。我想，如果在路上遇

見他，也不確定會不會認得他。爸爸每一次回來，

都好像想要陪我玩。不過，我總覺得他的電話比我

更重要，一旦電話鈴聲響起，我就隻能一個人玩。

媽媽在我上了一年級后，就到別的城市做工，隻

有星期六及星期日回來。自二年級起，媽媽就安排

了很多活動給我，全都在她回家的這兩天。我想，

她在家的時間已經很短，但她都沒有想要陪我玩，

我很生氣！在學校裡，我很不喜歡看見那些同學的

笑臉！我常常想要怎麼樣對付他們，讓他們不再

笑。嘻嘻，我發現當他們痛的時候就不會笑；他們

被嚇到時也笑不出來；我覺得這麼做有點開心。不

過慢慢地，我覺得學校的老師好像間諜一樣，總是

在看著我。最近，老師常常約外婆聊天，還叫外婆

帶我去一個玩游戲的地方。

那個玩游戲的地方讓我感到奇怪--房間裡有兩

種不同的沙，許多不同的玩具，有一些玩具我以前

都沒有看過。最讓我好奇的是房間裡面有一個大

人，每次我進去玩游戲時，她都會在裡面，不過，

我覺得她不像是老師。她告訴我可以隨意地玩裡面

的玩具。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她，我很不願意讓她在房間

裡，所以就故意生氣地大叫，不過她沒有罵我。在

我故意拿玩具想丟掉時，她看著我，告訴我在房

間裡面不能傷害玩具，不過她沒有過來搶走我的玩

具，或是把我趕出去。最后，我不知道還可以怎麼

樣，就干脆躺在地上。奇怪，她不單沒有囉嗦地要

我快點起來，也沒有不理我，就是這樣讓我選擇躺

在地上。去了幾次以后，我覺得她和其他大人不一

樣，很特別；我想，我可以相信她。我有邀請她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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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著重讓兒童在游戲中能自在地玩、

發揮創意、抒發情緒為主要治療目標，也可

以加入想像游戲，與兒童在治療過程的互

動，以角色扮演來表達他們心中期望的角

色。若有需要，家長會進入游戲室參與，調

整溝通和管教模式，讓孩子有空間去接納  

（冼嘉琪，2016）。

游
戲
治
療
多
知
一
點

我一起玩，可以感受到她願意與我一起玩游戲。在

玩游戲時，有一個我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一起玩的

時間太短了！每當我玩得正開心時，時間就結束

了。現在，我很想外婆早點帶我過來，讓我有更長

的時間玩耍。

父母的調整和陪伴

后期的治療時，治療師與孩子的母親深談孩子

成長的需要，特別提到家長的陪伴。母親深思熟慮

后，決定回到原本的家鄉工作，給予孩子有質量的

陪伴。從中，母親表示看見了自己的同在對孩子的

影響及親眼目睹孩子的轉變。

由於時代的變遷，經濟的挑戰，許多家庭都是

雙薪家庭。然而，不難發現，有些爸爸媽媽不單是

為了生計而工作，有一些更是拼了命似的工作打

拼，賺取更多的金錢，以期為孩子塑造一個更美好

和良好的成長環境。究竟，所謂美好和良好的成長

環境是什麼呢? 台灣洪蘭教授在一篇親子文章裡提

到：現在的父母太忙了，忙著賺錢給孩子享用他們

當年沒有的東西，他們忘了應該先給孩子他們曾經

有過的東西。今日，不少父母忙著提供孩子更為優

渥的生活、預備超級營養的飲食、打造高級舒適的

住所、安排最好的教育機構或安排最佳的才藝塑造

班，卻忘了保留時間予以孩子一個有素質、有重量

的親子時光。

結語

作為父母，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感受到他的愛。

沒有生命的物件和事情無法傳達可以觸動人心的

愛，唯有在父母願意花時間與孩子建立關系時，孩

子才能切實地感受到無與倫比的天倫樂，從中建立

內在的安全感，助他展開一段健康的成長之旅。有

一句話這麼說：愈感受到父母之愛的孩子愈受教。

因為這些被愛的孩子不願讓愛他們的父母傷心。父

母宜陪伴孩子度過無數有質量的親子時光，透過不

同的活動，表達愛和接受愛。雖然很多活動的內容

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被遺忘或取代，但是，那份被陪

伴，溫馨的感覺會永久地與孩子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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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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ul Ehsan.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
樂捐表格

系
列

沙
游
治
療

有
人說：“陪伴如同一盞明燈，不管你需要

與否，它都會為你亮著。”也有人說：

“陪伴沒有距離，若隱若現，飄忽於你的視野邊

緣。”又有人說：“陪伴沒有時間的底線，如果非

要加上一個底線的話，那便是生命的底線。”對於

陪伴，人人都有不同的解說，但相似的是，陪伴意

味著一種摸不著的溫暖與美好、看不見的存在與力

量；不具體，卻又真實地體現在生命中，給人類帶

來非凡的意義。

曾經在電話輔導裡，有位太太分享與丈夫吵架

一事。吵架的原因很簡單，那是因為丈夫下班回家

后一直捧著手機玩游戲，既沒有理會太太，也沒有

幫忙照顧孩子。那不是他們第一次為此事而吵架；

之前他們聊天時，丈夫總是在玩手機，然后有一句

沒一句地說話，隻是這次是他們結婚五年來最嚴重

的一次爭吵。丈夫一怒之下，就把手機扔壞了。

太太在電話裡表達心中的失落感。事后，久久

沒能平復心情。輔導員陪伴她去了解失落感背后的

心聲，她才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想要一個愛的証明：

渴望被丈夫看見、重視和被了解；恰好丈夫回應的

方式在無形中讓她感覺被忽略，不被看見。如此的

發現讓她比較清楚自己的狀態及問題的根源，幫助

她更懂得如何與丈夫進一步溝通。

原來，生活裡那‘視而不見的陪伴’可能在無

意中破壞人與人的關系；唯有‘用心陪伴’才能滿

足人被關注的心理需求，讓人感受到自我的價值與

存在的意義。深信，這不僅是成人的心理渴望，也

是孩子的內在需求──渴望父母陪伴自己，看見自

己的存在。

個案探討

11歲的他，來到沙游室，在沙箱裡靜靜地摸

沙，移動沙子。時而堆成一座小山丘，時而推翻；

時而挖開一個洞，時而鋪平……，他一直重復這

些動作，安靜地坐著玩沙。治療師沒有干擾他的過

程，靜靜地陪在身邊，專注於他的每一個動作、反

應和表情。他時不時會抬頭望一望治療師。在彼此

的眼神接觸時，治療師會向他點一點頭，接著他就

繼續沙箱裡的動作。他的外在行為顯示一個靜態的

孩子，過程中可以體會到他內心存在著許多無法言

語的感受與心事。沙箱和沙子是他的情緒出口，可

以自由地整理自己的心情；安靜的陪伴是建立他的

安全感，讓他可以隨意地做自己，不必花精力去表

現自己或掩飾自己。

看見我， 陪伴我



  11

沙
游
治
療
多
知
一
點

美國著名的游戲及沙游治療專家

侯美爾(Dr.  Homeyer) 及宣力 (Dr . 

Sweeney) 認為：“沙箱游戲治療是一

種表達性、投射性的心理治療法，在專

業治療師帶領下，以沙箱和迷你奇為非

語言的媒介，呈現與探討個人內心的問

題。”

文：翁月燕
博愛（總會）輔導部主任/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在第二次的沙游治療裡，他選擇玩濕沙。他把濕

沙堆成一座小山，在中間弄了一個洞。接著，他走向

架子找了三隻狗，放在洞裡。他認真地注視著眼前的

沙景。治療師同理他的感受，並引導他流露自己的心

聲。他說：“我為狗狗做了一個家。狗狗還有它的爸

爸媽媽陪伴。”治療師引導他繼續分享有關狗狗與狗

爸爸狗媽媽的互動關系。他表達狗狗希望狗爸爸狗媽

媽可以多留意它的存在，注意到它的感受，留心聽它

的心聲，給時間陪它玩，主動與它親近。他在沒有防

備之下，流露他內心裡最深的渴望。

母親在協商時透露他近期的情緒反常，心情波

動很大，脾氣時好時壞。過往，他懂得自理照顧自

己，還會幫忙照顧弟妹，鮮少讓父母操心，是個乖

巧、懂事、獨立的孩子，是弟妹的好榜樣。他養了

一隻狗，因為2歲的弟弟經常被狗吠聲嚇到，常常

因害怕而哭鬧，所以，父親就將那養了一個月的狗

狗送給別人。自那時起，他就開始變得情緒反常。

現在，當事情不順他意時，他會大哭大鬧；在一般

的時候，他會沉默寡言，也不再和弟妹玩樂。若弟

妹無意惹到他，他還會大發雷霆，甚至動手打人。

母親承認確實因為工作忙碌，需要照顧體弱多病

的8歲女兒以及年紀尚輕的2歲小兒子，眼見11歲的

他乖巧懂事，而輕易地忽略了他，沒有給予特別的

關注。治療師幫助母親看見他內在的渴望與需要。

一個乖巧懂事的孩子依然需要父母的愛、關注和重

視。父母須要給予適當的情感回應，用心陪伴，

藉此讓他感受到父母的關心，體會父母對自己的了

解，讓這個‘懂事的他’可以成為自己，做回小

孩。當父母願意留心給他，在情感上給予適當地回

應，幾次的療程后，他的情緒漸漸被撫平。

從這個個案身上，我們可以發現，沒能從重要關

系裡得到滿足的人，可能會投射在其他的人事物身

上，例如寵物。加上經歷被剝奪的事件，讓他更受

傷，情緒因此爆發而沒能收拾。其實，一個孩子內

心的渴望就是一份單純的陪伴。留時間給孩子，在

陪伴的過程中，看見他的存在，關注他的需要，與

他有情感上的連結，讓愛在彼此的關系裡涌流。如

此一來，孩子不止在行為上獨立，在情感上也會逐

漸成熟。

誠然，人的精神世界，追求的是一種被看見、被

理解的情感。雖然人人都渴望被看見，但人又常常

視而不見。威廉.沃登（William Worden）說：“沒

有人能逃避悲傷，除非他心中沒有愛。”確實，人

的情感世界裡，包括悲傷情緒的背后也是與愛有關

聯；沒有愛，就沒有悲傷。然而，愛要讓對方真實

體會才不會落空，這就須要學習如何與人連接，尤

其是情感上的連接。因為愛在情感的連接中流露；

倘若沒有情感，就無法連接；而沒有看見，也不會

連接；愛因此受阻。所以，看見是最美的愛，連接

是最好的回應。

親愛的朋友，您渴望被看見嗎？又有誰渴望您看

見他嗎？您主動地連接或許會帶來生命的驚喜，因

為連接裡的陪伴可以滿足人心中被看見、被注意、

被愛的渴望。如果可以，請放下手機、放下不是特

別緊要的工作、放出時間，好好陪伴渴望您看見的

人，無論是家人、丈夫或妻子、孩子、情人、朋友

等，從而確認自己與他人存在的價值。因為，關系

因陪伴而感動，生命因存在而美麗！

看見我， 陪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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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你．扶持我

視
窗

輔
導

文：鄺慧婷
博愛（總會）注冊與執証

輔導員/砂大輔導學士

人
與人之間有許多關系，孔子的五倫列出君

臣、父子、夫妻、手足和友朋五種關系。

婚姻關系比任何關系都更具挑戰性。兩個背景迥

異的人要相識、相知、相伴、相守到老，不單要在

彼此的性格差異、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不同點上磨

合，還要共同面對來自孩子、家人、社會等各造的

挑戰。兩人要有難同當、彼此扶持，是極不容易的

事情。

不容易，不表示不可能。“少年夫妻老來伴”，

頭發銀白但關系依舊親密的老夫老妻其實也不少。

他們建立和滋養婚姻關系的心路歷程，是我們可

以效法和學習的榜樣。

有一位婚姻輔導師曾如

此勉勵：“我們要將眼

光擺在美好的婚姻關系

裡，多看一些婚姻的楷

模，從身邊這些美麗的

見証人身上學習經營婚

姻的方式。” 這話是

具建設性且有智慧的。

這就如同我們的生活一

樣，是以真善美作為追

求和努力的目標與方向，而非參考失敗與挫折，沉

溺其中，作繭自縛。

個案探討

有一對結婚12年的夫妻，因為孩子的問題到輔

導中心來。太太說起孩子的事情就忍不住掉淚，感

覺特別無助。她對於丈夫有很多不滿，特別是覺得

他沒有實際地幫助處理孩子的問題。某次，孩子情

緒失控，她忙著安撫和應對孩子，丈夫站在一旁，

說：“不要理他（孩子），讓他鬧一會兒就沒事

了”。太太說孩子鬧久了就會吐，所以，她認為丈

夫最重要的是幫忙平復孩子，而不是讓他繼續鬧。

在輔導過程中，妻子不停地表示：“隻要他肯

站出來警告孩子，孩子就會收斂，他就是不肯！”

丈夫在一旁靜靜地聽太太表達。在她說完后，才接

著說話。丈夫表示明白太太的無助，眼看她常常因

為孩子的問題而憂心，情緒起伏不定，自己也不好

受。他發現孩子隻是對太太有這樣的情緒反應，對

其他人都挺溫和的。他就勸太太不要太緊張，允許

孩子表達自己的情緒，靜觀其變，才知道孩子要怎

樣。太太則希望丈夫站出來，用父親的威嚴命令孩

子不要鬧。兩人在這件事情上有不一樣的看法。太

太對於丈夫不願意“出口”相助，不配合她而覺得

很無助和生氣。這導致他們之間的關系變得很差。

丈夫說：“我不是不肯，

說一句話不難，隻是我說

了，他停下來后，又怎樣

呢？我不在的時候他還是鬧

啊！”原來，有一段時間，

太太時常會致電給工作中的

丈夫，讓他在電話裡叫孩子

不要鬧。丈夫其實是希望太

太先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要太緊張，跟著孩子的情

緒跳腳，隻是寄望他出面制

止孩子鬧情緒。

透過觀察的功課，太太發現孩子的確隻是對她

有過度的情緒反應。每當她緊張著不停地哄他時，

他就變本加厲。不過，發現事情是一回事，懂得處

理又是另一回事。她覺得自己總是按耐不住要去哄

他，所以問題不停地重復。太太知道丈夫很愛她，

不過，對於他不願意配合她的事始終耿耿於懷，覺

得難受。輔導員同理她對婚姻關系的期望。在她發

現自己缺乏情緒的約束力時，陪伴她回顧過去在婚

姻關系中兩人彼此扶持的經歷。她知道自己很軟

弱，無能為力，需要丈夫的扶持。后來，他們兩夫

妻達成共識：孩子鬧情緒時，她要學習平靜自己。

必要時，丈夫會提醒她上樓去冷靜一下。在那段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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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本主義學派，輔導的基要條件是真誠、尊重與同理心。根據Rogers的

人本主義輔導理論，輔導員如能本著真誠、尊重與同理心的態度去幫助當事人，

當事人將產生建設性的性格及行為改變。Rogers所謂的真誠（Genuineness）

是輔導員以表裡一致的自己和當事人相處，無條件尊重（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是對當事人無任何要求的心態下向對方表示溫情的接納，同理心

（Empathy）是設身處地的從當事人的參照標准去看和感受事物。

夫妻不須拘泥於一些外在的形
式，倒要更多地提升對彼此的認識、
信任與接納，是相互扶持的要素。

太學習調整情緒的日子，丈夫須要確保自己陪在孩

子身邊，回應與看顧鬧情緒的孩子，讓太太放心。

開始的前幾次，孩子在樓下哭、鬧、還有吐；

在樓上的她形容自己的心好像被火燒一樣，等待的

過程非常痛苦。她知道自己這方面很弱，須要丈夫

的扶持，所以，就學習相信丈夫，放手讓丈夫去處

理，而自己則努力地平復自己的心情。那段時間，

她感受到丈夫的接納和扶持，給了她一個安穩的成

長空間。后來，太太的情緒穩定了許多，兩夫妻的

關系變得更好，孩子的情緒問題也改善了。

某次，我駕車北上參加一個活動，隨行的有姐

姐和一對老年夫婦。將車泊好后，姐姐和老先生先

行下車，而我與老婦人就在后面跟著。眼見老先生

沒有等老婦人，老婦人也沒有要趕上他的意思（想

起他們平日多數也是這樣走的），就覺得好奇，問

老婦人：“他常常走在前頭，你一個人在后面慢慢

走，這是你們的習慣嗎？”她很溫柔地笑了一聲，

說：“沒關系的啊，他走快點，我走慢點，我們還

是會到那邊的。他走得快，就要在那裡等我咯。”

同一年，他們慶祝50年金婚。在他們的晚宴中，見

証他們遇見彼此，相知相守，彼此扶持的美好。

夫妻間若要真正做到彼此扶持，是需要有信任

感和接納的。我們隻會將自己托付於那可信任的對

方，讓他在我們軟弱的時候扶持我們。而在被扶持

的過程中，我們也接納對方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

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如同時鐘一樣，時針、分針和

秒針的節奏不一樣（我們不能要求分針走得很像秒

針那樣快和多），不過它們都指向一個時間。事實

上，夫妻的關系不是兩人外在的距離所能定義的。

有些時常在一起做同一件事的夫妻，仍會貌合神

離、同床異夢。因此，夫妻不須拘泥於一些外在的

形式，倒要更多地提升對彼此的認識、信任與接

納，是相互扶持的要素。

從報章上看到一位慶祝70年白金婚的長輩，在

晚宴上說：“70年的婚姻能厮守至今，我們經歷了

無數歲月的磨練和考驗，從我們的體驗當中，婚姻

生活不僅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或生養兒女一生勞碌，

也不僅僅是10年、20年、30年或40年，而是一生

之久的相扶，彼此磨合的耐心、愛心和智慧。”婚

姻是愛情的延伸，更是超越友情和親情的關系，這

其中所需要的陪伴、扶持與成長是一輩子的學習。

祝願各對夫妻，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活到老也學

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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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絢慧，台灣知名咨商心理師，

在她的著作裡對陪伴這詞有著

很美的詮釋。她說：“陪伴，是純淨的

心靈接觸、情緒共振的狀態，覺察所陪

伴的對象之處境，承接住對方心靈的過

程。”我對陪伴的了解，在人生的不同

階段，好像都有不同的理解。

小時候，“陪伴”就是有人陪你玩。

中學時，“陪伴”就是有人和你分享

秘密。直到大學上了輔導課，我對“陪

伴”才有了更不同的領悟。“陪伴”需

要有同理心，不批判，讓當事者不畏懼

地表露最真的感受，然后我們一起面對

它、處理它、放下它。在職場上打滾了

幾年，年紀又長了幾歲，突然有種領

悟，好像有些傷痛是真的

沒有辦法放下，隻能看見

它的存在，並學會和它共

處，不讓它阻礙生命的成

長。一段美好的陪伴關

系，就是兩個心靈的觸

碰，讓真誠的情緒自由流

動，讓生命轉而豐盛。

觸 不 可 及 （ T h e 

Intouchables）是一部真

人故事改編的法國電影。

撇開這部電影得到的獎

項不談，它也打破了法國影史票房紀錄，不論口碑

或票房都相當不錯。故事是圍繞著兩個男人之間的

主仆關系，如何從背景沖突到后來成為相輔相成的

朋友。他們一個是在一次跳傘當中摔斷了頸椎而終

身癱瘓的白人富翁；另一個是來自貧民窟的黑人，

因搶劫暴力等前科被抓，剛剛出獄。這兩個背景迥

異的男人相遇了。他們的相遇燃出一朵又一朵的火

花—就如電影名字一樣，那些他們隱藏在生命深

處、觸不可及的部分，一再的被釋放，對生命有更

圓滿的詮釋。

我是被電影中的一句對白所吸引，才去接觸這電

影。主人的朋友質問他為何選一個街頭小混混為看

護，認為他們沒有憐憫之心。主人菲利普的回答才

是經典：“我要的就是這樣，沒有同情

心”。菲利普因為癱瘓，這大半輩子，

身邊總是圍繞著同情他的人，借以關愛

與憐憫，為他套上“可憐病人”的角

色，而他也接受了這樣的角色。他即使

遇上喜歡的人，也不敢向她坦白情感並

告訴她自己癱瘓的情況。他的生命在他

癱瘓的那一刻仿佛已經停止成長。

菲利普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個可

以理解他，不批判他的陪伴者。這人不

單給予身體上的照顧，也可以了解他需

要的是自由的空氣和活出自我的勇氣。

當我們的情緒被接納，當事者就會有勇

氣和力量面對各自生活的困難。菲利普

也用寬容、不干涉的態度對待這位看

護，為他的畫找到好買家並讓他

回家去承擔身為長子的責任，為

他的弟妹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這

是最美好的陪伴！

這 電 影 故 事 顛 覆 一 般 人 對

“心靈伴侶”的既定印象。他們

跨越了種族文化、成長背景、社

會階級和兩個極端不同的性格，

卻觸碰彼此的心靈深處，互相影

響，生命因此而有所不同。電影

結束后，有播出真實故事的主

角，並拍攝他們現在美好的家庭

生活。這兩個男人偶爾還會陪伴彼此去看海，來場

心靈的對話。這電影在法國得到這麼大的回響，也

反映出了人們內心所向往的陪伴關系。

回觀我們現今的忙碌生活，所謂的陪伴也隻是

“人在，心不在”的情景。人各一機，餐座前每人

都低著頭看手機的情景再普遍不過。如果我們願意

面對自己的情緒需要，也願意傾聽別人的感受，就

不用以忙碌當藉口，可以給身邊的人多些質感的陪

伴。當然，這些都不是一兩天就可以達成的願景，

卻是我們必須努力學習的方向。我好期待有越來越

多人有這樣的覺醒，生活質感可以提升，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也越來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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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時候，我喜歡去小舅的家，因

為那裡有外婆。小舅與舅母常

年隨著貨船到內陸經商，一去總得呆上

一個月不等。與小舅同住的外婆自然成

了家中孩子們的保姆。我的祖父母在父親尚年幼時

已過世，而外公在母親尚未出嫁時也已去世。四缺

三，因此外婆成了我童年唯一的至親長者，我格外

珍惜她的陪伴，我一顆顆的乳牙都是經外婆的手除

掉的。外婆個子嬌小玲瓏，聲量輕柔，總是笑臉迎

人。記憶中沒聽過她大聲講話，更不用說生氣罵人

了。她為人慈祥，和藹可親，待人總是和顏悅色，

深得眾人的歡心，內外孫都喜愛與她親近。

（一）外婆的頭發
外婆擁有一頭滑溜溜，濃密且平直的白發，雙

耳后側各自夾著兩個銀色發夾，總是一絲不亂，煞

是好看。雖然母親沒學過理發，但是外婆的頭發都

是她修剪的。依稀記得，在前往外婆家之前，母親

必須磨一磨那把又重又長的裁縫剪刀，母親用的可

不是剪發專用的輕巧剪刀。我最愛在一旁目不轉睛

地看母親為坐在藤椅上的外婆剪發。其實我不覺得

自己隻是在觀看，而是非常享受那過程。我有時像

個服從命令的小助理，隨時等候母親的使喚：“拿

頭梳、小毛巾、爽身粉、掃把……”最后，也是那

最重要任務，就是像一位專業發型評審員似的，左

看、右看、前看、后看，圍繞外婆一圈后，看看那

裡修得不齊，待母親再修剪后才算大功告成。感嘆

自己不是畫家，無法把那一幕溫馨感人的剪發畫面

留住，隻能在午夜夢回時

重溫她們一切盡在不言中

的那一份母女情。

（一）外婆的床
那是物質極其貧乏的年

代，住在沒有自來水及水

電供應，甚至連黑白電視

機都沒有的鄉村。心中很

期待學校假期的到來，因

為表姐及表兄弟們這時也

會迫不及待跟隨舅父舅母往內陸直到開

學。小舅家中隻剩外婆一人，而我就被

允許與外婆同眠哦！每天趁天色未暗，

我就趕緊往小舅家去。此刻的外婆一定

是在廚房的一角，坐在木凳上。地上擺放一盆溫

水，外婆手裡拿著一條印有‘祝君早安’字眼的毛

巾。外婆愛干淨，就寢前一定梳洗身子，我就蹲在

一旁耐心等待。鄉下的小孩白天是生龍活虎，任何

鬼怪故事也無法阻止我們往樹林間闖，河裡捉迷

藏。可是一到夜晚，我們就變成一隻膽怯的寵物，

乖乖地瑟縮在大人身邊。夜裡可愛貓咪發出的喵喵

聲足以讓我心驚膽跳，更不用說是狗的哀鳴聲。

黑夜很快就籠罩大地，外婆一手提著手電筒，

一手提著尿盆，而我不隻緊緊捉住她的手，還把身

子緊緊地黏著她，一步步跟隨微弱的光線上樓去。

雖然盡可能輕步而行，但依然無法阻止木板樓梯所

發出的響聲，在夜裡格外響亮，這是我的另一個

“怕”。好不容易走完所有的梯階，又必須經過記

憶中很長的走廊才到外婆的床。不記得自己當時的

年歲，但記得我必須用雙手頂住床邊，然后雙腳才

能往上揚，似乎是爬上床的。

外婆睡的是雙人床，上面鋪著冷冰冰的竹席。隻

要鑽進外婆的床，我就有安全感，因為從床的上端

吊挂著垂直到地的蚊紗，宛如置身在一座四周都設

有堅固堡壘的城堡裡。外婆很快就呼呼大睡，由於

床靠近窗口，夜空裡穿過窗口及蚊紗的明亮月光驅

走了令我恐懼的黑暗，睡在一旁的我這時就可安心

地開始天馬行空地織夢直到進入夢鄉。

外婆長眠近30年了，如

今換著是白發斑斑的母親，

而我也已步入中年。歲月不

饒人，一代接一代，緬懷先

人隻能靠記憶。趁著親人還

健在，多花點時間與他們

相處，留待日后可以細細品

嘗共同的生活片段，免得將

來落得無記憶可追尋，遺憾

啊！愧疚啊！

外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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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你面對挑戰、感到難過或覺得

開心時，你需要的是一種如何

的陪伴？某次在與朋友的聚餐時，曾聊

起這個話題。當時我分享了一個小故

事。那是一段在我非常低落時的一個小

體驗。

當時的我非常難過，並不想被問太

多，解釋太多；隻希望有個人陪著我。

所以我聯絡了一位密友，對她說：“如

果這幾天你接到我的電話，聽到我在

哭，請你不要太緊張或擔心；不用安慰

我，不用說什麼，隻需要靜靜地聽我哭

就好。”是的，陪伴其實

可以如此簡單。我知道自

己需要空間，同時也需要

有人陪伴，更不希望需要

被安慰的反要去安慰人。

或許有人這麼想：“有人

好意來安慰你，你還嫌

棄？”這並不是嫌棄，也

不是否定自己需要被安慰

或去安慰他人，而是關於

如何給予適當的安慰或陪

伴。

仔細想想，陪伴者在陪伴他人時所說的話，所做

的事，是站在一個怎樣的立場呢？我們是為了支持

被陪伴者，還是為了滿足我們身為陪伴者自身的心

理需要。我認為，適合的陪伴可能像宮崎駿的作品

《千裡千尋》中，千尋與無臉男的某個相處片段：

他們坐在火車上，肩並肩，誰都沒有說話；沒有無

謂的搭話，隻有溫馨的陪伴。 

中學時期，曾經陪伴一位密友經歷一段自我身份

認同的掙扎期。那時我們懵懂、年輕，對於有關問

題的認識不多。除了尋求“谷歌先生”的幫助，當

時能做的就是陪伴。我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我

所謂的陪伴是否正是我朋友所需要的陪伴？”或

許這也是后來驅使我選修心理學的原因

之一，希望可以學習一些有用的陪伴方

式。

后來，我才了解，最好的陪伴就是用

心聆聽每一個人的需要。我們不須要有

好的口才；不一定要經過專業訓練，隻

須要有一顆願意了解他人的心。聽似容

易，但其實做起來不容易；因為稍不小

心，我們所給予的陪伴可能隻是滿足自

己內在需要的一個途徑。陪伴的方式猶

如“Five Love Languages” 裡提到的：

每個人去愛與感受愛的方式不一樣，通

過了解與溝通，才能更好地

去給予他人舒服的陪伴。 

有些人認為自己什麼都不

會，不懂如何能陪伴人。也

有人問我：“你們身為助人

者，我想知道你們內心到底

有多強大，足以讓你們去幫

助別人？”老實說，若該人

所謂的強大是指面對指責、

挑戰、質疑時不會感覺難過

和 失 落 ， 那 麼 ， 我 並 不 強

大。強大並不是百毒不侵；

而是在面對流言蜚語時，即使難過，依然可以堅持

自己所相信的，繼續向前走。

自己其實是幸運的。在我需要陪伴的時候，上帝

沒有放棄我，通過祂的話語安慰鼓勵我，派遣不同

的天使在生活中幫助我。我們選擇去陪伴一個人或

幫助一個人，不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有多強大，多

有能耐，正正是因為我們也有脆弱的時候，所以我

們才理解陪伴的重要性，也希望盡力地去陪伴。

真正的陪伴，不需要特別做些什麼，隻需在一個

人需要的時候，無論是什麼情狀，讓他感覺你與他

同在。

一
個
人
所
需
的
陪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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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人生不同的階段，需要不同形

式的陪伴，因為“陪伴”在我們

人生過程裡，不止加深我們對自己的認

知，亦促進我們對人性有所頓悟；它催化

我們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裡，活出生命

的意義，培養我們樹立獨立、自信、堅

強、寬容、豁達的品格，催化個人身心靈

的成長成熟。

至親的陪伴
年幼時，我們需要父母陪伴，方能茁壯

成長；年少時，我們需要進取的同儕，才

不致荒廢青春；踏入社會時，我們需要好

友一起打拼；成家立業時，我們需要妻兒

同伴，共創幸福人生；中年時，倆老需要

彼此陪伴，噓寒問暖，彌補兒女離巢的孤

寂；晚年時，我們需要老友老伴，共度黃

昏歲月。這不外說明人在不同階段，需要

不同樣式的“陪伴”，因為沒人能孤獨度

日，我們需要至親好友來作伴，才能相輔

相承共度人生的春夏秋冬，活出生命的意

義和真諦。

“陪伴”就是學習做人
人活著就是學習做人。所謂活到

老學到老；從原生家庭、幼兒園、

學府直到踏入社會的人生過程，就

是一個“水圈式”的人際關系，環

環相扣。一個人的社交與應對能

力，往往跟他原生家庭息息相關。

從我多年的臨床游戲或沙箱治療經

驗裡，發現一個生長在過分受保護

和嬌寵的小孩，其性格往往趨向依

賴、自我、任性、缺乏自律、脾氣

暴躁、社交與表達能力欠佳。這種

性格一旦形成，日后進入社會必難

與人相處，且會吃盡苦頭。  

晚年的陪伴
人到晚年，最怕是病痛無人照顧，生活孤苦伶

仃。我國人口已逐步老化，年長人數日益增多，加

上平均壽命的提升，老年保健與關懷，已成為我國

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晚年的陪伴，不一定是老伴相隨或子孫滿堂。子

孫可能移居他鄉，老伴也會離去，老友亦不能天天

聚首。到頭來， 我們還是需要學習獨處，

如何自我消遣，如：閱讀、繪畫、運動、

旅游或投身義務工作，讓自己生活更加健

康充實。

猶記多年前看過一出發人深思的電影。

男主角在退休前，妻子突然去世，導致他

們旅行的計劃擱淺。更令他憤怒失望的

是，在整理妻子遺物時，意外發現她生前

收藏的情書，而情人竟然是他們的摯友！

哀傷之余，他截然獨自駕著那輛大蓬車到

處旅游，在星空璀璨的夜晚，在車頂點燃

蠟燭，聆聽虫鳥啼鳴，追憶過往歲月，探

索人生意義。

影片結束時，是當他再回到家中整理信

件，有一封來自非洲的信，是他領養一名

貧苦兒童的親筆信和照片，由衷感激他每

月的贊助，以致他有上學的機會，讓他對

人生充滿盼望。他那親切的感恩，溫暖了

這失意的老人，讓他重獲生命的價值與人

生意義！

哀傷的陪伴
我父親黃明治於2月15日因肺炎逝世，

讓我們措手不及，悲傷萬分，尤

其是老邁的母親，突然失去與她

相依為命的老伴，更是悲慟不

已。出殯時她嚎啕痛哭地問：

“我70年老伴走了，我該怎麼

辦？怎麼辦？”

出殯后，家庭成員決定每天回

家陪伴她，讓她感受到我們的關

懷與照料。我們彼此禱告扶持，

並以《聖經》話語安慰她，默默

陪伴在她身邊，與她一齊感受我

們失去至親的哀傷，但願母親這

段哀傷的日子能安然度過。

神與人的陪伴
有一種陪伴，唯有上帝才能做到的，那就是在人

生終站時，祂與我們跨越死亡的門檻，引領我們進

入永生的樂園！《聖經》約翰福音11章25節，耶

穌說：“生命在我，復活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

死了，也要復活。”如果你信上帝，祂必定在你人

生盡頭，如同牧羊人帶領他的羊群，回到那片青草

地，溪水旁，共享那佳美之地的福樂！

頻
道

時
事

陪
伴─

人
生
的
「
催
化
劑
」

文：黃晉亮

博愛創辦人
fb: play & expressive arts 
Email: andrew.playart2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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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總會

博愛總會

博愛（新山分會）

博愛（檳城分會）

整理：行政部活動簡報

活動預告

2017年1月份至3月份

1月14日，翁月燕受邀
為華抿（雪隆）自閉症
輔導協會的自閉症孩子
的家庭成員主講3個小
時的輔導課，主題“診
斷過后？家庭成員的適
應”。 Public Talk on Youth & Drug Addiction: 

Helping Youth to Overcome Drug Addiction
2017年2月18日

“情緒與你”工作坊
2017年2月25日至26日

Internet Addiction Talk
2017年3月11日

“劃出一片藍天2017”
升學規劃一日營
2017年3月18日

“放情緒自由”工作坊
日期：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時間：9.00am – 5.30pm
地點：博愛四樓多元禮堂
對象：有興趣者
講員：翁月燕
聯絡：03 – 7785 5955

有意者，請聯絡03-7785 4833或將個人履歷及近照電郵至agapemal@yahoo.com。

行政助理 / 輔導行政
• 男女不拘，基督徒
• 學歷：SPM程度或以上
• 通曉華、英、巫語者為佳
• 須懂操作電腦
• 有相關工作經驗者為佳

注冊輔導員
• 男女不拘，基督徒
• 擁有至少輔導學位
• 有輔導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 通曉華，英，巫語者為佳
• 須懂操作電腦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 

征
聘



第三屆馬來西亞
助人工作者輔導研習營

The 3rd Conference on
Counselling For Malaysian 
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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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 Prof.
Dr. Diana - Lea Branovich 

工作坊主題：Chi l d–cente red 

Filial Play Therapy Eliminating the 

Electronic

Babys i tter :  Excess ive use of 

Gadgets 

在工作坊中將會進行更多示范和角色扮

演。參與者可學習到兒童過量使用電子

產品與親子互動之間的聯系。Diana深信較好

的親子關系可以讓兒童減少使用電子產品。

這個工作坊涵蓋從兒童的角度探討過度使用

電子產品的心理，兒童為中心的親子游戲治

療之理論和技巧，以及輔導工作者如何與父

母合力將這些技巧應用在孩子身上。

Daniel Wong  
工作坊主題：Supporting Teens 

with Social Media Addiction: One 

Image at a Time

工作坊將探討社交媒體的心理

學和現今數碼景觀如何增加

青少年的壓力，了解社交媒體的

利與弊、網上媒體內容、社交互動及使用者

的行為，並提供克服與解決其負面影響的建

議。通過藝術體驗式的練習，探索和釋放無

法說出的感受和話語，以幫助參與者的感覺

統合和理清思緒。另也透過小組方式，探討

使用社交媒體的心理學及過程，幫助以青少

年為服務對象的輔導員，運用綜合藝術模式

來幫助青少年在無法表達時得以向前成長。

同時，也讓現今的青少年了解如何使用社交

媒體。在提供行為成癮的心理教育之同時，

也討論關於強迫性社交媒體的迷思和不准確

的信息。

Dr. Helen Ko
工 作 坊 主 題 ： I m p a c t  o f 

Media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Therapeutic Practice with 

Older Adults

媒體文化如何影響老年人

在 生 理 、 心 理 、 情 緒

及社交生活？媒體如何影響他們生活中

的信仰，價值觀和面對挑戰和危機時的

應對能力及韌力？如何增長自我價值體

系，又如何賦予或消耗其力量？在工作

坊中將講解上述問題，並探討及對比老

年人所體驗的及其年齡相關的身心發展

變化。這將裝備參與者如何在陪伴年長

者的治療技巧，令他們能夠安享晚年。

工作坊帶領方式將結合以演講、小組討

論、觀賞影片、角色演練及體驗式演

練。

The Impact of 

ulture
Implications for C      unselling
and Ther py Practice  

聯辦：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南洋報業基金

贊助：南洋報業基金

日期：2017年5月27日至29日 （周六至周一）

地點：Armada Hotel, Petaling Jaya

對象： 輔導、教育、社會工作者或就讀相關科系

大專院校生

媒介語：英語

報名費含2早餐、3午餐、2晚餐、5茶點、出席証

書、手冊及資料袋。

4月30日前報名  5月01日后報名

（ ）RM360（不住宿） （ ）RM380（不住宿）

（ ）RM450（2人1房） （ ）RM470（2人1房）

Adelina Wei KuanWong
工 作 坊 主 題 ：

Jungian's Approach 

t o  H e l p  t h e 

Patients Impacted 

by Modern Media 

t h r o u g h  t h e 

Encountering with One's Inner 

Abandoned Child

12小時的工作坊讓參與者通

過體驗式的方式，接觸

自己內在被遺棄的小孩；參考他

們本身的臨床案例探討這個原型

的象征意義；通過講師所呈現的

沙箱游戲治療，以觀察一名女性

個案與她內在被遺棄的小孩之整

合過程。1.識別被遺棄之內在小

孩的心理圖像：講師透過表達性

圖像（例如個案的沙景和畫圖）

闡明這原型。參與者反映自身的

經歷，探索自身內在原型圖像。

目的在於透過體驗式的途徑如畫

圖以接近其內在被遺棄的小孩。

2.自我疏遠者的心理動力學：參

與者將透過童話故事比喻，探索

在童話故事中的圖像，並深入討

論童話故事的象征意義，將之應

用在個案上。3.被遺棄之內在小

孩的療愈：講師會使用沙游治療

的案例，演示一名遭受隔離之病

人的愈合過程。 

Assoc. Prof. Wentao Chao 

工作坊主題：Working with 

Coup les :  Re lat ionsh ip in 

Digital World

婚姻輔導員需評估伴侶之

間的聯系力並區分他們

所產生的沖突類別及如何修

復伴侶間的關系。工作坊將簡單的介紹

如何評估伴侶之間所提出的各種投訴，

尤其是與社交媒體有關的投訴，也從人

際神經生物學角度探討如何幫助修復伴

侶之間的關系裂痕。工作坊將透過授

課、個案探討、角色扮演、影片或真人

演示方式進行，以裝備參與者具備婚姻

輔導的基本能力，以及對婚姻輔導有更

深入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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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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