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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何李鳳珊女士

愛與生命有限公司工作室創辦人

呢？在這麼繁重的工作裡，老師在每個學生都有不同需要的時候，怎能面對個
別學生的品行成長需要呢？如果家長都推說自己很忙，不能理會子女，我們又
怎能要求老師為學生提供很全面的品格教育呢？老師自己的子女需要老師照
顧，但老師工作十分繁重，有時連自己的子女亦沒時間教育。

吳： 近年資訊爆炸，香港人對於性的態度好像日趨開放，你認為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何： 相信大家從報章上都會知道香港現在大概的情況：青少年懷孕、年輕的媽媽遺
棄小孩、家庭暴力、虐兒的個案等，均增加了許多。這些社會問題的惡化，反
映出香港社會對「性」的風氣的確開放了，導致更多這些事件出現。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結構性罪惡，整個結構也出現問題，扭曲了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形成每個人不得不花最大的精力去面對自己的壓力，父母顧著工作、子女
顧著考試、老師顧著「飯碗」。在種種問題互相影響下，社會出現了各方面的
扭曲。學校本來負有一個培育人成長的角色，但今日學校的確欠缺了「教做
人」這個角色。以前的教育是首先「學做人」，然後才講授學術。現今的學校
雖著重品行，但必先要成績好。對老師來說，要兼顧學科及品德教育的確是很
困難的。性教育並不單是只講解生理結構、身體性徵是怎樣，這些生物老師都
做得到，我們講及「性知識」時所傳遞的信息是性別的意義和目的、男女如何
交往、怎樣選擇自己的對象、何謂愛、何謂婚姻與家庭，這些是需要由父母去
傳授的，因為父母也有自己的成長經驗和故事，同時這也是父母與子女極佳的
溝通。不過無論老師或家長都要注意，就是談論性的議題時切忌引導他們有一
些錯誤的聯想，我想這是重要的。

香港傳媒的影響力很大。無論報章、雜誌，或是網上的色情資訊都非常普及。
我想這是作為家長非常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因為就算家長逃避，這些色情資
訊都會不斷地滲入小朋友的生活環境裡，是無處不在、防不勝防的。就以最近
不雅照片為例，即使是一些很正面的報紙都會刊登這些相片，這些以往只有小
報會關注的新聞，現在就連一些比較「正派」的報紙也會刊登出來，這些都反
映出除了港人性態度越趨開放之外，亦反映出香港色情文化相當普及。
吳： 其實問題的根源是甚麼？
何： 很多家長會覺得管教子女是社會或是學校的責任，而社會亦覺得這是家庭的責
任。其實在一個社會中，沒有一個單位是獨立的，包括家庭、學校、傳媒和政
府，大家都是互相影響的。所以問題的根源不只是單方面，而是社會的整個結
構出了問題。
過往社會上以禮相待、長幼有序，倫常有序的傳統價值都改變了。導致現今社
會的倫常滑落、長幼秩序不再，家庭破落，很明顯是因為各人只顧自己，過往
中國人的觀念，是以自己的家庭、村莊、鄉鎮、國家作為一個根本，並不會以
個人為單位，以自己的利益為主。但這個傳統文化，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已經被
破壞了。
現代人高舉自由主義、人權旗幟，令到每個人都只著重自我的利益，忽略了整
個團體，形成今日社會的現象。從前的家庭不論出了甚麼問題，都會互相尊
重、夫唱婦隨、相敬如賓，妻子順從丈夫、丈夫亦會愛護妻子，父母怎樣教導
子女，子女要怎樣尊敬父母，是有規範的。家庭規範不越位的時候，就不會
亂。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全部「越了位」，全都亂了，以致整個社會出現
那麼多的問題。

吳： 在一些家長工作坊中，有家長提出一些自己不懂處理的具體情況，例如：發現子
女書包收藏避孕套、瀏覽色情網頁及同居，父母感到驚訝，又害怕影響關係，面
對這些問題，父母應該如何與子女傾談？
何： 首先，家長要澄清以上的行為均是錯誤的。家長要對子女抱著信任的感度，不
要只是指責子女，而是要給予他們支持與鼓勵，亦要給他們一個正確的價值
觀。
•同居： 若家長發現子女同居，應直接指出此行為是不正當的。不要針對孩
子，而是針對同居這件事。家長要解釋同居和婚姻的不同之處，就
是沒有承諾。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行為。
•瀏覽色情網頁： 若家長發現子女瀏覽色情網頁，應直接指出瀏覽色情網頁
的害處：例如此舉動是不尊重女性之行為，而且這是非常
容易上癮的。一旦開始這惡習，很難戒除。而且瀏覽色情
網頁會令孩子扭曲對女性的看法，影響他們日後對拍拖、
婚姻的觀念。

吳： 現在香港社會很多家長都不敢開口和子女談性，你覺得在性教育方面，家長的角
色應是怎樣的呢？若家長不敢講，可以怎樣做？
何： 家長作為孩子的第一個教育工作者，除了以身作則之外，亦需要懂得分辨是非
黑白，從而作出正確的選擇。

•發現子女收藏避孕工具：應立即告之婚前性行為是錯誤的。並指出其後果：
懷孕、性病等等。亦應指出所謂的避孕工具也有其
失敗率。家長可以從小向孩子解釋性的真正意義，
及性與愛情的關係。

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長並非不敢講，而是不知道怎樣講，亦不知從那兒講起。很
多家長自己都很無所適從，社會的道德標準已差到這樣了，還可以說甚麼呢？
要子女潔身自愛、持守貞潔，在現代社會已行不通了。連家長都對價值觀失去
了信心，認為已經沒有辦法可以再糾正，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因此我覺得應鼓勵家長，要看到人心是趨向美善的。我們必須要肯定性本善，
若我們不相信性本善，就會變得很絕望，就甚麼也作不了，因為已判定情況經
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

我想如果發生這些事情，而父母在事先完全沒有察覺出來，則在溝通上早就出
現了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的，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
寒」
。因此家長應從小與子女建立良好的關係。比方多些和子女傾談、多些在
家中陪伴子女，可以討論時事的問題、父母的過去以及小孩的成長等。所以要
鼓勵家長多些和子女溝通，建立一個溝通的文化。

作為家長一定要對價值觀或道德有一個堅定的立場，而這是需要學習的。若家
長對性的議題及價值觀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的話，那麼子女怎樣去跟隨呢？
總結

吳： 性教育在家裡進行與在學校進行有甚麼分別呢？
何： 性教育首先是家長負責的，這個責任不能由老師取代。很多人都有一個誤解，
認為學校是學習的地方，家庭是生活的地方，所以將大部分的教育責任交予學
校。我亦慶幸有很多家長開始醒覺，知道教育責任首先在自己身上。在現今的
教育制度下，一個老師教導三、四十名學生，老師可以做到多少德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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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人們對愛和性的看法扭曲了。家長應建立一個良好的人生
觀及價值觀。不要只向子女灌輸成績、名利、地位的重要，反要重視子女的倫理道
德培育。因為一個良好的倫理基礎，能培養出很多種美德：忍耐、服從、有自制能
力。而這些良好的品格實能幫助孩子成為一個出色的人。

楊麗儀 李睦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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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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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輔導員
崔婉芬
一直以來，輔導員都是很有耐性地幫助有需要的人處理情緒 慣常來說，
雖然輔導員所採用的學派或有分別，但多數都是以對話模式慢慢傾談，逐步調
適當時人的困擾情緒。按著當時人的反應，所須時間由數個月至數年不等。這
種輔導模式的好處，是容許當事人對輔導員有足夠的時間建立信心及安全感，
探討問題的程度很闊、很深入，亦有足夠時間去定下及跟進個案討論。
香港人是心急一族，往往見了數次輔導員之後，就因為沒有耐性或時間而

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我卻認為「未知死，焉知生。」更為
貼切，因為我們若不去接觸死亡，我們也許不知道該抓著甚麼重點去生活。
每逢活得混混噩噩、忙忙碌碌時，能叫我停下來，反省生命的時刻，就是參
加喪禮，聆聽別人子孫敘述去世者生平事蹟的時候。大部份人都不希望知道
自己生命的期限，因為那是一個快要完結的訊號，有如最精采的劇目也要謝
幕一樣。可是，很多人卻要快到謝幕時，才省悟最想要的是甚麼。

終止面談，白白失去治癒創傷的機會。其實，如果問題的性質適合的話，可以
採用一個快速的治療方法，就是 EMDR（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利用眼球的移動，促進左右腦交換資訊，加速腦部處理過往經歷及
創傷，達到全面處理負面情緒，建立正面人生態度的效果，時間方面，只須要
兩至三節。

怎樣才會感到無憾呢？如果你要列一張清單，列出在離世前要完成的
事情，那會是甚麼呢？
「玩轉身前事」
（The Bucket's List）戲劇性地把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放
在同一間病房，分享同一個際遇 — 末期癌症，餘日無多。他們無意中合
力寫了一張清單，毅然結伴一齊去完成清單上的事情。看似是絕境、是尾
聲，他們卻決定去正視他們的內心欠缺，不為一個已擁有無盡家財，另一
個已擁有快樂家庭所囿，開步去闖。這一步有如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

且看看使用過此方法的一對夫婦的分享：
太太說：「最初我對 EMDR 這名稱十分陌生，其後經社工解釋才明白。過

「完成了！」一樣，為他們的人生劃上美麗而有意義的句號。

程中，情緒由憤怒漸漸變得平靜。過程完結後，自己也回想，透過社工的專業
技巧，真的可以令我的情緒平伏下來，覺得很神奇。我也記得當時溫暖及舒服
的感覺。」丈夫道：「太太向我憶述 EMDR 的經驗，起初我不太相信其功效如
此神奇。到我使用時，發覺不開心、恐懼和不安等困擾情緒漸漸減退，且慢慢
消失。 E M D R 對本人十分湊效，十分有幫助。」

在完成清單的過程中，他們看過人世間最美的景色，吃過最美味的佳
餚，經歷過夢寐以求的感覺……，結果，他們發現最渴慕的，原來是返回
自己的內心，與自己復和，與心愛的人復和那份和平、釋然的感覺。最
終，他們以一顆敞開的心離世。他們短暫的相遇，
相濡以沫，互相成全。

其實，不單只服務使用者感到興奮，我作為輔導員也是非常開心。因為能
夠快速而有效地幫助到有情緒困擾的人士，是我的心願，雖然過程中不斷移動
手臂，帶引對方的眼睛移動，是一件十分疲倦的事，而整個過程中，要高度集
中精神，評估對方的進展，給予適當的指引及有效的支持，也很消耗精力；但
是，這也只是我能夠為他們略盡綿力而已。若非神創造奇妙，恩典豐厚，人豈
能於困境中尋獲出路呢？

人是否要走到盡頭才去追逐心中願
望？是否要到了終結之前才體會何為
珍貴？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選擇
把握每一天，活在當下，清醒一
點，以生命的限制來作規範。趁
著有時間，不妨早一點，寫寫
你的清單。

今期迴音谷會介紹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其中一個服務——愛與生命教育組。愛與生命教育組專為學校、堂區設計不同的課程，主題包括：貞潔、色情文化、
婚姻戀愛等等……讓青少年了解「愛」與「生命」的意義和關係，並在生活中活出天主的愛。以下是一些參加者的意見：

我一共參加過三次不同
的講座，分別為「真愛甘願等
待」、「色情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
及「夫婦溝通對孩子成長的影響力」。
很高興能認識貴會及有關同事，給我的印象
很好；每一位同事也非常有禮，笑容滿面，準
備講座的會面與接洽也獲得充份的詳解介紹和交
代，講員也深具經驗，善用媒體及講解生動，也
很照顧我們的需要，還為小孩設託兒服務。
讓我衷心的向各位同事說聲：謝謝你們！

安德肋堂教友
育榮姊妹上

天父的愛何等偉大，
甚至派遣自己的獨生子來作贖
價，為人帶來永生和希望。由此可見
「愛」與「生命」關係之密切。不過並不
是每個人都明白這關係，所以這方面的培育
工作十分重要，令人重尋生命寶貴的價值，
並讓「愛」傾注在生命裡，給人生存的動力和
希望。
願天父繼續眷顧你們的工作，引領更多人歸
向愛的源頭——無限慈愛的天父。
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教友
《談情說愛》工作坊參加者
Sam
我參加了由香港公教
Angie Lee
婚姻輔導會在聖安德肋堂舉
辦的真愛值得等講座。我認為講座
的內容很豐富。從前我知道天主教會
對婚前性行為的立場，但不是太明白理
由。參加此講座後使我更明白教會的教
導，也知道了有關的數據，如安全套的
失敗率及墮胎的數字等等…令我和朋
友分享教會的立場時更有說服力。
Silvia
大學生

參加了由香港公教婚姻
輔導會的真愛值得等講座後，
我有以下的反思：在這個資訊爆炸的
年代，沒有人生閱歷的青年人很容易將朋
輩、傳媒、網絡所鼓吹的價值觀誤為正確
的。貞潔，這個題目不為現代人所重視，正
正因為這樣，基督徒更應成為耶穌的見證，
抗衡這股俗流，因為「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
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瑪 5:8）

若想知道更多有關愛與生命教育組的資料，可致電：2523 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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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生．賑生

英：

才：

看到你病癒後仍消
瘦，我的心裡也難
受，夫妻在
病困中需要互相扶
持，這是義務，也
是
責
任，實不必
言謝。

結婚十多年了，「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
康，我都永遠愛慕、尊重你，終生不渝。」這
段當年在我們婚禮中所許下的承諾，竟在這個
多月內，讓我深刻地體會到了！

若你不說，我差
點忘記這已是第
四次送你入醫
院，其實，每次
我都心驚膽跳，
祇
是
不
敢表露，怕加
添你的擔憂，你
知不知道，在等
候
驗血報告的三天
裡，我在網上搜尋
了多少資料欲了解
你的病情？幸好
那腫瘤是良性的。
還有，在手術進行
時
，醫生突如其
來的電話告訴我要
多加一個外科醫生
援手，因腫瘤太
大，那份驚嚇又
有誰能明白？

還記得那天醫生告訴我，子宮外長了一個
逾二十公斤的瘤及需要抽血驗癌指數時，那一
刻驚惶失措的我急電向你嚎啕大哭，慶幸你那
冷靜和耐心的回應平復了我的焦慮。其後，等
待驗血報告的「漫長」七十二小時及手術室外長
廊的守候，真感謝你的默默陪伴和支持。出院
後回家休養了一個月，我感動於你獨力照顧兩個
孩子而毫無怨言。

雖然現在醫藥發達
，但你的身體一日
生毛病，我
和兩個孩子的日常
生活一定大出亂子
。
你
要好好照顧
和善待自己，免
我們受苦、掛心
。

回想起來，自結婚後，這已是你第四次送我
入醫院了，前三次是因為生孩子和小產。衷心多
謝你在我軟弱時，陪伴和照顧了我。現在，年紀大
了，身體真是會出毛病的。這次經歷使我學會珍惜
和保重身體健康。我祈求不再患重病，更盼望在抱
恙時，你仍體諒和愛護我。

英

我不渴求平等看
待，要你下一次
送我入院治療
作回報，我祇渴望
在我心煩意亂，需
要一對聆聽耳
朵時，你能慷慨施
予，此外，當我頭
髮日漸稀疏時
能為我作按摩治
療。最後，在我
飢餓時，多煮幾
味拿手好菜和煲
個靚湯，那便無
言感激了。

才

教宗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通諭）

婚姻輔導員
彭杏嫻

現代社會發展迅速，令人類愈來愈忙碌，生活節奏也日見急促，很多人的感覺是誠恐追不上。從一個角度看，忙碌可視為豐
盛的人生旅途，有很多可能性可供嘗試和發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便會教人質疑人生為何，忙碌為誰，最後得著的是什麼。
不論前者或後者，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 ─ 人該用怎樣的人生步伐去走這個旅程呢？曾在一個電視記錄片裡見到一些科學家和
醫生研究睡眠，他們的發現是人若不夠睡眠，腦部的功能會逐漸遭受永久性的破損，所以他們認為人生命週期中要定時有足夠的
睡眠和休息，那才是人可以繼續優質存在的基礎條件。
這研究的啟示的確有意義，雖然看似沒有什麼特別新鮮之處，因為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嘛！然而，為何我們沒有依從這簡易
的道理去生活呢？那可能是因為當中微妙吊詭之處我們尚未仔細體會及認同吧，原來生命的步伐是需要有定律的，走一段就要停
一下，慢一點走可以走得更遠，太倉促地走得出的效果未必成正比。
想要不斷提高效率，以求生命中成就更多、更大，最終可能失去更多，因為生命的時鐘有既定的頻率。操勞過後需要休息，
身體要休息，精神及靈性更要休息；工作及與人相處可以給予我們滿足及肯定，然而也可打擊我們的自我，所以我們要休息；可
以獨處去聆聽自我的心聲，也可找人傾訴，讓別人滋潤我們的心靈。
休息可恢復我們的活力，但若要真正得著這份休息的能量，我們先要學習定期放下工作、焦慮、和對自我成就的要求；停止
的不僅是具體的工作項目，更需停止的是心中、腦袋中對自我的批判和催迫，這當然不容易做，是要定時刻意自律地去練習，為
的是培養一份可以賦予自我寧靜的能力，才可騰出空間去休息，去讓美好的事物、思想及感受重新灌溉我們疲累的身軀與心靈。
試想想為何訂定一星期有七天，星期日為多數人休息的一天？當中便似乎在提出一個生命的旋律，快速急調之後便須讓寫意
慢調隨後而來，那旋律聽來才有變化起伏，心靈在感受生命多姿的活力時，卻又有休養生息的機會，這樣，生命才有機會活得更
自由、更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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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社工
呂清華

壓力下的惡性循環：
對很多父母來說，督促孩子做功課實在是一件勞氣傷神的苦事，特別
是小學階段，除要面對沉重的功課壓力外，還要面對升中派位，父母與子
女之間往往容易因學習意欲和期望的不同而爭持不下，影響親子感情和帶
來學習情緒。父母面對孩子散慢欠動力的學習態度，在無計可施下，或許
會使用高壓手斷迫使孩子用功學習，結果更容易造就出倚賴，被動和反叛
的孩子來。
怎樣發掘孩子的學習動力？
伴讀
那麼作為父母，你一定會問，我們可以怎樣改善孩子的學習意欲？
我認為每個父母都有必要經歷陪伴孩子讀書和做功課的“過程”，那怕一
個星期只得一次。但伴讀的真正意義並非是督促孩子，而是要發掘孩子的個性
和潛在動力，好能有方向地作出適當的輔導，提升其學習的意欲。
我喜歡靜心留意孩子做功課的表現，有時是用眼觀察，用耳聆聽，用
心感覺她的表現，每次都可找到一些話題跟她傾談，並總會有些新發現。

2. 孩子愛被肯定，重視別人對他的觀感，則他的動力來源可能來自父母長
輩對他的讚賞嘉許。
3. 孩子愛追求目標，可跟孩子定下學習目標，每完成一個階段，便給他一
些讚許，他定會樂於朝著目標勇往直前。
4. 孩子愛追求美好的感覺，家長便不能施以威迫利誘和指責，而是每次保
留愉快的學習心情，讓學習過程成為美好回憶，這樣，他們自然會自動
自覺地追求學業。
5. 孩子愛思考，找不到讀書做功課的意義，家長便須跟孩子好好傾談，理
出學習的存在意義來。
6. 孩子愛被信任，希望父母長輩信任他是自律、有責任感和肯承擔的好孩
子，這時，父母對孩子最大的鼓勵就是信任他們的承諾和努力。
7. 孩子愛遊戲，不愛沉悶重覆的功課，家長可能要參考遊戲中學習的方法
來增加學習的吸引力，並在孩子完成功課後，給與遊戲時間以作獎賞。
8. 孩子愛威信，容易對人顯露領導風範，家長可考慮委以重任，作為他願
意主動學習的獎勵。

觀察
有什麼發現？
在留心觀察下，你會發現很多寶藏，以下列舉一些特質，看有沒有你
們的孩子的影子：

* 活潑有創意 或是 聽教守規則

假如
1. 孩子愛完美，但知識和資質有限未能達到理想成果，因而產生挫敗感，
家長除了要輔導孩子接受“不完善”是生命的一部份外，還可以考慮與
孩子一起找出困難所在及改善的空間。

* 多愛發問 或是 沉默愛思考

* 有自我主見 或是 合群又隨和

* 急功近利 或是 慢條斯理

* 依賴權威 或是 獨立自主

* 追求完美 或是 滿足現狀

* 專心一意 或是 三心兩意

9. 孩子愛空間，喜歡自己慢慢做，這時，家長不可過於積極為孩子安排一
切，最好能給他合理空間、時間完成目標。
除上述各種特質外，有部份孩子特別重視同輩間的批評或擔心功課一旦
做得不好會被指責和面目無光，面對這類個性的孩子，家長除了盡量避免施
加壓力外，還要多給他們肯定，讓他們明白輕鬆學習和全人發展的重要性。
看罷以上各種孩子的特質，你會如何輔導孩子的學業？讓他們從小對
學習產生興趣，並從中保持良好的親子關係？

如何鼓勵我們的孩子？
找到孩子的特質後，又可以如何啟動他們的求學動力？
每個人追求的事情有所不同，孩子也是一樣，不能一概而論，但假如
孩子有以下的特質，可考慮嘗試以下方法來啟動孩子的心，並為學習過程
增添美好的感覺。

不是每個孩子天生就有強的專注力，靈活的頭腦思維，良好的記憶力
和自律性，大部份孩子在學習路上總會跌跌碰碰，家長若能減少與孩子直
接的對抗，並掌握孩子的特質，加以引渡和鼓勵，自然能創造美好的學習
氣氛，並能保持良好的親子關係。

家庭服務社工
梁詠儀

常看到電視劇裡戀愛中的男女主角，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風浪後，終於

男主角一般雖沒有女的這種比較強烈的思念感覺，但也要面對婚後的責任

走在一起的大團圓結局，令人不禁覺得婚後必定是美滿快樂。誰知婚後才遇

和壓力。成了別人的丈夫，除了為柴米油鹽憂慮外，生活亦不像單身般瀟灑。

上真正考驗，夫婦二人不但要處理不同的問題（例如在經濟或姻親關係

從前無拘無束、不用向父母交代行踪的男孩，現在卻要向妻子交代行程。從前

上），還要適應角色上的轉變，衝破各種心理關口，才能在婚姻路途上站穩

可將衫褲鞋襪隨便放置在各個角落，現在需要乖乖的放在原處。每每一個眼

陣腳。

神，男的便得將一件差不多送到嘴邊的肥豬肉放下。縱使不明白為何妻子會因
一些小事而心煩意亂，但也得靜靜聽她細訴。要滿足妻子的各種要求，做一個

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可惜有時事與願違。當女主角挽著夫婿

別人認為稱職的丈夫，談何容易！

踏出家門一刻，不但意味著她要開始承擔妻子的角色，還有著離開父母的象
徵。她們心裡固然為著可以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而興奮，但同時因要離

原來男女主角要擁有真正的大團圓結局，相方便要首先適應新的角色。

開一個多年來為自己遮擋無數風雨的家而泛起陣陣思念和不捨。對於一個從

但要適應角色上的轉化，夫婦需主動放下自我及盡量包容對方。其實人生還

前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女孩，面對以往不用費心的家務、各種瑣碎的支出、甚

有各種各樣的角色需要承擔，過程中雖少不免會誤中對方的地雷，但愛能遮

至一隻不請自來的昆蟲，現在可能也要獨個兒去處理。與丈夫吵架後，雖有

掩許多的罪，只要二人仍然深愛對方，同心面對各樣挑戰，便能建立穩固的

衝動立即回家向父母撒嬌，但也得留下勇敢面對！要離開昔日的安全網，承

婚姻根基。聖經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婚姻路可能就是上天給人一個

擔一個新的角色和家庭，真的一點也不易。

成長的契機。

婚姻輔導服務 電話：2810 1104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 電話：2810 1105
婚姻調解服務 電話：2782 7560
性障礙治療服務 電話：2810 1225
教友婚前培育 愛與生命教育 電話：2523 3682
自然家庭計劃 電話：2523 3128
電話輔導服務 電話：2553 8800
網址：www.cmac.org.hk

電郵：os@cm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