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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訪問：家庭服務社工
呂清華
痛苦是一種生活的磨練，可以令人成長，但痛苦亦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過程，
讓人產生恐懼，不敢前進。對孕婦來說，這感覺尤其難以承受，當婚姻亮起紅
燈，又或未婚懷孕、經濟拮据、腹中孩子發育不良，未有心理準備接受小生命的
來臨時，她們往往陷入墮胎逃避或是無奈接受現實的掙扎當中，難以取捨，筆者
為此造訪了歐陽嘉傑醫生，他是一位麻醉科醫生，他的工作是要讓病人減少痛
苦，他對痛苦的意義和墮胎的選擇有很透徹的理解。

墮胎的掙扎
問： 香港墮胎率日漸增加，你怎樣看這個社會問題？
答： 可以結婚、生兒育女是一種福份！
以前的農業社會裡，人力等同生產力，多生一個人，家庭便有多一份生產
力，人是社會的資源，所以夫婦有責任生兒育女，延續社會，使我們的社
會可以生存下去，不至出現斷層，或人口漸趨老化，否則幾十年後一個人
可能要養幾個人，稅收少了，整體社會福利也會少了，社會問題將日趨嚴
重。 所以生兒育女不單是個人的抉擇，還要考慮到社會因素，以前英國有
一個笑話“Lie back and think of England”，意思是要夫婦為了國家的
福祉而生兒育女，這話看似是一個笑話，其實意思深遠。
問： 作為一位醫生，有沒有某些原因的墮胎是可以接受的？
答： 我暫時未找到一些墮胎是我可以接受的。就算是宮外孕引致內出血，止血
的醫療程序可能會殺死胎兒，但胎兒往往是已經死了的。假使救治孕婦的
醫療程序真的殺死了胎兒，也是救命的副作用，只可無奈接受。其實，愛
是一種選擇！就好比聖人「聖安吉娜」的故事，她在懷孕後發現自己的子
宮長了腫瘤，若不切除就會危害生命，但若切除，孩子也會不保，最後她
選擇了胎兒，胎兒出生後沒幾天，她也就過身了。遇到這種情況，懷孕婦
女需要在犧牲和成全之間作出一個選擇。
另外，對於胎兒在懷孕期間已被診斷出健康有問題，可能出生後最終存活
機會只有三年，三天，甚至三分鐘，我有這樣的看法，即使幾分鐘的生
命，難道不是一個值得珍惜的相處時間，不是一個珍貴的生命嗎？我就有
一位朋友在懷孕期間已知胎兒存活機會很低，他們選擇以自然方式面對生
命，最後孩子可以出生，並活了8天，雖然時間是短，但他們一家人也曾
相處過。
多年前我曾遇到一對夫婦，在超聲波掃描中發現胎兒有裂顎兔唇而決定要
把胎兒打掉，由於胎兒發育已達後期，必須在產房進行墮胎，當時我拒絕
為孕婦做麻醉，最後因此而被投訴。後來我在公教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產
前診斷」，我希望有更多人明白孩子不是一件物件，也不是婚姻中的追求
品
（object of desire），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當發現不完美時，就打掉
他，始終胎兒也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

我們的社會不致變得那麼絕情。
其實，雖然有些孩子的出生將為父母增添生活的壓力，但情況並非他們想
像中惡劣，養活一個孩子不一定如李麗珊所說要四百萬元，孩子不一定要
在物質充裕的情況下才能找到幸福，只是有些父母以為金錢可以為父母買
到時間，為孩子買到愛。很多時候，現代人太計算得失，但我認為「所有
計算得清楚的東西都並非是重要的，而所有重要的東西都並非能計算得清
楚！」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does not necessarily coun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not necessarily be counted.
再說缺陷，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都有不同形式的缺陷，但人生中有缺陷
又是否算是一個問題呢？是大人的問題，還是孩子的問題呢？就好像患有
唐氏綜合症的小童，很多時，他們並不覺苦，而是家長不開心而已，所以
不能說孩子一定會受苦。要記著，人的存在，並非只是尋求快樂，正所謂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遺憾」也是人生的一部份。
問： 似乎遺憾和痛苦有其積極意義，可否再深入剖析？
答： 受苦是否一個原因去了結生命？試問父母怎能說孩子生下來就一定痛苦，
一定不能克服痛苦！一定不能成為一個生命充滿光芒的人呢！而且無痛可
能並非好事，曾經有人因為手術麻醉後而不知痛的感覺，以至弄傷了也不
知，無法避免更大的創傷，最後要接受更大的切割手術。
其實有些痛苦是無可避免的，就好像胎兒臨盆出生的過程，是人一生最危
險及最痛的時刻，但他們不得不掙扎求存，正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
上人」，有些痛苦過程使人得以成長！貝多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耳
聾，但他是一個舉世聞名的音樂家。他的一生已證明了「人若能超越自己
的困境，就能發揮最光榮的一刻！」

尊重

生命

問： 談論到墮胎這個問題，讓我們不期然想到生命的價值，究竟怎樣才算是尊
重生命呢？
答： 尊重生命應該是每個社會及家庭的核心思想，每個人都要自小得到生命教
育。尊重生命不單是墮胎與否，還包括照顧小孩、老人、寵物、鄰居，這
是人一個重要的基本價值。
現代人比較自我，在缺乏宗教思想及傳統道德觀念的精神支持下，有人為了
追求一個完美的生活而接受墮胎、試管嬰兒，基因改造、胚胎移殖等……，
他們將精神寄託在物質上，用科技來解決生命的問題，把經濟視為生活的追
求，但科技未必能解決人生的痛苦，還可能踐踏了人的尊嚴！其實，掙扎、
逆境、甚至痛苦，是生命難以逃避的，就好像廣告的小孩說：
「你點知聽日
會落雨……希望在明天丫嘛」，我們應緊記：「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在這些掙扎、痛苦之後，將會有燦爛的一頁。

痛苦的意義

後記：

問： 有些人很明確地表示無法承擔胎兒的缺陷，又或不想面對社會壓力，造就
單親家庭，更不想為孩子帶來成長的痛苦和遺憾，增添社會負擔，所以他
們考慮墮胎，對於他們的擔心，你有何意見？
答： 請不要拿社會作盾牌！誰也有可能成為社會的重擔！一個負責任的社會是
要維護和關心弱小社群，哪管他們是獨居老人、傷殘人士、單親家庭成員
或是唐氏綜合症患者，因為這些人全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亦對社會提供
了很多正面的意義，使社會多點人性、多點和諧、多點照顧弱勢團體，使

跟歐陽嘉傑醫生做了兩個多小時的訪問，猶如上了一課豐富的生命教育
課，本以為簡單的一個墮胎課題，原來當中包含了社會、政治、經濟、民生、
醫學、宗教、哲學和倫理科學等問題和考慮，（由於篇幅所限，不能盡錄）。
這次訪問，除了提醒我們應有的社會道德責任外，還讓我們明白痛苦是成長的
必經階段，最後我以歐陽醫生所說的一個比喻來總結他對生命的價值的看法：
人生就好比一幅龍鳳刺繡，每一條線都代表一個生命，短或長都有其價
值，結構起來，才成為一幅美麗的圖畫。

版權所有 c 2008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橋》編輯委員會：何文康（顧問） 陸惠玲 呂清華

張曉欣

謝龍騰

楊麗儀 李睦順

二零零八年九月

第二頁

第 10 4 期

家庭服務社工
婚姻輔導員
潘蔡妍珊
從事輔導工作多年，參加不少心理治療工作坊，參考過不少有關的著
作，近年亦參與不同的輔導學培訓工作。在這個行業的發展歷程上，我不停
地探討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什麼是輔導的最終目標？怎樣才可以協助
受助者達到這個目標？
尋尋覓覓，究本清源，卻發現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不停的找尋一個真正的
我。人本治療法（Person-Centered Therapy）大師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曾經在他的晚年時說：「奇怪的矛盾是，當我如實的接納自己的本
來面目時，我則不能自制地改變了自己。」羅傑斯所謂的改變，是一種正向
的改變，一種邁向自我實現的改變。

陳天維
曾幾何時，聽說過有些人認為卡通片只是為小朋友而設，成年人看卡
通片目的只為了陪伴子女，增強彼此溝通？相反，有些人則認為卡通片是
老少咸宜，有時更是成年人的必需品？
《功夫熊貓》是一部卡通動畫電影，故事主要講述主角熊貓一直都有
功夫夢，無奈自小在麵店成長，只能對功夫「遠看」，而不可近距離接
觸。直至武林大師烏龜決定要挑選出「龍戰士」，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
下，讓熊貓有機會圓功夫夢，經過艱辛訓練後，最終成為一位「龍戰
士」
，取得武林秘笈。故事內容雖然十分經典簡單，但是節奏明快，把兩
件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功夫」及「熊貓」結合，令整個故事變得更
加有趣。試想想，一隻肥胖的熊貓，怎會成為武林接班人，還要伸手敏捷

當我們能夠徹底全然的接納自己，我們的生命才真正的開始。試想在大自
然中，你可曾見過一尾魚，不能接受自己，而希望可以在空中翱翔萬里？你可
曾見過一隻禽鳥，不能接受自己，而希望能暢遊於碧波中？假如是這樣，魚兒
則不能享受在水中的樂趣，鳥兒也喪失了在空中的自在。奇怪的是，只有人才
會不停的批評自己、否定自己，令自己越來越遠離真正自然的本我。

地戰勝功夫強勁的高手？

假若我們堵塞自己的心靈耳朵，拒絕聆聽自己的內在聲音，壓抑它、排
斥它，那麼，我們便會越來越對自己陌生，與自己越來越疏離，也會變得更
加畏首畏尾，對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越感迷惘。很多陷入抑鬱狀態的
人，正是面臨這種與自己的疏離感。

點，每個人也有其可取之處，與中國人有句諺語：「有志者事竟成」，不
謀而合，雖然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但要實行起來並非容易！

所謂徹底全然的接納自己，是以覺醒心和關愛心去擁抱時刻相隨的生命經
驗，去覺察自己身體及心靈的蛻變，不企圖操控、批評或抽身逃離。讓我們毫
不抗拒地去感受自己內在的任何經驗，包括悲傷、擔憂、痛苦或喜悅，也去接
受自己對其他人、事、物的渴求或厭惡。讓我們稍作緩步，去細味這些感覺和
感受的性質，用開放、寬容且充滿愛心的態度來看待這一切。奇妙的轉變就在
這一刻發生，當我們徹底全然的接納當下的我，我們會感到如釋重負，隨之一
股清泉或是一股暖流從腹中冒起，讓我們充滿新的能量，活得更好。
回到輔導室，我發現自己對受助者的接納固然重要，但假若作為輔導員
的我都沒有全然的接納自己，包括自己的焦慮、限制、煩惱、輕率、溫柔、
淡定……我又怎能全然的接納坐在我跟前的人呢？而更重要的是，我如何營
造一個安全的環境和氣氛，讓他們也能放心地全然接納自己，從而可以活出
真我呢？在我來說，這是在輔導歷程上，最坦然自在的時刻。

大部份影迷都認為肥胖熊貓的成功關鍵是在於建立了自信，相信自
己。故事中的師父藉著熊貓獨特之處——「喜歡食物」，以食物去誘惑及
教育他成為真正的「龍戰士」，最終成功戰勝對手。雖然表面上與現實生
活有點抽離，但是讓大家領悟箇中道理，學懂相信自己，欣賞自己的優

不過，筆者認為熊貓的成功除了相信自己外，「付出」和「學習」亦
是十分重要的。若熊貓不是跟師父上山學藝，沒有基本功訓練，根本不可
能發揮長處，戰勝對手。就以現今社會教育為例，現時語文制度不鼓勵學
生背誦，只重點訓練邏輯思維，可是一個學生沒有基本語文知識，又如何
有那麼多詞彙去分析及表達呢？有些家長時常嚷著要教好子女，但是自己
又不肯去學習親子溝通技巧、接受別人意見或付出更多時間和耐性去改善
親子關係，又如何有點兒改善？每個人的特質也不同，只要大家願意付出
時間去學習，自然地建立多一份信心，所謂「一份耕耘，一份收穫」，世
上始終沒有免費午餐！
短短的《功夫熊貓》能讓我們放寬心情，開懷大笑，從頭笑到尾。誰
說卡通動畫只限於小朋友的世界？其實每個人也需要保持一份好奇心、一
份赤子之心，為過於成熟的人生添一點生氣，既能幫助自己減壓之餘，亦
能在老生常談中作一份「提醒」，重新整理個人身心，繼續面對生活上的
不同挑戰！

安琪
讓你知道我的故事，而且還要從我自己口中告訴你，需要
很大的勇氣，因為沒有多少人知道。

和惡夢，甚至後來還能恢復正常生活和學習，更可以當上美容顧
問，可說有了自己的事業，前途一片光明；我亦先後發生了幾段戀
愛，最後與現在的丈夫結合，成了一對令人艷羨的璧人。

我是做美容工作的，每當見到很多人由於沒有注意飲食及
皮膚清潔而受到「青春痘」的煩惱，便要提醒人切忌用手擠壓
「青春痘」，除了會感到痛楚外，還會讓傷口留下疤痕；我會勸

怎料，每當丈夫要求生兒育女，或新聞提到手足口病的威脅及
近日聽到四川失去子女的父母哭訴時，當年的惡夢又回來了。枕邊

他們相信專家，注意飲食及皮膚清潔，待一星期或十天，就會自
然地回復美麗。

人的關懷、慰問，換來的是我多年的隱瞞，而對自己最重要的人的
隱瞞，卻令心上的疤痕在不知不覺間又回復本來顏色。

年輕時，我自己卻不是一個接受勸告的人，在十多年前，

割傷時，我們常會感受「切膚」之痛，雖然這「切膚」之痛只

曾經一次，就因為沒有把母親的勸導聽進心裏，惹來了一個大煩
惱——懷孕，開始時以為那只是二百多天的問題，稍後才想到那

是一時的身體感覺，但當痛的感覺遠去，卻發現皮膚上留下了疤
痕，即使日子久了，沒有了感覺，疤痕亦隨時間而變淡，不過，在

更「可能」會影響一生的前途，家人的嫌棄、同學的恥笑、學校
會迫令退學、以後的婚姻……等，好像沒有一個結果是好的。

身體受到刺激、或狀態不佳時又會重現。

我選擇用最不自然的方法解決，讓自己受到極大的痛楚，身

最近，「不幸」的看了一套讓我流下極多眼淚的影碟，它兌現
了當時社工提議的其中一個處理的結果，……真的，親愛的社工曾

體表面上雖然沒有留下任何疤痕，沒多少人見、沒多少人知，但
結果卻是數年間不斷發著惡夢，夢中見到的是模糊的面容，沒有

提供了多個可行的做法，但現實中可以容許「十四歲的媽媽」嗎？
我懷疑！

清楚的美醜；聽著的是牙牙的控訴，不知聲線是鶯唱還是鴉叫。
說到這裏，我又哭了，原來這不是勇氣可以控制的，因為，我
曾經因此需要接受輔導，那段時候的確減少了不停的哭泣

改變不了那當初以為只是影響二百多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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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勤妹豬：

金牌誕生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剛好是你八個月的生日。早兩天您媽媽問我，今年是我的第一個父親節，
想要什麼禮物？我想了一會，再看看您，便答媽媽說：不需要些什麼了，能每天看到她健康活潑的成長，
不就是最好的禮物嗎? 這內裡更有著天主那份神妙莫測的恩賜和祝福。
妳的出現，對媽媽和我可說是一個意外。媽媽和我雖然結婚多年並曾多次懷孕， 但都未能成功把妳的
姐姐哥哥帶到世上，八年前的經歷更是深刻。隨著我倆的年紀日長，對小生命的期盼已變得淡然，有時媽
媽和我更會笑談怎樣安排退休後的生活，然而，天主就在這教人無法預計的時刻，把妳交托給我們。
由於之前的經歷，我們對再次懷孕實在有不少的顧慮。起初，對懷有妳的事隻字不提，為怕令身邊的
親人再次失望。由於妳媽媽的身體向來不是太好，當我們懷著驚喜的心情前往作產前檢查時，醫生說儀器
暫未能測到妳的心跳，醫生只能安慰媽媽作多點休息。那時，我心裡不禁疑惑，天主既要把妳交托給我們，
為何不讓妳健康地成長？就在這無奈和擔心中，那創造生命的大能者差遣了一對朋友作我們的守護天使，
他們的熱心和對中醫藥的認識，讓媽媽的身體一天天地調理過來，我們在後來的檢查中，終於可見到您小
小的身軀和心跳了。
可是，天主要給我們這個家庭多來些鍛練，要讓我們知道您有多珍貴，當我們正準備告訴身邊的人關
於媽媽懷孕的消息時，媽媽突然作小產，我們再一次面對挑戰，除了一般的入院治療外，我們一家都懇切
祈禱，再加上一班弟兄姊妹的代禱，終獲得天主再次眷顧，妳和媽媽的情況終於穩定下來。出院後，媽媽
更把原來的工作辭掉，留在家中專心迎接您的來臨。由此可見，妳在我們心中是何等寶貴。
在醫療發達的香港，加上年紀關係，醫生建議媽媽進行各樣的檢查，藉以確定妳是否一切正常，以便
若有問題可及早跟進。在初步檢查的幾天後，爸爸接到醫生的電話說你有五十份之一的機會可能是基因有
問題，建議媽媽作一項有流產風險的跟進檢查。妳或許不會明白爸爸當時的心情是多麼沉重和矛盾，這不
單是接受檢查與否的選擇，而是信德的考驗。萬一證實妳是不健全，那麼會如何呢？我更擔心因這檢查而
危害了妳。
就在這時，天主又差遣了爸爸最好的一位叔叔朋友作我們的守護天使，他問爸爸：「如果BB不健全，
你會不會唔要佢？」爸爸想也沒想便答說：「一定唔會唔要。」叔叔說：「既然如此，那你便毋須多想。
這個檢查只為確定初步檢查的推斷，結果如何對你們來說已不重要。倒不如把一切交給天主吧，天主自會
照料。」當時爸爸想如果天主要揀選把您這個小生命交給我倆，無論妳健全與否，那必定是祂認為我倆有
這能力去全心全意去愛護、照顧妳，而這也為妳是一個最好的安排。這刻，爸爸心中一片坦然。 說也奇怪，
當回到家中告訴妳媽媽時，她反而有莫大的信心相信妳必定是最好的一個。雖然如此，爸爸偶爾也有忐忑
的時候，但每想起這個受試探的經歷和箇中的得著，便有無比的信心和勇氣去度過等待您來臨的日子。
爸爸媽媽相信每天隔著肚皮與您一起禱告，除了使妳認識爸媽的聲音外，更重要是讓妳認識那創造妳
的天主。好不容易到了預產的日子，祂選擇讓妳在 10 月 15 日來到這個世上與我們相遇。當爸媽見到妳胖
胖的身軀，嬌柔的哭聲，就知道妳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那個小可愛。為感念天主的大能和慈愛，我們更在
回家前把妳帶到聖堂，讓妳能親眼看到那在母胎中一直看顧著妳的那一位天主。
寫這信給妳除了為記下孕育妳的點滴外，更希望妳明白天主對每個生命的祝福。 我
們深信祂既然把小孩帶到每對父母中間，祂必會照料每人的需要，並在困難中與我們並
肩同行。願妳在成長中能繼續認識天父對人的祝福和慈愛，並在一生中蒙祂的帶引護祐。

貓咕爸爸、貓 E 媽媽
2008 年父親節

愛與生命教育輔導員
張曉欣
2004年天主教會立了一個有四個子女的母親——聖吉安娜為聖人，聖吉安娜一生平凡，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是一位專業兒科醫
生，喜歡爬山、音樂。甚麼事令她成了一個聖人呢？
1969年9月初，當她懷著她第四個孩子的時候，診斷出挨著子宮外長了一個腫瘤。醫生告訴她，她若要保存性命，必須切除子宮、
腫瘤與胎兒，即進行人工流產。若你是她，你會怎樣選擇呢?
我想很多人都會建議她墮胎，因為這關乎到她個人生命的安危，而且她還有三個子女要照顧。吉安娜卻清楚表明了作為一個母親，
對自己胎兒的生命的態度：「如果你們必須在我與孩子之間，作一個選擇，請不要猶豫：選擇孩子——我堅持救孩子」。
寶貝成功誕生，僅經驗到短暫的喜樂，接著便是驚人劇烈的痛苦與昏迷。但她說：
「的確，我信靠上主，但是現在卻是我的抉
擇，以完成作為一個母親的職責。我以我的生命更新我對天主的奉獻」
。
（I trust in God, yes, but now it is up to me to fulfill my
duty as a mother. I renew to the Lord the offer of my life）
在急救無效的情況下，她在一週後平安過世，年僅三十九歲。如今，
這個孩子也成為一位醫生，在 1997 年 9 月的「第二屆世界聖家日」致詞時，她表示：「我親愛的母親，感謝你賜給了我兩次生
命——當妳懷孕我時及當妳允許生下我時，我的生命似乎是妳的生命、妳生活的喜悅及妳熱誠信仰的延續。」
吉安娜這位母親，清楚地指出胎兒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所有的墮胎理由都是不合法的，因為生命直接來自天主。吉安娜之所
以成為聖人，除了她對生命有無比的尊敬，還有她對天主擁有英勇的信德。她深信天主自會照顧祂親手所造的子女，就如一句古老
的意大利諺語：每個嬰兒出生時，手臂下都夾著一塊麵包。意思是，隨著生命的恩賜，天主自會提供必須的一切。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一個孩子的出生，無論她的理由是甚麼，「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胎兒也全是他的報酬」
（詠127:3）。
吉安娜對生命明確而珍貴的態度，對鼓吹各式各樣合法墮胎的世界是一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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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社工
吳毓斌

若我們留給兒孫滿屋金銀，亦教曉他們知書識禮，那足夠了嗎？還要

（3）適當地處理廢物，如帶走垃圾、衛生用品和廚餘，避免使用洗潔劑，

留甚麼給他們呢？答案或者就隱藏於這個名句：「我們享用的『大自然』

過濾垃圾廢水後才潰散傾倒在遠離水源二百呎的砂石地。要使用現存

並非從上一代繼承得來，而是從下一代借過來。」意思是我們必須把這個

的洗手間，如果沒有洗手間，才在砂石上小解並用水稀釋，糞便必須

大自然歸還給兒孫。那麼，我們希望留給他們怎樣的一個大自然呢？

埋在遠離水源、營地或路徑二百呎和深七吋的地洞內，避免細菌散
播，與及加速分解。

每當走去郊野，我們最渴望親親大自然的氣息。隨著郊遊人數上升，
我們在郊野留下的痕跡亦越明顯，我們還來不及看見大自然消化舊有痕

（4）為後來者得到探索的機會，讓全部東西維持原狀及保留在原處，無

跡，它已經舖上新的了。長此下去，我們眼看大自然失去氣息，我們的郊

論是石塊、植物或歷史遺跡都不要移動。不要挖掘營溝，打釘入樹，

遊體驗亦恐難達至完美。如要提升體驗，我們必須明白、珍惜和尊重大自

永久的清走石塊及幼碎樹枝，建造傢俱或設備，引入外來物種。

然，我們不妨參考下列七項建基於科學常識的法則，訂定郊遊計劃：

（5）避免營火遺留痕跡。煮食和照明時，採用輕便爐具和提燈。需要營火
（1）計劃要量力而為並慎防意外，否則可能會弄污大自然或要置身險境

時，份量必須細小和採用現存的石灶、鍋盤或土墩。柴草衹求拾於地

始能解決問題，例如迷途而隨處扎營或殘留廢物。策劃時應預備地圖

上和徒手可以折斷的樹枝。把柴草徹底燒焦及熄滅，並把灰燼冷卻後

和指南針，這可避免沿途堆石，掛旗或塗漆。還有分成小組，避開繁

才棄掉。

忙時段，都可以減低留痕。

（6）尊重野生動物免致干擾物種數量。遠觀而不要跟蹤或靠近，尤其在
（2）在耐用的表面行走或紥營，如砂石、乾草或雪地，避免踐踏草坡引致

交配、築巢、哺育或過冬這些敏感時節。不要餵飼，免得牠們逆轉行

地禿、泥瀉，不利遠足和露營。在繁忙地點，為防止損毀擴散，活動

為，損害健康，或導致牠們容易落入陷阱。食物或廚餘均要穩妥收

必須集結在禿地上，如使用現存的路徑、營地，並在路面中間單排行

藏。時刻管束寵物，否則留牠們在家。

走。不過，在荒蕪地點，為防損毀明顯，活動必須散開及遠離輕微損
毀的地方，如分散前行，散佈帳篷及用具，每天轉移營地。

（7) 為他人著想，保持應有的禮讓及寧靜，不致破壞他人的興緻。

資料來源：Leave-No-Trace Program
（ http://www.lnt.org/programs/principles.php.）

愛與生命教育輔導員
鄭靜文

親愛的準新人，你們已為自己的婚禮作好準備了嗎？音樂、禮服、婚

女所說：「給，直至心痛；愛，直至成傷」。而愛的真正意義在於無條件

紗、會場佈置、場刊……等，相信大家都已經有所安排，但這一切都會隨

的付出及犧牲。你不會計較誰的付出較多，誰的付出較少，因為婚後二人

著時間而過去，只有婚姻盟誓陪著你們一生一世。各位準新人，你們明白

已成為一體，亦會視他為另一半。你何曾見過右手跟左手計較誰的工作較

當中的內容及意義嗎？

多？右腳跟左腳比較誰更辛勞？既然已成為一個個體，著眼的只會是整
體，即是整個家庭，而非個別的肢體。

「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我的丈夫/妻子，並許諾從今以後，無論環境順
逆，疾病健康，我都永遠愛慕尊重你，終生不渝。願主垂鑑我的意願。」

當然，身處於婚姻當中，有很多衝突及磨擦讓以上所說的話被擱在一
旁。要一生一世，也許不是那麼易；要付出的，或許要比想像中多。婚姻

在世上，究竟有誰能夠無條件地愛護自己一生一世？無論你生病、犯

中大大小小的挑戰，從擠牙膏到教養子女中都會出現，更甚的是出現婚外

錯、年老、破產等等，對方都予以包容、體諒，並且願意與你一同走過各

情，這些統統都是婚姻中的逆境，問題是兩人是否願意同心面對困難，並

種逆境。這個人還願意在親友的見證下，向你許下永遠忠貞的承諾，表示

相信只要努力定會有出路。日後每當面對婚姻中的困難時，想一想你今天

從今以後心裡只愛著你一個。彷彿在對眾人說：「千萬人中，我只選了

所許下的盟誓，也許它能帶給你多一點的力量和勇氣去接受當中的困難與

你，以後無論如可，你在我眼中是最好的」。

挑戰。

當然，接受這份盟誓的時候，你自己也需要有同樣的決心向對方許下
這至死不渝的盟誓。

婚禮中最神聖的一刻，除了交
換指環外就是宣讀婚姻盟誓。建
議各位準新人在婚禮前，預先背

究竟這是一份怎樣的愛情呢？社會上一般來說，我們是覺得對方可

誦這段誓詞，好讓交換盟誓時，

愛、值得愛，我們才會去愛。然而婚姻就是，即是對方不可愛，我們也要

二人可更投入盟誓中的每一個

去愛。就算是對方令自己傷心、憤怒，也得堅持到底。就正如真福德蘭修

字，並以堅定的眼神及語氣道出
這份至死不渝的盟誓。

婚姻輔導服務 電話：2810 1104
性障礙治療服務 電話：2810 1225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 電話：2810 1105
婚姻調解服務 電話：2782 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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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cmac.org.hk

電郵：os@cma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