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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是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單元，而維持家庭和諧美滿最關鍵的

就是夫妻婚姻生活。根據政府官方數據顯示，結婚5年及以下的夫

妻所佔的離婚比率最高。2014年馬來西亞的一個統計顯示，每10分鐘就

有一對夫妻離異。來自不同家庭、均是獨特個體的兩人，在婚姻關系裡面

對問題，實屬正常。在摩擦中共同邁步向前，建立婚姻的關系，恢復家的

面貌是兩夫妻須要共同努力完成的功課。好的夫妻關系，是一份足以讓孩

子享用一生的禮物。夫妻關系的破裂，在非情願的情形下，會直接影響孩

子。無人知曉這樣的影響在孩子身、心、靈的哪個部分落腳，這要在孩子

成長的過程裡，遇到的各種情景和狀況下，才會呈現出來。藉此，以爰走

上紅地毯之后就得以一生去經營婚姻，確保不要讓當初的愛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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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的 中 心 是 夫
妻，夫妻就要刻意經
營幸福的家庭，培養
興趣，跟配偶建立親
密互信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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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月華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教育輔導碩士變
動
中
不
變
的
承
諾

婚
姻
成
長
路 誰

不渴望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誰不渴望把如詩的愛寫成一篇雋永而

富人生哲理的散文？其中涵蓋了夫妻間的閨房之樂，凝聚了父母教

導子女的心血和智慧。但是它常常變調成了一部情節錯綜，愛恨糾纏令人慨

嘆的小說。

夫妻二人在迥異的原生家庭中出入，在接踵而至的兒女撫育中摸索，在

不同的個性和想法中沖撞，如果不是稟持堅定的愛與信念，在艱難和磨擦中

學習和成長，婚姻就成了捆綁家庭成員的枷鎖，努力掙脫后，卻免不了傷痕

累累。

電子傳播和全球化的風潮在短短的十余年如大風起兮，雲飛揚，改變了

整個世界的面貌，動搖了許多社會和家庭的結構。人的心靈也在社會的快速

變化中面臨考驗。

一位能干有為的年輕女性，在好萊塢掌握定奪大權，但是她被開除了。

在美國這樣一個厮殺競爭的戰場，這遭遇太平常了。她在東岸找到工作，兩

歲的兒子留在家裡，由丈夫照顧。這權宜之計要持續兩年，等合約結束，又

面對一個不可知的未來。母親隻有每天通過臉書和牙牙學語的孩子說話，隔

空親吻和擁抱。丈夫顧家，妻子在外打拼。一個才建立不久的小家庭很快地

就面臨了生活的考驗。他們同時要在不安定中駛過風浪。

這考驗著兩個人的承載力。若兩人都有自主獨立的能力，內在力量足夠

堅強，持守一生一世的婚姻承諾，有清楚的方向，便能互相配搭，同時各自

追尋自己的專長。時候成熟時，丈夫也可以展翅高飛。所以，角色互換不是

問題，不能接受這樣的狀況，心生怨懟讓負面情緒在家中流溢，才是問題。

最怕的是，妻子能干，以輕蔑的眼光來看丈夫的軟弱，丈夫也自暴自棄，怨

天尤人。

太太起初鼓勵他，開導他，時間長了，失去了耐心，難免怨憤糾結。父

親偉岸的形象和男性的角色示范在兒女心中多麼重要。兒女可能厭惡母親的

強勢，又無解於父親的懦弱。他們以后會用什麼眼光來看自己，看婚姻呢？

兩地分離，隻要其中一人，承受不了壓力，耐不住孤單，風雨中的船隻便可

能被浪擊毀。

若妻子一人帶著孩子，本身也要

工作，又沒有身邊家人的扶助，常

在精神疲倦，體力枯竭的狀態，難

免埋怨自憐。丈夫數月半載回來一

趟，歡喜快樂幾天又走了，所有的

重擔又全落在妻子的肩膀上。這時

他們需要考慮能力，得失價值觀而

有所取舍了。明智的應對，不要勉

強撐持。有時候，“勉強”是缺乏

自知之明，也在逃避問題，最終自

己變成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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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一個很重要的
元素，就是誠實；愛是
沒有懼怕，是接納和包
容。

Dr. James Dobson，焦點家庭的創辦人，高中時

母親覺得再也無法管教他，寫信給在遠方工作的丈

夫。他父親接信后，當機立斷，辭職回家陪兒子度

過高中最后一年。他的事業再也無法騰飛，但卻教

育出了一個杰出的兒子。這樣的斷然取舍是出於愛

的智慧。

二人分隔，若其中一人在孤單無力時，遇到另一

個異性的了解和安慰，不設防的心是沒有招架之力

的。隻要有婚約在身，無論相聚或分離，都得穿上

防備外遇的盔甲。有時候，一個溫柔的眼神，一句

體諒的話語，一個不經意的觸碰，隻要有那麼一剎

那的心念一動，就得心生警惕。

但是，當人的孤單、困倦、枯竭、迷茫，或者渴

望被理解，被肯定、被接納的欲望是那麼強烈時，

你會想：就讓自己接受那短暫的快樂吧，順著情欲

讓步一次吧……；一次的順勢，常如決堤的洪水，

一發不可收拾。

當外遇造成了婚變，整個家庭不可避免的陷入

一場情緒的災難。但是當事人的個性、認知、人生

信念和處理方式不同，所受的傷害和結果也輕重不

一。

丈夫外遇后，另筑愛巢，她飽嘗被棄絕之痛。

向來依靠丈夫供給家用，但是他給得越來越不甘不

願。妻子的痛苦不自覺地向兒

女傾訴。十年過去，兒女對

父親的怨恨，轉而以報

復性的揮霍呈現。本來

是站在母親這一邊，

但是母親一直不能

從婚變釋懷，兒女對

母親的情感陷於矛盾

和迷惘，既愛憐，又厭

煩。母親把自憐和自卑

的情緒投射在孩子身上，

因此說不出造就兒女的好

話。錯誤的金錢價值觀，不可靠的婚姻承諾，加上

破碎的自我形象，就這樣植入孩子的心靈。

母親固然需要讓孩子知道父親離去的事實，但也

要用智慧和愛去傳達，才能保護孩子脆弱的心靈。

他的痛苦需要向合適的人傾訴，卻不能傾瀉在孩子

身上，因為孩子年幼，承擔不起大人的恩怨。

今天，我們需要學習以真正的愛來面對不可預測

的變化，和人生的重重困難。

這位充滿活力、不辭勞苦在教會服事的女執事，

有時和一位弟兄喝杯茶，聊聊天，算是壓力下的放

鬆，也沒當一回事。次數多了，不自覺地會期盼這

樣的聚會。當他們終於有了性的接觸，女人警覺自

己錯了，立刻斷絕和這男性的交往。糟糕的是，在

分手后，她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在極度的焦慮和罪

疚下告訴了牧師丈夫，可以想像牧師丈夫當時的驚

愕和憤怒。

依照基督徒的信念，她不能墮胎，怎麼辦？他是

不是該離開這犯了罪的妻子？

丈夫不能忘記，少年時，有一天自己的父親對

他說，父親要離開他母親了。他當年所受的傷害，

是那麼深，那麼痛。他不願當年所承受的痛苦，今

天重演在孩子的身上。他們在那混亂掙扎中去求教

督導。督導問他們：有任何其他的人知道嗎？他們

答：沒有。督導說就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可是，他

能原諒妻子嗎？他能愛這個非從己出的孩子嗎？這

對夫妻從事的機構一直在領養孤兒，為什麼他就不

能接納和愛護這一個孩子呢？當他們作這見証時，

孩子已經十多歲了，是一個非常俊秀，又討人喜愛

的孩子。 

 愛，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誠實；愛是沒

有懼怕，是接納和包容。妻子勇敢地向丈夫揭露自

己的罪愆，不去掩飾和逃避，丈夫也才能在她的

錯處上原諒和饒恕。

Dr Scott Peck 在《The Road that Less 

Travelled》 中說：愛是為了促進自我和他

人心志的成熟所具有的一種自我完善的

意願（The will to extend oneself from 

the purpose of his own and others' 

spiritual growth）。

雖然有錯誤，雖然有過失，愛能遮掩許

多的罪。

因為愛，妻子勇敢地去認錯，丈夫的包

容和饒恕，使妻子的罪疚得到釋放，彼此和家

庭的生命都得到滋養和成長。

多變的世事，紛紜的人生，坎坷的離合際遇，身

體和精神的疾病，都很容易暴露個人生命的弱點。

所有的婚姻難題，表面呈現的可能是外遇、遠程婚

姻、角色互換、酗酒、賭博、貧窮、失業、心理和

生理疾病、家庭暴力等。追本溯源，是個人生命的

弱點，在遭遇困難時暴露出來。若是其中一人造成

問題，他可能不認為是自己的問題。反之，兩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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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看到對方的錯，認為“隻要對方改變，問題就解

決了”，這想法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或者，認為這

一切都無法改變，酗酒的不會戒酒、外遇的不會回

頭、情緒不穩的，本性難移；就這樣拖下去吧。這

是逃避問題，也不願面對困難和責任。

一人的陷溺，和另一人不適當的處理，（其實另

一人也可能是產生問題的助手），便一同帶來整個

家庭更多的混亂、沖突、不安和焦慮。

而這些如何侵蝕孩子，不是大人能預料到的。每

一個孩子的個性，思想都不一樣，是哪一個想法的

毒針嵌入他的心靈，沒人知道，外表也許也看不出

來，但是不要天真的以為他們可以免疫。你不知道

在他生命的哪個階段，那些傷害就在行為和心理上

表現出來。

母親曾對我說：今天的孩子好難帶，你們從小長

到大，沒讓我們操什麼心。

她和父親爭吵打架二十年，她不知道我從小讀書

不能專心，她不知道，我情緒受干擾時，欺負年幼

的妹妹，帶給她許多的痛苦。她不知道我對婚姻的

扭曲認知，給我日后的婚姻造成多大的沖擊。

六十年的歲月，我顛簸踟躕在不解的人生道上，

直到自我的醒覺和改變。

婚姻出現問題時，兩人中即使隻有一人能夠採

取主動，尋求輔導，本著在愛中堅定成長的意願，

由他產生影響力，來扭轉局勢，我是這樣走過原生

家庭的傷害以及自我婚姻的束縛。在風口浪尖平息

后，眼光中浮漾著恩情一世的憐惜和體恤，心裡仍

然有一首溫馨的歌曲--我的家庭真甜蜜。

預防婚姻危機，平日就要學習有智慧地處理沖

突，培養感情的厚度。下面給一個我自己經常使用

的貼子。

S:  self awareness要敏感於自己的情緒。生氣、

委屈、內疚、沮喪、憂郁、被拒絕等等，特別是主

要的情緒，知道其來源。

M:  manage your emotions 知道如何適當地抒發

和表達情緒。

A: Accountable，讓自己成為一個可信靠的人；

不推卸、不逃避在情緒上的責任。

R:  read the other’s emotions能夠明白懂得並

接納他人的情緒，也知道其情緒的來由。

T:  together二人一同來面對處理，要有“共同”

的相屬感。

為了建立和諧的家庭關系， 今日夫妻需要互約

共同學習，同讀書、聽講座、參加成長營會，在多

變的世事中，建立穩定的婚姻。

為了建立和諧的家庭關系， 
今日夫妻需要互約共同學習，
同讀書、聽講座、參加成長營
會，在多變的世事中，建立穩
定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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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內心深處都渴望關系，沒有一個人是孤

島！哈佛大學2015年的研究顯示了一個有

好關系的人，他會感覺到幸福。意思說幸福與好關

系是成正比例的。原生家庭的關系也非常影響個體

的婚姻。除了所謂的依附情結，其它如價值觀、信

仰、處理事情的原則，甚至小事如原生家庭如何擠

牙膏、擺放碗碟、洗菜等都可以成為婚姻裡的沖

擊。在眾多影響中，今天要特別探討的是依附情結

與媽寶的課題。

媽寶的例子

文盛是出了名的孝子，不論任何事情都請示父

母親，向來都遵循父母的意願，絕不讓父母親不悅

或失望。進入了婚姻，文盛一樣的凡事請示父母。

問題來了，太太非常的不開心，連蜜月旅行的自主

權都沒有。父母說了一聲不要浪費錢，文盛不顧妻

子的失望就取消了蜜月旅行。這婚姻一路走來，因

著文盛凡事以父母為優先，太太有太多的委屈和苦

毒，婚姻也有許多的沖突，最后太太忍無可忍決定

離婚。文盛也因為太太的離開而決定自殺。這是一

個很典型的媽寶例子；因為沒有辦法離開父母，獨

立，結果破壞了整個婚姻。這也是一個典型依賴癮

的問題，“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原生家庭如何影響婚姻

依附情結 – 逃避親密

原生家庭對婚姻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依附

情結的問題。嬰孩與照顧者之間的聯系，稱為情感

連結。當個體在一個安全健康的環境成長，嬰孩的

情感需要如果有得到滿足，與照顧者之間有健康的

互動，嬰孩就學會與人連接的能力，及獨立分離的

能力。反之，嬰孩時期，如果照顧者沒有滿足孩子

的需要，在成長階段又沒有補救，個體在情感聯系

上就會有缺陷，逃避親密關系並沒有辦法發展親密

關系。這對婚姻關系的破壞性就非常大了。

依賴癮 - 發展創傷

依賴癮簡單來說就是個體將自己的情感需求完

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主題觀點

──原生家庭．婚姻關系．情感依賴

全依附在另一個人身上，沒有了對方就活不下去。

這種的情感依賴在婚姻裡好像一根強吸管，讓彼

此都透不過氣來！在關系裡的依賴癮問題（co-

dependency)，很多時候是發展的創傷導致的，特

別是嬰孩首三年的發展，特別關鍵。

嬰孩首6個月的需要包括了無條件的愛、滋養、

保護和信任。當這些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就會在生

命中不斷地循環。不完全或不安全的連結結果就是

依賴癮的問題。有依賴癮的成年人，因不斷要完成

這個聯系的循環，常覺得停滯，他們需要不斷地依

附在另一個人身上。

Margaret Mahler 將早期兒童階段的發展，與父

母的聯系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依賴期，0-6個月的孩子與母親緊緊

地聯系交織一起，一直到孩子開始爬行。 

第二階段：反依賴期，7-36個月，主要任務就是

分離。孩子表達“我要自己做！”

第三階段：獨立，3-6歲，掌握環境和自己。孩

子可以自主，還是可以與父母聯系。

第四階段：彼此獨立，6-29 歲， 合作和協商技

巧，孩子與其他人的關系程度。孩子有時需要親

近，有時候需要分離。孩子在分開與合一當中舒服

的走動。 

若這連結與分離的能力沒有發展好，除了夫妻關

系的問題，也會造成與原生家庭的界限問題，也就

是所謂的媽寶問題了。

缺乏的愛 - 焦慮不安

這依附情結的問題也帶來所謂的婚姻裡愛與安全

感的問題。個體的內在是“缺乏的愛”還是“傾流

的愛？” “缺乏的愛”以自我的缺乏為出發點，

期待所愛的對象可以滿足自己的缺乏，期待，希望

在關系上可以得醫治及補償。這愛充滿了焦慮、

不安及透過操控來達到自己的期待及彌補自己的缺

乏。這所謂缺乏的愛，也常帶來婚姻裡的權利與控

制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家暴。這些都是婚姻破裂

的導因。

“傾流的愛”則是關注對方的需要與成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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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小芳博士
博愛（新山分會）執行長

美國德州執牌專業心理咨詢師

對方活得更豐盛。“傾流的愛”內在非常的充實，

跨越了自我需要的框框，可以真正的尊重對方並給

予。在婚姻關系中，“缺乏的愛”就帶來關系的緊

張、控制、不滿及沖突；“傾流的愛”則帶來雙方

的成長，滿足及和諧。 

界限混亂 - 父母配偶

許多人走進婚姻，並沒有搞清楚自己的角色及與

原生家庭有一些清楚的角色劃分，輔導學的名稱就

是混亂的關系。這種的混亂帶來婚姻的許多傷害，

特別是如何處理配偶與原生父母的關系與界限。筆

者也親眼目睹許多婚姻的破裂就是沒有與原生家庭

有健康的界限，父母介入了兒女的婚姻當中而制造

的破裂。媽寶文盛就是典型的例子。

如何應對原生家庭對婚姻的沖擊

察覺發展創傷，學習有效反應

從懷胎到死亡，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每一個

任務是下一個任務的踏腳石。任何現有的發展如果

沒有完成，就會成為下面發展的包袱。發展創傷的

成年人常會投訴記憶或舊感覺的霸佔。隻有當個體

察覺到過去的發展創傷造成現在的過度反應，個體

才能夠學習新的有效反應，增加溝通技巧以及處理

創傷的工具。多花一些時間了解自己親密關系的形

態，同時也學習獨處的能力。家庭因發展階段出現

變化，個體要學習彈性回應自己與對方的需要。

建立健康的家庭界限

要建立健康的婚姻，除了了解原生家庭帶來的影

響，也要了解什麼是健康的家庭結構與主權分配，

並實施這些健康家庭結構與主權。核心家庭是指

父母與子女。公婆，叔舅等則屬延伸家庭。家庭的

中心是夫妻，夫妻聯合，同心合一建立及保護這個

家。夫妻一起教養兒女，孝敬父母。如果這個中心

散了，整個家也就散了。意思也就是說，一家之主

應該是夫妻，家裡的權利核心也應該是夫妻。夫妻

應該是做決定的關鍵人物，而不是家翁家婆或公公

婆婆。

家庭生活的核心是父母，不是子女。這是另一個

非常重要的理念。很多家庭的重心搞亂了，兒女成

為重心，造成許多本末倒置以及教養的問題。

分清楚關系的優先次序，當兩個個體進入婚姻

的時候，就要學習與原生家庭在情感與生理上的分

離。這並不是說斷絕來往；意思是現在我生命中最

重要的人是我的配偶，不再是原生父母。雖然聽起

來很不孝，但這是自然的健康家庭的重心與權利的

轉移。父母也要學習放手，讓新家庭去適應及建立

自己的健康家庭模式。這意味著結婚了，遇到問

題，夫妻倆嘗試去解決，而不是回家哭訴，讓父母

介入。這也意味著，夫妻自己需要做決定，不是讓

父母做決定。父母可以給意見，但夫妻是最后做決

定的人。

培育傾流的愛

傾流的愛“帶來雙方成長，滿足及和諧”。努

力培育傾流的愛，這應該是個體在婚姻裡的目標。

“由缺乏的愛發展成傾流的愛，是生命的一個成長

過程，也是婚姻的成長過程”。 

培育復原力

復原力是指在逆境中復原的能力。這是八零年代

輔導界開始研究的方向。Emmy Werner 研究二戰后

的孩子，為什麼有些可以成功？他總結六個因素；

交朋友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內在的控制、盼

望、有正面的關系以及信心和禱告。繼Werner 之

后，這研究就如雨后春荀。近期有關人類發展與適

應力的研究更反映了人類的復原力是非常普遍的，

多過不尋常。

是的，雖然有原生家庭帶來的發展創傷或其他

的負面影響，但個體還是可以培育自己的復原力，

將破壞力減至最低，建立健康幸福的家。信仰、盼

望、建立關系的能力、勇氣堅守對的道德、幽默、

正直、獨立、賦予人生意義等都是學者們提到的不

同復原力的特質。筆者將之歸納為四個重點：盼望

與信仰、建立關系、管理情緒及內在看見。

結論

雖然原生家庭對個體的婚姻影響非常的關鍵，特

別是發展創傷，但隻要當事人察覺到自己在箇中所

受的影響，並努力地突破困境，學習新的、有效的

反應，是可以突破婚姻的困境。在這同時，學習建

立健康的家庭界限，培育傾流的愛及復原力，從被

動變成主動，主動地建立健康幸福的家。

參考書目
Weinhold, Barry, and Janae Weinhold. Breaking Free Of Co-

Dependency Trap. CA: New World Library, 2008.
Werner, E.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A Longitudinal Study 

Form Birth To 32 Year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9 
(1982): 72-81.

Wolin, Steven, and Sybil Wolin. The Resilient Self: How Survivors 
Of Troubled Families Rise Above Adversity. New York: Villard 
Books, 1993.

黃麗彰：《錯愛- 婚外情的危機與轉機》。中國市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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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說，現代離婚

率逐漸加多。

根據政府官方數據顯

示，結婚5年及以下

的夫妻所佔的離婚比

率最高。政府相關機構雖努力在全國各地藉著不同

機構辦婚前課程或婚姻課程，望能提高國民的婚姻

素質。但雖如此，人們幾乎遺忘了因愛而生的結晶

品-孩子在面對父母離異的情況。

女孩篇

五歲的小女孩看似無憂無慮地在客廳裡玩樂，突

然一陣叫囂聲從房裡傳出。小女孩趕緊抱起放在身

邊的人偶女娃，打開門邊的衣櫥，將小小的身子藏

在裡面。在櫥裡的某個角落，小女孩環抱雙腳，吸

吮著自己的拇指，等待外頭的聲音從叫囂聲轉換成

呢喃細語，而后靜待它安靜下來。小女孩牢記哥哥

的吩咐，每當聽到從房裡或任何地方傳出超級大聲

的對話，就趕快躲進衣櫥裡。小女孩想起上一次因

為來不及躲起來，就被這個媽媽狠狠地瑞了一腳，

肚子還有些淤青。哥哥從校回來后發現，就趕緊

帶著她涂藥，且不停地提醒妹妹，在父親與后媽吵

架時該如何保護自己。當時，在哥哥一聲聲的安慰

下，小女孩的眼淚才敢奪眶而出。每當女孩非常生

氣后媽時，就會悄悄地跑進他們的房間把后媽的物

品藏起來。小女孩心裡非常想念那位不在身邊的媽

媽，雖然每天都會與媽媽講話，但卻又無法做任何

事來改變現況。女孩害怕，如果媽媽知道了，自己

與哥哥就要分開了。媽媽不斷要女孩繼續忍耐，也

不斷地說會想辦法接回哥哥及自己。

男孩篇

那天，八歲的男孩心情愉快地從球場與朋友道

別回家。剛剛到了家門口，男孩就聽到爸媽在爭

吵的聲音，男孩在門口停頓了數十分鐘。突然，

爸爸氣沖沖地打開大門

出來，看了男孩一眼后

離開。媽媽躲在房裡抽

泣，而三歲的妹妹則在

另一間房裡啜泣。晚餐

后，媽媽才坐在男孩的

身邊告訴他們，爸爸及

媽媽會分開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裡，媽媽會照

顧妹妹而爸爸就會照顧

他。男孩木無表情地聽

著媽媽的述說，努力壓

著心裡深深的恐懼，不讓它流露在表情裡，深怕自

己的任何表情舉止會加快父母的分開。回到房裡，

男孩用力敲打枕頭，並埋頭在枕頭裡放聲大哭。從

那天起，男孩的心思就不斷地在“爸爸、媽媽及妹

妹即將要分開”的訊息裡打轉。朋友間的分享不再

讓男孩開心地揚起笑容。男孩不斷向父母說起各種

條件，保証自己的表現，希望他們不要分開，但幾

乎都無法改變父母的決定。對於這樣的發展，男孩

越來越沮喪，越來越生氣自己過去不對的行為而導

致父母的分離。直到爸爸把他帶離媽媽及妹妹的身

邊，男孩才開始接受家庭的變化。

案列

女孩及男孩是一對哥妹。男孩篇所描寫的是哥哥

在面對父母分離時的心裡變化；女孩篇則是妹妹在

父母分離2年后，再次見到哥哥時不願離開哥哥身

邊，選擇搬到爸爸住所時的生活經歷。媽媽用了4

年的時間，才將兩位孩子接過去一起生活。媽媽擔

心這些年孩子經歷父母分離而影響了成長，就把兩

位孩子帶來治療室。

女孩已是七歲的孩子，以下稱她為小花。學校老

師告訴母親，發現小花越來越沉默，在課堂上經常

會發呆，成績一落千丈。母親也察覺到她經常因惡

夢而驚醒，醒來后會去找母親。睡在母親旁邊，雙

手緊緊握著母親的衣角才能安靜入眠。小花進入游

游戲治療 系列

缺角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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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以下表格填妥資料后，再寄至本中心。

謝謝。祝閱讀愉快！

李頂林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委員會主席 敬啟

文：王秋眉
博愛（馬六甲分會）輔導主任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戲治療室，靜靜地坐在沙箱前，默默地撥弄沙。她

不時把手放進沙裡，再舀起沙子從高處往下流動，

不時望著身邊的玩具及治療師。在幾次的治療過程

后，小花同樣不斷地重復撥弄沙，但是她臉上的表

情更為生動了；相比第一次的膽怯，小花的臉上開

始浮現一絲絲的微笑。隨后，小花開始邀請治療師

加入在自身設計的游戲過程裡，不斷地創造出屬於

自己的玩法。在結束療程之前，母親表示孩子被惡

夢嚇醒的狀況已減少，也觀察到孩子越來越開朗

了。

男孩今年12歲，稱他為小樹。在學校，老師形

容他多是單獨一人，不愛參與同學的圈子，非常愛

護妹妹，成績屬中上。母親覺得兒子好像失去了當

初開朗的性格而感到擔心。小樹第一次進入治療

室，表現平靜，但行為裡卻透露著不情願的訊息。

在治療室裡，他用力地使用色彩強烈的顏色，涂鴉

出各種不同的形狀。在畫紙上，可以看見小樹幾乎

用盡了全身的力量一層又一層的涂鴉。小樹在過程

裡完全保持沉默且隻願意坐在與治療師距離最遠的

位子。然而，在接下來的治療過程裡，治療師給予

包容的態度，使小樹得以按照自己要的方式表達自

己，而逐漸願意開放談論自己。一年后，母親透露

小樹在中學生涯裡願意嘗試參與課外活動，且交了

不錯的朋友，一起談論功課、運動。母親很開心看

見小樹的轉變。

結語

家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對常人而言，家是意味

著溫暖、安全；是無法被取代的。但這年代的家卻

變得脆弱，經常說變就變，讓人驚惶失措，尤其對

無辜的孩子而言，更是難以招架。傳統東方文化都

喜愛完整、圓整的象征，因此古代人對婚姻保持著

“勸合不勸離”的態度。我們都希望婚姻關系保持

不分離的狀態，然而，對某些夫妻而言，這樣的狀

態確實不容易。

離婚對家庭及個人會造成傷害，尤其對未成年的

子女。在成長的階段裡，他們需要父母的照顧及關

愛；而離婚的夫妻常會忽略自身作為父母的責任。

有些父母會說：“我們雖然離婚了，但對孩子的愛

不變”。這個‘愛’不能隨口說說，而是要實實在

在地以行動傳達，讓孩子可以切實地感受到。如文

中的媽媽，她知道對孩子的傷害已經造成，但她仍

願意每天花時間陪伴孩子，聆聽孩子。生命雖然缺

了一角，但用心的彌補，依然能把愛傳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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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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游治療 系列

婚姻裡的風暴

外
遇是常見的婚姻危機，而且對家庭所造

成的沖擊與傷害是非常巨大的。在輔導

與治療室裡，聽到許多有關外遇的心聲，外遇就

好像一場風暴或大地震，震壞原本構筑的世界，

一夜跨倒。其實，外遇所摧毀的不僅是對人、對

家庭、對親密關系、對承諾的信任，更沖擊自我

價值和自信。藉此，要修復因外遇所帶來的傷害

需要漫長的療愈過程。 

自己外遇，是許多人心中不能說的秘密；伴侶

外遇，則是許多人心中難以忘記的痛。 

A女士：“起先有人告訴我的時候，我完全不

相信那人所說的話，還罵他胡說八道。后來証據

越來越多，不由得我不信。那種‘不敢置信’的

心痛非常折磨，滿腦袋都是疑問：“為什麼？為

什麼？”

第一次見A女士時，她坦誠道出心中的感觸，

不敢置信所發生的事。一直以來，她是如此地

信任丈夫；7年的婚姻，她不曾想過會有這麼一

天，丈夫會背叛她。她在沙箱裡畫了一個大大的

問號，呈現了心中許多的不解、不明白，且找不

到答案。丈夫的外遇沖擊她從前所相信的婚姻誓

言，在一夜之間瓦解、毀了，她甚至懷疑自己從

頭到尾都是被丈夫所欺騙的。 

療愈的第一步，是接納情緒，讓那排山倒海、

自己都不了解、無法控制的情緒可以有一個安全

的出口。A女士看著沙箱裡自己畫的問號，手指

在問號上移動，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訴說自己的心

情，種種的情緒如：震撼、憤怒、恐懼、心痛、

不甘……全部都混在一起，沒有辦法分析，隻有

心碎。

在療愈的過程裡，A女士的情緒反復不定。當

丈夫承認外遇后，她前一刻痛得想立刻離開，下

--談外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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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月燕
博愛（總會）輔導部主任/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一刻又害怕失去情感上長久的依附。與此同時，

自己對於過去的美好萬般不舍，顧及孩子，更是

想要盡量挽回。這段日子，她一直反復不定地在

做決定，跟自己拉扯。她睡不好，每晚都失眠，

食欲欠佳，情緒波動大。

在第二次的療程裡，A女士在沙箱裡擺設一個

沙景，她形容自己仿佛處在風暴中，選擇了一片

枯葉代表自己。她把枯葉放在海底深處，被埋沒

了；丈夫是一隻飛鳥，在暴風雨裡飛走了。她痛

哭地說丈夫提出要離婚。她坦言無法原諒丈夫的

背叛、無情與自私，腦海中時常會想象丈夫與第

三者在一起的畫面，心中充滿怨恨，非常痛苦。

她獨自在風暴中掙扎、自憐、自

卑、自恨……，許多感受揮之不

去，淹沒了自己。

在沙箱裡，透過沙箱的功

能，治療師引導A女士面

對丈夫。A女士道出了對

丈夫的許多心聲。淚流滿

面的她真的很受傷。接著，

治療師引導A女士與自己懇

談，去探索自己內在最深的

感受與渴望。眼看這片枯葉，心

中有許多感慨。它曾經是一片春天

裡的葉子，生長在一棵大樹上，為孩童、男女老

少遮陽，還有鳥兒來建窩。那是生命裡最美麗的

時光。如今，它變成一片枯葉，還沉落在海底深

處。這是生命裡最煎熬的時刻。她摸摸沙景裡擺

放的一隻螞蟻，她說這是我的孩子，好像螞蟻般

渺小，他才5歲。我這片枯葉還可以為我的孩子做

什麼？我還能如何保護他呢？

治療師同理A女士的感受，並探討對葉子的生

命反思。當一片葉子落地，那會是怎樣的遭遇？

治療師陪伴A女士從沙景裡去思考葉子落地的省

思。A女士回應當鳥兒飛走了，葉子就從樹上掉落

下來，仿佛死了。小螞蟻從樹上下來，在地上尋

找葉子的蹤影，卻找不著，因為葉子掉進水裡。

“你覺得掉進水裡的葉子一定是會沉落在水底

嗎？“治療師問。

“不一定。” A女士回應。“葉子的重量是輕

省的，它可能會浮在水面上。” A女士輕聲地說

出這句話。隨之，她把枯葉的位置轉移，說：

“它可以浮在水面上。”接著，她將螞蟻放在枯

葉上面，說：“枯葉可以好像小船一樣帶螞蟻去

想去的地方。”這是多麼感人的領悟，帶來曙光

的新發現。在療程的結束，A女士表達心裡有種

自由的感覺，相信風暴會過去的。這是一個新的

眼光，不一樣的看見，找到一條新的方向與動

力。

從A女士的生命裡，我們看見婚姻裡的外遇事

件如何帶來婚姻關系，親子關系及個人生命的拆

毀。療愈是讓一顆破碎的心有一個安全的情緒出

口，仿佛走過死陰的幽谷，從新的視野去看自己

的生命，帶著新的動力與勇氣，繼續前

進。

誠然，外遇是婚姻裡最深的傷

害。在婚姻裡面對這種傷害的人

愈來愈多。外遇的療愈沒有時

間表，每個生命故事與婚姻狀

態都不同，藉此需要走過歲月

的療愈，一步一腳印的重新建

立那被拆毀的信念與信任，生命

意義與價值感，以走出外遇的陰

影，給自己的生命帶來不一樣，迎向

更美好的自己。

親愛的朋友，倘若您正面對婚姻裡的外遇風

暴，我了解您有多痛苦。請不要獨自面對這一份

痛。心需要療愈裡的滋潤，好陪伴您走過傷痛，

重新找到您新生命的出發。深信，當我們在風暴

裡遇見自己的時候，舊事已過都會變成新的了。

心需要療愈裡的滋潤，

好陪伴您走過傷痛，重新

找到您新生命的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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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句話這麼說：“好的夫妻關系，是一份足

以讓你的孩子享用一生的禮物”。即便在

夫妻關系和諧時，因著親子教養的方式，也難免會

造成孩子們的傷害，更何況在夫妻關系破裂時，所

謂的將傷害減到最低，其實也隱藏著不可忽視的影

響。

夫妻關系破裂，一方（或雙方）認為無法修復

了，在沒有離婚的情形下，兩人的互動模式會直接

影響家庭氛圍。從過去陪伴和輔導一些夫妻的經驗

裡，大略整理了一些夫妻關系破裂后，通常會有6種

互動模式：-

（一）相見如冰型：兩夫妻共處一個屋檐下毫無互

動、不聞不問；形同陌生人。

（二）兵戎相見型：兩夫妻關系惡劣，各種找茬，

從嘴戰延伸到拳打腳踢，多是激烈的沖突。

（三）表裡不一型：兩夫妻外在看似依舊恩愛和相

處和諧，內在已經決定要各走各路，互不相

干。

（四）消失無蹤型：其中一方（甚至雙方）失聯/拒

絕被聯系，孩子留給家人和親戚代為照顧。

（五）孩子話筒型：兩夫妻不直接對話，讓孩子擔

任兩人的話筒，游走在兩人的溝通和情緒之

間。

（六）你追我逃型：其中一方做出種種追蹤和檢查

的行為，追問另一方，而另一方選擇不回應

或逃避所提出的責問。 

無論夫妻倆人呈現是以上的哪一種互動模式，

孩子其實都看在眼裡。他們會感受到空氣的異常，

“嗅”得出其中的變化。某些粉飾太平的舉動，隻

是讓孩子多了一些質疑的空間和時間。誠然，夫妻

關系的破裂，在非情願的情形下，會直接影響孩

子。無人知曉這樣的影響在孩子身、心、靈的哪個

輔導視窗

給孩子的禮物
部分落腳，這要在孩子成長的過程裡，遇到的各種

情景和狀況下，才會呈現出來。

個案探討

權峰（非案主真名），35歲，被精神科醫生診

斷為焦慮症和強迫症患者，服藥近兩年。在弟妹的

勸告下，接受自己需要透過輔導紓解內心的恐懼，

遂安排了預約，從東海岸來到博愛總會接受輔導。

在他10歲那年，終日沉默不語的父親不告而別，對

父親充滿怨恨的母親歇斯底裡地對他拳打腳踢，他

清楚記得母親所罵的每一句話，特別是“你走，你

走，你不死也沒用！”。這句話在他的腦海裡深根

蒂固。那天的經歷讓他清楚地感知到恐懼和無助，

接下去的日子，每一天都很害怕母親將他趕走，所

以很努力地讓自己成為有用的人，讓自己不犯錯。

他成為一個好哥哥，照顧弟妹；成為一個好學生，

成績優異；成為一個好兒子，唯命是從。其實那是

唯一一次母親如此對他，現在的他深受弟妹的敬重

和愛戴，母親凡事都會跟他商量。可是，他的內心

深處仍藏有恐懼，深怕有一天自己犯了錯，還是會

被遺棄。

美香（非案主真名），28歲，與男朋友在一起

接近8年。男友已多次求婚，她都因害怕而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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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從家鄉出來照顧她和妹妹，幾年后，媽媽才看起

來比較正常。嘉怡記得自己打從12歲那年起，每次

放學回家，就是拿著自行打包的食物，拎著書包，

拿出作業簿，靜靜地在媽媽身邊做自己的事情。陪

在媽媽身邊，不曉得是會讓媽媽比較安心，還是讓

自己比較安心。由始至終，她都不知道父親外遇的

故事，對於自己當前所經歷的遭遇，她

深感無助。

	 麗雯（非案主真名），17

歲，安靜地進入輔導室，坐下

后，看著輔導員說：‘我是什

麼都不會分享的’！看得出

來，她非常不願意接受輔導，

是母親安排她來到面談室的。

輔導員同理她的抗拒，也接納她

不想分享的決定。接著，輔導員

告訴她有關輔導的意義、功能，且表

達對她的尊重。隻見她聽著聽著，突然

就流淚了，小聲的說了一句：‘騙人的’。后來，

從母親那裡得知，兩夫妻的性關系不和諧，為了

不影響孩子，兩人過著有名無實的婚姻生活長達15

年。某天兩夫妻吵架時，不小心被經過父母房間的

女兒聽見了父親在外有不同的性伴侶，讓一直將父

親視為英雄和道德典范的女兒崩潰了。麗雯拒絕去

學校，不接聽、不回應朋友慰問的電話/信息，無法

接受自己“被瞞騙了”那麼久，對美好事情的真實

性充滿懷疑。

每一對結為夫妻的伴侶都不是以分離作為前提

的，可以理解走到分離或破裂的地步，很多時候是

感到唏噓和無奈的。前車之鑒，后事之師，看了這

麼多案例，得知夫妻關系的破裂將帶給孩子不同層

面的傷害，盼望作為夫妻的，我們可以選擇在關系

遇到障礙的當兒，馬上尋求幫助，如誓約所說的：

“患難與共，成為終生的伴侶”；兩人攜手一同面

對婚姻當前的難處和掙扎，透過有效的溝通，必要

時得到輔導的幫助，以修復彼此的關系。作為兒

女的，當我們察覺自己因著父母破裂的關系，導致

我們在不同的程度上受了傷，請允許自己給情緒一

個出口，藉著輔導的過程療愈心情，以期走出傷痛

和掙開心靈的枷鎖。作為兒女的無須背負父母關系

的問題，醒覺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選擇不一樣

的路，建立能力去譜寫不一樣的婚姻關系。從今天

起，從我們開始，願能與伴侶協力預備那份足以讓

孩子享用一生的禮物。

文：鄺慧婷
博愛（總會）輔導部副主任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在輔導室裡，美香面對內心的不安，顫抖著身

體陳述童年時期發生的一起事故：眼見父母扭打

在一起，自己不知為何走向他們，然后被推倒，

撞到桌角，弄傷了手肘。之后，仍有這樣的扭打

畫面，可是自己已經不會再靠近他們。母親常說

父親發酒瘋，自己是因為孩子還小，才繼續留下

來。美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母親叫她

去向父親拿家用，而父親會對她破

口大罵，說她是來討債的。母親

總不明白她的恐懼，認為男人

給家用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夾

在兩人之間，美香除了害怕，

還有無奈。美香知道男朋友其

實很愛她，然而，男朋友無法

配合她的要求，完全不碰酒精。

她不願成為母親那樣，過多的不

安讓她無法面對男朋友的求婚，更害

怕傷害自己未來的孩子。

嘉怡（非案主真名），55歲，少言寡語，丈夫

有外遇，幾乎每天都哭，沒有胃口進食，失眠數

天，所以孩子將她送來接受輔導。嘉怡感覺自己

正在經歷母親的遭遇，當初母親面對外遇的父親

也隻能是流淚、悲傷、吃不定時、失魂落魄。外

兩人攜手一同面對婚
姻當前的難處和掙扎，
透過有效的溝通，必要
時得到輔導的幫助，以
修復彼此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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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二十多歲，已踏進社會工作，也到了適婚

年齡。我跟妻子的閑聊話題，不經意就會聊

到孩子選擇終生伴侶。

“隻要看她的媽媽，你大概就知道她會是個怎樣的

媳婦。同樣的，看看他的爸爸，你也多少可以預測他

會是怎樣的女婿。”妻斬釘截鐵地說。

誠然，這樣刻板的推論太武斷，但父母互動的關系

對孩子品格塑造和日后幸福指數有密切的關系。

* * *

她學會體貼家人和分享

周末的早上，他和三歲的女兒在餐桌上吃早餐，

太太則在廚房裡做瑣事。他突然想到太太，就拿一塊

煎餅，靠近她的嘴巴問：“你要吃一口嗎？”太太回

答:“不要，謝謝。”他剛回到餐桌坐下，女兒歪著

頭問：“為什麼我聽到媽媽說：‘不要，謝謝。’

呢？”他說：“因為我拿煎餅跟媽媽分享，而她不

要。”女兒想了一陣，突然沖口而說：“我也要拿一

塊跟媽媽分享！”說著就拿著一塊煎餅跑進廚房去

了。他的女兒才三歲，卻已懂得模仿大人的榜樣，學

習爸爸去體貼忙碌的媽媽。

“家庭是孩子的啟蒙學堂，夫妻間互動和溝通方

式是孩子學習人際關系的第一頁。”為人父母責任重

大，《聖經》箴言22章6節：“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我相信這個“教

養”，不單用言語責備和鼓勵，更是身體力行的榜

樣。

她學會了猜疑和不安

她和丈夫年少氣壯時，三天一大吵，兩天一小吵，

弄得家無寧日，關系惡劣透了。女兒出世后，經濟擔

子加劇，照料孩子吃力，兩人的脾氣更加暴躁。后

來，丈夫為了應酬夜夜笙歌，在外拈花惹草，兩人一

見面就吵，最終他索性獨唱“今天不回家”。

女兒漸漸開始懂事，她像在汪洋中抓到一塊浮板，

終於有人可以讓她傾吐心中的苦澀。丈夫沒回家的晚

上，她對著女兒流淚，哭訴她的委屈。有好幾次，她

抓住年幼女兒的肩搖動，歇斯底裡狂喊：“天下的

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你真心對他，到頭來他忘恩負

義，在外面亂搞女人。”

女兒真的長大了，畢業出來工作，找到男朋友，幾

年后就結婚了。可是她很纏人，跟丈夫相處得很累，

不給丈夫空間，而且常常疑神疑鬼，深怕他出去跟別

的女人鬼混。

她后悔：“當年我不該把情緒的垃圾倒在心智未成

熟的女兒身上。她現在對丈夫沒有信心，對婚姻沒有

安全感，都是我造成的。”

上一代婚姻的失誤無聲無息就延伸到無辜的下一

代。

* * *

他們倆未來的幸福在於當下的經營

近幾十年來，國際華人社會，包括美國，台灣和中

國，出現一種社會怪現像：50歲以后的離婚率直線上

升。家庭是社會基本結構。縱然銀發族離異不會對成

年兒女造成太大沖擊，離婚的歪風也不宜繼續吹。

他們為何要離婚呢？社會學家分析，50歲正是兒

女完成學業，紛紛離巢自筑家園的時刻，老夫妻突然

多出很多時間。幾十年來，年輕夫婦為了家和孩子忙

得暈頭轉向，生活重心全系在上面，從沒有想過要改

善生活素質，也忽略夫妻溝通和培育共同的興趣。等

到年過五旬，肩頭重量霎時消失，才駭然發現多年來

夫妻倆隻求存活，缺少優質溝通，如今變成“親密的

陌生人”。當他們想要跨出去尋找一片藍天白雲，卻

覺得配偶成了絆腳石，隻好決定選擇離婚換取自由。

 “終於脫離苦海，還我自由身！”成為這群離婚

老人共同的歡呼！

從步上紅地毯那一刻起，夫妻就要刻意經營幸福的

家庭。孩子出世為生活打拼的同時，也別忘花點時間

提升自己，培養興趣，跟配偶建立親密互信的關系。

* * *

看著身邊的妻子，我很認真地說：“讓我們開始培

育共同的興趣吧！好不好我們一起學攝影？其實烘培

也不錯……。”

文：劍不虛發
公司執行董事

婚姻隻是兩個人的事嗎？

文：葉子康
馬來西亞吉隆坡精英

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

散文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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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上的魚

散文花束 文：吳健菱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大
海裡的魚和陸地上的牛相遇了。相處了一

段時間，魚和牛都覺得彼此適合相伴，他

們決定生活在一起。魚不忍心看著牛每天要忙著干

活，還要到海邊陪伴自己。於是，魚決定要到陸地

上生活。魚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牛，他們就一起想辦

法讓魚可以在陸地上生活。牛為魚准備了一個舒適

的魚缸，讓魚可以留在自己的身邊，盡其所能地滿

足魚在生活上的需要。從大海遷入魚缸生活的魚，

適應著新的生活，同時盡力讓自己獨立起來，希望

不增加牛的負擔。

魚家是個大家庭，生活在與世無爭的寧靜海域，

魚族之間的關系連結很強，來往密切。

魚爸和魚媽性格沉默少言，但都

常伴孩子左右，讓魚在一個

充滿愛與溫暖的環境中成

長。牛家生活在競爭強

烈的大地，牛族各自佔

地為營，少有往來。牛

爸和牛媽為生計打拼，

供應孩子的需要。牛從小就

要為生活奮斗，成為競爭中的

生存者。來自不同的生長環境，養成

了魚柔順和牛堅毅的性格。雖然各有不同的成長歷

程，這並不妨礙魚和牛共同建立專屬他們自己家庭

的心願。

離開大海的日子，魚難免會想念魚家和海裡的生

活。海裡的世界和陸地上的生活截然不同，魚心裡

明白，然而知道與真正去體驗還是兩回事。魚無法

像在海中般的自由游蕩，在陸地上的魚寸步難行。

雖然如此，在適當的調試下，魚在有限的活動范圍

內可以照顧好自己的需要，不需要全然依附牛。選

擇了陸地上生活的魚自然不能動不動就往海裡跳，

因為魚知道在大海和陸地間往返，隻會讓他更難適

應新生活。魚希望能夠遵守與牛相伴的承諾，打造

新的生活步調。

與牛相伴的日子雖然平淡，卻也能讓魚真實感

受到牛的真心相待。生活在一起總有摩擦，偶爾雙

方也因為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起爭執、生悶氣。刻

苦耐勞的牛依然為著生計而忙，壓力重擔會讓牛脾

氣發作，讓魚感覺不安。但隻要情勢舒緩，牛還是

可以保持一貫的溫和、體貼。安恬自足的魚在自己

的生活圈內安守本分，依靠創造主給予自己的能力

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限制。了解彼此的性格和執著

點，知道有些事不需要去計較，愛與包容多一點，

就能讓生活好過一些。生活中有牛的用心呵護，魚

覺得自己是可以堅持在陸地上生活的。

牛選擇與家人一起生活，魚也樂意學

習與牛家和睦同居。魚和牛共

組小家庭，再與家人同住

自然有不便之處，然而

家人在身邊也可以幫

忙分擔一些家事。牛

家的生活作息與魚家

有所不同，但給了魚足

夠的自由空間，因此魚可

以按照自己的能力范圍安排自

己的生活作息。牛家有牛家的一套待

人處事的價值觀及態度；魚雖不認同牛家的一些做

法，但尊重牛家的價值觀與態度，同時保留自己的

待人處事方式，盡量避免沖突。對魚和牛來說，能

夠維持生活已是不易，隻要不干涉彼此的生活，他

們選擇不去計較太多。曾試過牛家有意干涉魚和牛

的決定，牛挺身而出，堅持他們自己的決定，維護

了小家庭的自主性。他們的共識是：牛家的事，牛

去協調；魚家的事，魚來處理。

曾經，選擇在一起生活的魚和牛各自經歷了不少

煎熬；如今，已經在一起生活的他們依然努力協調

著生活的步伐；未來，相信依然有許多挑戰等著他

們攜手走過。陸地上的魚和牛盼望在地上繼續安然

同居，共同體驗生活中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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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直都認為家庭是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

單元，而維持家庭和諧美滿最關鍵的就是

夫妻婚姻生活。在我行醫的生活中，經常看到很多

破碎家庭，為病人及其家屬帶來無限的傷害，尤其

是對小孩子的傷害更為嚴重。 

最近我在一個電視節目中看了一部俄羅斯電影的

簡介，電影的名稱是“當愛不見了”。該部電影描

述一個破碎家庭對孩子帶來的傷害。電影中的那對

同床異夢的夫婦經常吵架而最終要鬧離婚。他們各

自為了自己將要建立的第二段感情而把他們唯一、

十二歲的兒子忽略了。他們甚至互相推卸責任，不

願承擔養育孩子的責任。孩子在這場婚姻的戰爭中

成了無辜的受害者與犧牲品。

孩子在他們一次的爭吵中，躲在門后聽到他們

兩個都不願意承擔養育他的責任，頓時傷心欲絕。

他覺得自己是父母要拋棄的負擔，是多余的存在。

他在心靈支離破碎下決定離家出走。這對夫婦在發

現兒子不見了之后才驚慌地驚動警察去尋找他們那

失蹤的兒子。然而，當警察向他們查問有關孩子的

一些問題時，他們倆夫婦都不了解孩子。他們答

不出孩子平時的活動，有什麼好朋友，有什麼嗜

好，會去哪些地方消遣等的普通問題。這直接的暴

露出他們平常是那麼不關心這個孩子，他們倆把

全副精力投注在自己未來的家庭而忽略了這個可

憐的孩子。這電影成功

地刻畫出破碎的婚姻家

庭生活嚴重地傷害孩子

心理的社會問題。看完

那部電影的簡介我的心

情也很沉重。其實，這

電影的題材源自導演安

德烈薩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的親身殘

酷經歷。他在年紀約5歲時父母就離異。他跟母親

一起生活成長，從此再沒見過父親。父親在他成長

中缺席造成他心靈很深的傷痛，所以，他拍了這部

電影來療傷，也提醒社會各界關注這個重要的問

題。

我的小兒子有個同學是來自破碎的家庭。父母離

異后，他的生活就被撕成兩邊；一陣子與父親同住

幾天，過一陣子又搬到母親那裡住一段日子。年級

小小的他也知道他與其他的孩子過著不同的生活，

父母親是分開居住的。這造成他郁郁寡歡，他的眼

神經常流露出絲絲哀傷，讓人看了覺得痛心。

破碎的婚姻生活不隻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也會造

成婚姻中的兩人陷入無底的痛苦深淵。我經常看到

很多男女老少為了婚姻的糾結或離婚問題而罹患焦

慮症或抑郁症。他們身上種種的症狀，其實都是因

為破碎的婚姻生活而引起的。面對他們這些心靈的

痛苦，身為一個醫者，我也深感愛莫能助。心病真

的比心臟病更難治療！

我很贊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所講的

一句箴言：“如果你要改變這個社會，就回去愛

你的家庭吧！”如果我們選擇了婚姻這個道路就得

下決心用心去經營家庭生活，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就更必須以最大的愛心與耐心去維持婚姻與家庭的

和諧與穩定。建全的家庭才能造就建全的社會與國

家。這就是古人說的:“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吧！所以我很支

持年青人在未結婚前上婚前懇談

會（婚前輔導）的課程，准備自

己的身、心、靈各方面去打造一

個美滿的婚姻生活。

以愛走上紅地毯之后就得以一

生去經營婚姻，確保不要讓當初

的愛不見了！

不要讓愛不見了  

散文花束 文：吳榮良
心臟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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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嘉凱
特殊教育老師/

博特拉大學輔導學碩士

不讓婚嫁變分家

婚
姻，是由一對愛侶結

婚而成立，從“男朋

友”和“女朋友”升華成“夫

妻”；兩個來自不同家庭背景

的人結合成立另一個新家庭。

這種關系的升華原本是可喜可

賀的大事，但現實生活中的婚

姻關系是否真的體現了關系的

升華呢？

2014年馬來西亞的一個統

計顯示，每10分鐘就有一對

夫妻離異。每天早上打開電

台，聽到寫信求助的人大概80%是論及夫妻關系

破裂、外遇、溝通不良等家庭問題。 翻開報章，

有關孩子被遺棄、另一半離家出走、外遇等的報導

不曾消停。家暴數字更是驚人，2016年每月報逾

150宗，實在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去年印度一名

婦女因為奸情敗露，伙同情夫將丈夫謀殺了，再將

情夫毀容扮成自己丈夫回夫家。同年，新加坡一名

丈夫懷疑自己的妻子送他“綠帽”，當街捅了妻子

四刀。今年一月，我國新山一名17歲少年因發現

父親對母親不忠，與父親起爭執，父親被捅一刀身

亡！什麼時候“家”更像“枷”了？

回到來“夫妻”，家庭之根本；“夫妻”兩字在

粵語的讀音和“枯淒”（fu1，cai1）一樣， “夫

妻”對“枯淒”，“丈夫，妻子”對“枯干，淒

涼”。看官有何感想？關系健康就是夫妻，關系破

裂，沒有愛的滋養，家庭自然又枯干又淒涼。一對

夫妻來自兩個不同的家庭，均是獨特的個體，再怎

麼相似都一定有差異，有摩擦。換句話說，婚姻關

系“有問題”，其實都屬正常。隻是，我們要設

想，如何在摩擦中共同邁步向前，建立婚姻的關

系，恢復家的面貌？

隨著整個大環境的發展，個人意識和女性主義

抬頭，男女平等算是人文進步的成果之一，男女差

異變小，在家庭的角色上出現重疊，誰該做什麼決

定似乎含糊了。女性擁有工作甚

至有自己的事業；男性既工作又

當“奶爸”的，也不再是什麼新

奇的現象。在這種大環境的更變

中，過去那種用性別來分配責任

的格式不再適用，要解決矛盾就

需要以能力來分配責任，真正達

到互補的果效。可惜的是，多少

人口是心非，口頭上倡議“男女

平等”，骨子裡卻仍是“男主外

女主內”，導致內心和外在的行

為不相符，從而產生不少隔膜、

猜忌和誤會。夫妻兩人須要對自己的需要、感受、

信念坦誠，才可以有效地與另一半溝通和調整彼此

在婚姻裡的角色、責任和期待。不能口唱心合，又

如何夫唱婦隨？家，可能歡欣乎？

夫妻之間許多問題其實很多時候來自於“失衡”

兩字。溝通、個性、信任等都是表現出來的問題，

未必是問題根本。兩夫妻一個在外太多，另一個則

太少；一個講太多，一個則太少，或相反，都屬於

失衡。失衡了，距離就遠了，步伐不一致，方向也

漸遠。還談什麼“愛情”？在無數無聲的掙扎中，

失衡已經消耗了談情說愛的動力。

有人說做人要“圓滑”， 但我認為夫妻間要

“圓”但不需要太“滑”，就像齒輪一樣。齒輪有

很多尖尖的牙齒，兩個齒輪的互動完全因為這些尖

尖刺刺；兩個滑滑的輪子則不能好好互動。夫妻倆

都有自己的凹凸處，有人說話時有人傾聽；有人在

外另一個就在內，隻要步伐一致就能平衡發展。

有誰願意看到“夫妻”變成“枯淒”，讓家庭如

枯葉凋零，淒淒慘慘戚戚？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夫妻

可以變成“敷棲” （fu1，cai1）--如膠如漆地給彼

此敷貼；成為可讓彼此棲息的巢窩。夫妻同心，其

利斷金；從今天起省思和改善兩人的關系，重視關

系的升華。讓夫妻生活遠離枯淒生活，不讓失衡和

隱藏的情緒把家分離。

時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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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行政部

活動簡報

活動預告

2018年3月份至5月份

博愛總會

博愛總會

博愛（新山分會）

博愛（新山分會）

博愛（亞庇分會）

博愛（亞庇分會）

輔導課程：陪伴人成長
翁月燕受百樂鎮衛理公會中文堂之邀
擔任輔導課程講員。
1月13日 第一課：認識陪伴的真諦（一）
1月20日 第二課：認識陪伴的真諦（二）
2月3日 第三課：與哀慟的人同感（一）
2月10日 第四課：與哀慟的人同感（二）
3月3日 第五課：與憂郁的人同在（一）
3月10日 第六課：與憂郁的人同在（二）

3月3日、10日，婚姻加油站

3月15日，吳健菱受邀前往八打靈
美門團契主講“屬靈生命的檢討
3”講座。

3月29日，鄺慧婷受巴生港口青年
學校之邀，與三年級及五年級的學
生，分享品格實踐講座。

4月14-15日及21-22日，博愛舉辦
義工訓練，講員是沈金央，劉素珊
及林汭恩。

5月19日，博愛舉辦“放情緒自
由”工作坊，講員是翁月燕。

3月3日，“我的未來我做主”
升學生涯規劃輔導講座

“重溫親蜜之旅”夫妻營

日期：2018年8月25-26日（星期六、日）

時間：9.00am–10.30pm（星期六）

 10.00am–12.00pm（星期日）

地點：Hotel Armada Petaling Jaya

對象：結婚5年或以上的夫妻

講員：賴裘華、沈金央

聯絡：03–7785 4833 

泰勒、約翰遜性格分析執行師証書課程

(Taylor-Johnson Temperament Analysis) 

日期：2018年10月13-14日（星期六-

日）及2018年10月20日（星期六）

時間：9.00am – 5.00pm

地點：博愛四樓多元禮堂

對象：助人工作者

講員：蔡譚秀薇教授

聯絡：03–7785 5955 

“聆聽父母，聽見孩子”工作坊

日期：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時間：9.00am – 5.30pm

地點：博愛（新山分會）禮堂

對象：父母

講員：翁月燕

聯絡：07-3579195

基本輔導與實踐課程（一）日期：2018年6月30日至7月1日
時間：8.30am – 5.00pm(六)；2.00pm-

5.00pm（日）地點：Lintas Platinium Hotel對象：助人者、父母、老師、對輔導有興趣者

講員：陳心潔博士聯絡：088-252357

博愛（檳城分會）

游戲治療課程
日期：2018年6月15日至17日
時間：9.00am - 5.00pm
地點：檳城浸信會神學院
對象：輔導員、社工、老師、家長或

對兒童心理有興趣人士
講員：沈金央
聯絡：04-2280709 / 017-4994236

博愛（馬六甲分會）

享受秋天，期待冬季

日期：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

時間：10.00am-1.00pm

地點：博愛（馬六甲分會）禮堂

對象：40-80歲樂齡人士、

 對樂齡事工有興趣者

講員：沈金央

聯絡：06-288 9026

“陪．作伴

—談陪伴的意義”工作坊

日期：2018年8月31日至9月1日

（星期五至星期六）

時間：9.00am - 5.30pm

地點：博愛（馬六甲分會）禮堂

對象：對關懷事工有負擔的

 基督徒、有興趣者

講員：翁月燕

聯絡：06-288 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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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馬來西亞學校
教師輔導研討會

近
年來、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手機的高

度智能化，許多結合娛樂、商務、學

習於一體、功能性強的軟件不斷涌現，為我們

的日常生活帶來許多的便利和節省了不少時

間，也使得周遭環境，人手一機、隨時隨地游

覽手機畫面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然而，處於心智尚未成熟階段的青少年人，

承受來自繁重的課業，所帶來的壓力時，往往

會藉由網絡游戲來尋求緩解和宣泄自己的情

緒，並從網絡游戲中，獲取自我的成就感；但

也因而終日沉迷在網絡的虛擬世界裡，與父

母、家人、朋友、同學之人際互動逐漸減少，

溝通交流方面出現障礙，並產生社交孤僻感，

生活失衡，長期處於自我封閉的心理狀態。 

一些青少年因家長疏於管教、缺乏關愛和

關注，加上受到渲染暴力的網絡游戲的不良影

響，個性變得易怒、焦躁、沖動；時常欺凌同

學，甚至對師長施暴，成為校園中的小霸王，

制造嚴重的校園和社會問題。

有鑒於此，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與南洋報

業基金，決定在年終學校假期舉辦第十屆全國

教師輔導研討會，以“網絡成癮及校園霸凌的

輔導策略”為主題，重點探討在校園進行預防

性輔導工作的推行方法。希望教育界同道踴躍

參與，同謀對策。

的輔導策略

與

SOS!!!

成癮網 絡

霸凌校 園

主題：網絡成癮和校園霸凌的輔導策略

目的：•對網絡成癮與校園霸凌事件的問題根源、

            危害性及防治，有更深入的認知與了解。

 • 裝備並深化教師的輔導策略及效能。

聯辦：

贊助：

日期：2018年11月24日至26日（周六至周一）
地點：Hotel Armad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對象：學校教師
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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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前報名 10月15日后報名

（）RM370 (不住宿) （）RM390 (不住宿)

（）RM460 (2人1房) （）RM480 (2人1房)

*即日起報名至額滿為止。

進行模式：
A．論文發表

王智弘教授 網絡成癮的成因分析與輔導策略

施玉麗副教授 兒童霸凌經驗在沙盤的敘說

B. 工作坊（五選一）各工作坊將同步進行，學習時數共  

              12小時。

王智弘教授 一次的力量 — 含攝華人文化的一次單元諮商模

式及其在網路成癮治療上的應用

方惠生博士 尋找新的可能 — 多元評估觀點與介入策略運用

於在網絡成癮的個案輔導上

施玉麗副教授 校園霸凌你我他 - 社會劇的會心交流

連廷誥副教授 你的，我的，他的及我們的霸凌故事 - 從敘事治

療的哲學態度來重新認識校園霸凌受害經驗

許育光教授 團體心理諮商實務：多元表達媒材於親能促進和

校園兒童青少年輔導的運用

C．交流會 ：講師與學員交流意見、分享經驗。

方惠生博士
國立高雄師范大學輔導與
諮商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
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兼
任助理教授

2018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日）

日期

題目

時間 地點

8.00pm–
 9.30pm

Atlanta Ballroom, 
Level 3, 

Hotel Armada
 Petaling Jaya

收服青春寶可夢
(POKEMON)

網路沉迷青少年的
輔導攻略

方惠生
博士

主講人

公益講座
歡迎公眾人士參加。

免費入場

師資陣容：

王智弘教授 
彰化師范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學系博士 

彰化師范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教授

施玉麗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范大學輔導
與諮商研究所博士  

嘉義大學彰化師范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許育光教授  

國立彰化師范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博士 

美國馬裡蘭大學諮商與
人事服務學系客座研究

連廷誥副教授 

國立台灣彰化師范大學輔導
與諮商學系博士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及旅游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文：賴裘華
博愛（總會）執行干事

馬大教育（輔導與諮商）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