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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關係，不懂處理的話，可以很複雜；相反地，懂得處理，可以很簡單，而且快

樂，對男女雙方都有益處。這書就像一本婚姻的心靈雞湯，每一章都深入淺出，每

天看看，再嘗試在婚姻裏實踐，不知不覺地，就可以讓婚姻得到滋潤、成長。從等

待到戀愛，從戀愛到婚姻，Joanna都陪伴着我和太太走每一步；現在，這書已成

為我們婚姻生活的輔導員，Joanna將所學的，結合自己的經驗，與我們分享維繫

婚姻的小秘訣，希望這書能讓你和我，發掘藏在婚姻裏更多的驚喜！

推薦一

王祖藍
電視藝人

推薦二

李亞男
電視藝人

常常聽人說，熱戀時對方甚麼都好，但一結了婚，甚麼問題都會出現，甚至因而放

棄愛情。但是我不信。只要大家有一顆謙卑的心，願意在神裏每日學習怎樣去愛對

方多一些，我相信夫妻二人可以白頭到老。

我和他（祖藍）認識了十年，交往了五年多，感情有增無減，至今依然像初戀般甜

蜜，到現在還沒吵過一次架。雖然會有衝突（因為各自立場不同），但關係比對與

錯重要，無論誰對誰錯，我們都會先說一聲「對不起，令你傷心了」，然後互相分

享感受，一起祈禱，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好。除此之外，我們常常看不同的愛情指

導書，見輔導，或跟一些模範夫婦偷師，希望不用走錯路。我們不會等感情出了問

題才去求救，而是在問題未發生之前就去學習怎樣預防將來會遇到的難題。愛情就

像盆栽，要好好澆灌同栽種，並掌握當中竅門，這樣才可以開花結果。

我們從Joanna和孝國身上學了很多相愛之道，Joanna的《戀愛防腐學》也可讓戀

愛中的你更懂得怎樣去愛和珍惜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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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總看到短處，關係中總會有摩擦，但若夫婦能恩慈相待，寬恕諒解，雖犯錯不

智，夫妻仍是相愛，仍願風雨同路，彼此多關心，多鼓勵欣賞，以恩慈相待，體諒

包容，在安全信任的氣氛中，自然可以更深的交流，更深的結連。

不過，要恩慈相待，講是容易，做起來卻感模糊，看見婉霞以她多年在輔導專業上

所累積的洞見，和在婚姻上的認真反省和反覆操練的領悟，清楚具體地將恩慈的觀

念化為A-Z的實戰步驟，夫妻可仔細參詳這書中的指引，按部就班，認真地同步操

練。基督在婚姻家庭中作了主、作了王，夫妻自能恩慈相待，婚姻自能穩固甜蜜！

屈偉豪博士

香港伯特利神學院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主任

讓婚姻中滿載恩慈

愛是一種需要學習的情操，婚姻是項終身研習相愛的操練。

二十一世紀風雲萬變，衝擊挑戰處處，很多時都遠超過我們所能掌握，不過一切在

變，但是人對婚姻期待的心卻沒有改變，我們仍然深深地渴望着安全保護，愛與關

懷；相愛扶持的婚姻，就最能夠向人提供這些心靈的需要，不理外面的世界怎樣，

有人在家等我，有人願意與我分享一傘蔭庇，風雨仍同路，一生何求，實在是無比

的幸福！

可惜婚姻家庭在我們的社會中卻深受傷害，歷史中再沒像這時代有這樣多的婚姻講

座和書籍出版，歷史中再沒這時代般有這樣多的離婚和婚外情，香港的離婚率已達

五成，我們實在需要警醒，需要真心地去投入婚姻，細心地去呵護愛情！要能在婚

姻中保持親密。

無數婚姻講座和書籍都教我們用技巧、搞氣氛、燭光晚餐，追求浪漫，但若有一天

我們「橋」用盡，再加上日積月累的摩擦，人疲倦，再不浪漫時又怎麼辦？但回望

上主，天父卻是個恩慈信實的上帝，祂無條件地愛我們，赦免接納，以弗所書2：

5、7、8四次提到恩典、恩慈，約翰福音1：14描述耶穌就是豐豐富富的有恩典有

真理，救恩的中心就是恩典，婚姻關係的中心也應該是恩慈。結婚久了，了解深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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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婚姻非偶然

光從這本書“Love from A to Z”的書名，你就可以想像作者是一個活潑有創意的

人。認識婉霞的這些年，看到她熱忱務實；她在電台侃侃而談的話題，在著作中殷

殷提出的信息，道出了婚姻的真正意義，詮釋了婚姻的真正價值。

美滿婚姻的前提是「配偶應該是我生活的第一優先」，敏銳感受並恰當的滿足對方

的需要；可惜現代人太忙碌，失去細膩的心思，甚至不了解自己為何要結婚，以致

結婚沒有多久就觸礁，好多的「以為」之後，在婚姻中掙扎、痛苦、甚或絕望。深

信Joanna一心想把她多年來，從好好戀愛到婚姻輔導的心得化成實際行動指引。

本書不是空有理論，反而像是婚姻關係指南；不是光在問題打轉，而是進入問題核

心探索，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與丈夫孝國的實例也放在書中探討，讓人一面讀，一

面省思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成功婚姻真的有秘訣嗎？對於傳統的華人婚姻觀，這可是一個很有挑戰的題目！社

會結構的逐漸解構，白頭偕老、從一而終、相敬如賓⋯⋯的婚姻觀念不再被肯定，

離婚率越來越高，單親家庭越來越多，面對失敗的婚姻及家庭的瓦解，諮商師、輔

導員都期待能防患未然地提出正確教導，希望能幫助情侶們進入健康的婚姻裏。

這本書是作者多年來自己的婚姻生活、諮商個案、以及再學習，對婚姻有正面的提

升作用，並把影響夫妻關係的A至Z廿六個秘訣詳細解說，好讓那些籌劃婚禮而沒

有作好一生婚姻準備的將婚者有清晰方向；對躊躇於離婚邊緣的已婚者，提供了轉

向的實際步驟和秘訣。

健康、快樂和幸福的婚姻，不是偶然產生的。本書中的「小秘訣」，夫妻要一起練

習，才能深化彼此的互動及深入溝通，只要願意實踐書中的建議，配合細膩的心

思，相信你們也一定可以找到成功婚姻的秘訣。

婉霞Joanna是一位美滿婚姻的維護者，願她精心寫成的《戀愛防腐學──Love 

from A-Z》，使有情人都能經營出幸福的人生！

翁麗玉老師

香港忠僕事奉中心（但以理學院）總幹事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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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序三

愛是需要不時喚醒的

收到Joanna的《戀愛防腐學》，第一個反應是為一對結婚多年仍在熱戀的朋友感

到一份甜蜜。能將相愛的心得用26個英文字母組成，當中不乏創意和心思。對我

來說，A至Z有一種由開始到終結的意思，從相識、相戀、結婚、建立愛巢，是一

份至死不渝的愛。是的，婚姻是一個一生一世的旅程。

讀着Joanna跟丈夫孝國相愛的心得、一些別的夫婦的故事和精簡的提醒，我不時

停下來反思自己的婚姻，我發現不少相愛的原則我們都是知道的，卻被忙碌的生活

節奏、個人生活的壓力及兩個人相處時的不協調，叫我們忘記了要好好愛身邊最親

密的伴侶，Joanna的26訣，正好發揮提醒的作用，我們夫婦的愛是需要不時被喚

醒的，當中有不少是可以具體實踐出來的。

我們經常慨嘆現代夫婦結婚日子久了，感情就越來越淡，但Joanna跟孝國就是能

夠改變這種宿命。你想夫婦的愛越久越深、甚至濃得化不開嗎？放這本書在床邊，

不時喚起你對枕邊人的愛和行動吧！

區祥江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科副教授、作家

「愛」重要還是「合」重要？

有說婚姻是戀愛的墳墓。愛情也許令人嚮往，但進入婚姻關係則很多人都抱着懷疑

的態度，因而少了一份委身與堅持，間接使離婚率不斷上升。但婉霞從不相信「婚

姻是戀愛的墳墓」這謊言，並著書分享經驗，揭露美滿婚姻的秘訣，立志將人從戀

愛墳墓帶往幸福天堂。

婉霞熱情、認真、努力不懈⋯⋯，在她的專業領域裏，再接再厲，第三本「好好戀

愛」的著作面世了。戀愛，是多麼令人神往；但是如果不知、不能好好戀愛的話，

那也是令人心碎的事！

在我教牧的生涯中，時常需要為出了問題的婚姻協談、輔導。常感無奈的是，婚姻

出了問題，要到見牧師的地步，大都是已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了。時常感

嘆：如果有人能在婚前就幫助他們了解如何戀愛、如何找到合適的對象，就會減少

很多怨偶。因為婚姻出問題，大多是「合不來！」「不搭配！」「難溝通！」⋯⋯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又說愛對方！因此，我不禁自問？婚姻幸福的關鍵，到底是應該

以「愛」為重？還是以「合」為重？當然，相愛、相合都是婚姻中絕對不可缺少的

要素，但是在選擇或決定對象時，到底是要以哪一個為先、為要呢？一直到近年來

（已經近七十歲了）才恍然大悟。

原來答案早在天父上帝設立婚姻家庭時，已經明示於聖經中了。「耶和華上帝說：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世記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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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祂把如何尋求合適配偶的使命，託付了婉霞。婉霞運用上帝給她的智

慧，並以多年來的經驗和案例，寫出了《戀愛防腐學》。婉霞在本書告訴你：如何

和你（妳）的伴侶「相配」、「相助」、「相親」、「相愛」、「相守」。當夫妻

兩人都肯照着A至Z此26要訣去身體力行的話，深信必蒙上帝恩憐賜福，並能以基

督化的家庭，來見證上帝所設立的婚姻，是在地如在天的人間佳偶。

解英崗牧師

藝人之家榮譽家牧

序五

相愛20+年

這樣就過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與Joanna相識三個月便決定結婚，何志滌牧師為我們做了婚前輔導

後，翌年的復活節主日我們雙雙步進教堂，揭開新的一頁！

我是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典型男孩子，在學時沒有受過任何自我成長、認識異

性、戀愛婚姻的教育。所以當年與Joanna婚前幾個月的相戀及至婚後幾年的相

愛，都是靠「撞板」才學會的。如果當年已有這本書，又好好準備的話，就可減少

從錯誤中學習的傷痛！

感恩天父賜給我這位賢妻，美貌與智慧並重，常有創新意念及獨有的個人特色，願

她的經驗、書本中的內容成為多人的幫助，誠意向你推薦這本書。

書中的相片是我近年在不同地方所記錄下來的影像，每幅相片都收藏着回憶，也希

望與Joanna的文章互相配搭。

余孝國院牧

作者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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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感恩、感激

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將此書完成，過程猶如婚姻生活般充滿挑戰，有艱難，當

然更多是樂趣。

編輯構思了好幾個書名，最後決定用《戀愛防腐學》，這也是我最喜愛的， 因為

防腐有防止變壞變差變老的意思，不只外表要防腐，連思想和感情也要防腐。人的

衰老是自然現象，無可避免；但感情卻可以不老、不朽。防腐，是要做工夫的，也

是切實可行的。

寫這書較前兩本難，由26個英文字母砌出婚姻生活智慧，要易記易明易實踐，分

享自己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點子，這還未算難；最難是要把原本刊於專欄、限定字

數的文章，變成一本值得讀者捧讀和收藏的書，那便要重新整理、增潤，多解釋

一些理論，多闡述一些例子，多列舉一些個案，總結多一些經驗⋯⋯這些都很花時

間，而且過程中電腦死機、手寫板失靈，真是困難重重。感謝編輯的鞭策，及學堂

義工「九方小子」Leon的幫助，終於完工了。

書中也收納了一些愛的故事，雖然用了化名以保障私隱，但都是真人真事，希望讀

者能夠從別人的經驗中擷取智慧。

整理二十年的婚姻生活，要感激的家人、朋友，多不勝數，無論生活中傷心事快樂

事都有人分擔分享，真是此生無憾。天父知道你們的名字，願祂暗中報答。

感激在信仰上、婚姻觀上都深深影響我的何志滌牧師、羅乃萱師母和解英崗牧師，

你們的教導和榜樣，我會牢記一生，傳承下去。

感激恩師屈偉豪博士在專業上的指導與提攜，沒有你，就沒有今日的我。兩師

徒⋯⋯心照！

感激在管理學上扶我一把的司徒永富博士及HKPES的FAC自由人小組導師尹祖伊

先生和鄧有信先生。在2006年，對管理學一竅不通的我，一下子要肩擔好好戀愛

的使命，辦學堂、接個案、領講座、做宣傳，切切實實地營運一個one man band 

的一人企業，在信仰層面，如何作一個學像耶穌的僕人領袖；在運作上，如何管

理，做好市場定位，尋找屬於你的顧客群，找出自己的工作性格，寫下使命宣言，

怎樣有效貢獻自己，量度績效，做好財務預算，加入創意，令自己的服務有特色和

與別不同⋯⋯，真是學無止境。九年過去，學堂仍未「執笠」（結束），縱有艱

難，也可收支平衡，真要多謝導師們適時適切的提點。某次被司徒永富博士介紹為

他的學生，這種榮幸，震撼我心。我會在這個「無知」的領域繼續學習。

感謝學堂每位義工和顧問，不論你們是新入伍或是知心友，都謝謝你們的付出與同

行。感謝每位接受服務的朋友，謝謝你們的信任。感謝每個合作過的教會、學校和

機構，每次tai lor made（度身訂造）一個聚會都是一種挑戰。感謝愛我的丈夫孝

國，在你面前，我感到受寵愛和矜貴，沒有余夫，就沒有余夫之寶！

書中有些資料，是廿多年來在不同導師的成長課程中學到，再加以融會貫通，感謝

每一位教過我的導師：黃麗彰博士、區祥江博士、霍玉蓮女士、羅乃萱師母、郭

奕宏牧師、郭林梅芳師母、游建國及劉儷伉儷、黃茵女士、孫天倫博士、謝佩芝博

士⋯⋯還有很多，天父絕不忘記你們。

再次感謝在我生命中成就一切的天父！願我的生命及手所作的一切，能榮耀祢名。

杜婉霞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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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花結果

親愛的祖藍、Leanne（李亞男）：

落筆之時收到你們傳來的幾幀結婚照，心中激動。

2006年我們在藝人之家認識時，剛好我在寫第一本書《好好戀愛》，當年我和孝

國慶祝結婚十一周年，祖藍為《好好戀愛》附送CD的主題曲錄音，並擔任好好戀

愛大使，一同推動好好戀愛信息。轉眼九年過去，今年我和孝國結婚二十周年，再

度出書，你們也踏進婚姻關係，開展人生新的一頁，能見證着你們在愛情路上的每

一步，看到你們今天開花結果，我甚欣慰。

回想多年來，祖藍作為好好戀愛大使，都以身作則，早期不但勤力上課，還努力實

踐所學。

特別欣賞你們的忍耐、等待及積極學習。還記得你們在交往初期，40天完全不見

面的清心禱告，忍耐、等待，先做朋友，在我家分享心事……

在節奏快速的香港，等待，真的一點不容易。但你們謹慎自守，當中的掙扎與忐

忑，我印象猶深。

又有一次，某雜誌亂寫甚麼李亞男「有饀」，我致電祖藍表達對你們的信任。祖藍

表示沒有發生過的事，時間會證明一切。是的，在性關係開放的社會氛圍下，要守

着身子給自己的配偶，真有點叫人難以置信，特別你們都身處人稱「大染缸」的娛

樂圈，是公眾人物，又是才子美女，但你們做到了。我以你們為榮。

我也見證了你們的努力學習，不論在接受輔導、閱讀書籍方面上都主動積極，以致

你們為關係打穩了根基。屈偉豪博士的輔導，區祥江博士著作的《男人心事》和

《女人心事》，都使你們獲益良多。

記得有一次，Leanne在我家談心事，研究食譜，最後把我家儲藏的營養師黃凱

詩的大量食譜，放入行李箱裏拖回家慢慢研究。你們不僅重視心靈質素，也注重身

體健康。好啊！

願創造人類、設立婚姻的主，使你們恩典充沛，並成為眾多年輕人在情路上配得學

效的榜樣。

同行者

Jo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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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男大不同

在2014年11月的無綫電視台慶夜，王祖藍當眾向李亞男求婚。這一場世紀求

婚，令人感動，一擊即中，並且有世界各地觀眾共同見證，各界友好恭賀，雙方父

母祝福……

當然，不是人人可以有個舉世矚目的求婚，但結婚確是人生大事，男方思前想後，

想清想楚，發覺在認識的眾多女子中，唯獨那一位超過一切，好想和她共度下半輩

子，才會求婚的。

祖藍曾經自言因身形矮小，擔心沒有機會好好談一埸戀愛；結果他不但戀愛成功，

而且追到的是2005年國際華裔小姐冠軍，這實在好不容易！神沒有施行神蹟給祖

藍加高幾吋，也沒有給他一個更矮小的女朋友；他們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大相襯的

「長短腳之戀」，但現在不僅獲大眾接受，更受大大祝福，這豈不也是神蹟？

祖藍在求婚時，說了以下這番話：

「我們在藝人之家認識。我們兩個是很不同的人，相識時，我只是兒童節目主持，

你是選美冠軍；我很矮，你很高；我很複雜，你很單純。感謝主讓我們認識，在愛

情路上會經歷很多風浪，多年來，我們不是一時衝動，我們做了幾年朋友，也拍了

很多年拖，大家對彼此的關心、犧牲，印證了我當初一個信念，無論追你有多困

難，娶到你的話，我一生都會好幸福。」

「無論明天我的事業如何、身體如何……人生裏要找一個覺得與對方過一天得一

天、每一天都是恩典的人。今天雖然瞞住很多人搞了這次求婚，但這裏有很多台前

幕後的同事、朋友，看着我們入行、長大、拍拖，所以想在多位的見證下，問一

句：『李亞男，你願意嫁給我嗎？』」

祖藍不但講出心中所願，想娶亞男為妻，也同時講出了他們真的大大不同，是現實

中需要正視的差異……

1. 「我很矮，你很高」

身形的肥瘦或許能改變，但高度是無法改變的。要突破外觀差異造成的心理關口，

承受別人的指指點點、說三道四，當事人的心理質素尤其重要。

一般情侶在外形上的差異可能沒他倆的大，但都應坦白地問自己，對方有沒有一些

背景、客觀條件如年紀等，是改變不到的事實？如果有，你是否能夠接受？若接受

不了，日後如何能在一起？

2. 「我只是兒童節目主持，你是選美冠軍」

男人的事業與才華，是女性擇偶的考慮條件之一；當男人的外形先天不足時，事業

與才華更顯重要。在亞男已經贏得國際華裔小姐冠軍的時候，祖藍還只是一位兒童

節目主持人，尚未有機會顯露他的才華；但亞男有着忍耐，與祖藍做朋友期間，LE
VELL

IN
G U

P



戀愛防腐學22 23戀愛防腐學

靜靜觀察他的人品，確定他是一個對家人親愛，對朋友重情重義，不斤斤計較，

做事認真，對工作有熱誠的人。在專業上，祖藍對中西名片、時裝劇、中國戲曲、

舞台劇……都甚有研究，具獨特見解，更不時與亞男研究演技，以及幫助她操練廣

東話，這一切已足以叫亞男看到祖藍的不凡。後來祖藍在事業上顯露出的光輝與光

芒，不過是錦上添花吧了。

男女初相識時互有好感，或多或少會對對方產生一些幻想。但相處下來，時日會呈

現戀人的真實一面，難以假裝或收藏自己不好的一面。所以在遇到心儀對象時，值

得花點時間先做朋友，互相觀察，深入認識。時間是你忠誠的朋友，不會騙你的。

3. 「我很複雜，你很簡單」

亞男在加拿大溫哥華長大，生活環境比較簡單，節奏較慢；祖藍在香港長大，社會

環境較複雜，生活節奏也較急促。亞男要適應香港的生活，也要在娛樂圈生存；祖

藍則要在事業上奮鬥，他倆互相接納、互相扶持。相信在祖藍眼中的亞男是單純，

而非無知；在亞男眼中的祖藍是靈巧而非複雜。

借用祖藍在劇集《老表，你好hea！》大結局中的一句對白：「你要知道自己是

怎樣的人，才懂得怎樣做人。」同樣地，在戀愛關係裏，你得了解自己是怎樣的

人，才知道甚麼人適合你。

惟有真正接納大家的本相，不帶不切實際的幻想，互相尊重，才能發揮彼此不同的

優勢。真正的接納，就是不勉強對方跟從自己的想法、做法，明白對方是一個自由

自決的人，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大家可以輕鬆自在地做回自己。這種在愛中的輕

鬆自在感、彈性和自由度，反會激發人因愛對方的緣故，更願意去改善和改進自

己，更合乎彼此的期望。當你先去接納，假以時日，好的轉變就會接踵而來。

祝願祖藍、亞男的不同，非但能互補不足，也會帶來適應上的情趣與樂趣。

願天下有情人，都能接納彼此差異，共同創造屬於他們的獨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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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公主的婚禮

王祖藍和李亞男的喜帖，是童話式的漫畫，把他倆化身成王子、公主，並寫上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Prince and a Princess. They 

married and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從前，有一個王子和公主，他

們結了婚並從此快樂地生活……）。童話般的婚禮，在迪士尼樂園舉行，由入埸一

刻，已感受到童話世界夢境成真的氣氛。

整個婚禮滿有感動的場面，Leanne（李亞男）多謝父母有非常美好的榜樣，不

論順境逆境都守候在對方身邊，這使她對婚姻非常尊重，並對選擇伴侶抱持謹慎的

態度。

祖藍特地製作了一條短片，介紹已過身多年的父親，並指出父親那種負責任、幽

默、顧家又愛家的態度，對他影響深遠，叫他知道何謂一個好男人。祖藍的妹妹也

秘密練兵，出其不意地上台獻唱一曲《哥歌》給最敬重的長兄，多謝祖藍多年來將

家人放在第一位，對她供書教學，默默關懷，更道出父親過身時，祖藍只有廿來

歲，就要擔起頭家，但他的承擔展現了長兄為父的愛，令她從未感到缺乏父愛。整

個婚禮，在在都說明了父母的婚姻對兒女影響深遠。

這一代離婚率高，關係易結易離，要維繫婚姻，真是一點不容易啊！偶然看到一首

打油詩，與大家分享：

經常對他（她）笑一笑，維繫感情好重要。

每日互相讚一讚，婚姻生活無嗟嘆。

親密行為互相送，愛情之花好易種。

姻姻生活無埋怨，大小問題不計算。

每日互相抱一抱，相親相愛可到老。

每天起床親一親，愛情力量日日新。

如果某刻思念他，不妨講聲你愛他。

多謝唔該（勞駕）常掛口，日日散步手牽手。

小小衝突難避免，講聲sorry笑容現。

不可含怒到日落，和解協議有着落。

夫婦可作知心友，互助互勉互接受。

大事小事都分享，溝通無阻多舒暢。

驚喜溫馨無價寶，卿卿我我唔老土（不老套）。

美滿婚姻榮耀神，靠賴神恩服侍人。

婚姻真不簡單！願你的婚姻使你的兒女代代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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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ion
互相欣賞

所有人都喜歡受欣賞

──特別是身邊最親密的人的欣賞。

我生長在一個「百彈教主」之家，已記不起在家中獲讚賞的經驗，但聽到「這樣不

是、那樣不對」的說話倒還不少，例如字體寫得不端正、衣衫襯得不好看等。所

以，從小我是個沒有自信的人。

讚賞能建立自尊自信

在我而言，獲讚賞的經驗多在學校發生，例如被老師讚有禮貌、有創意、朗誦咬字

準確、有音樂感和節奏感、在舞台上揮灑自如絕不怯場⋯⋯我哪一個項目獲讚賞，

在哪一項就會更加努力，希望下一次再能獲得老師稱讚；無怪乎禮貌、歌唱、話

劇、英文等，後來都成為我建立自信的範疇，尤其嚮往在舞台上尋找那失落了的

自己。可惜，老師的讚賞抵消不了父母的貶低，除了英語會話外，其他如創意、音

樂、話劇等都不能讓父母引以為榮。

後來到美國讀書期間，我接觸了很多正面的表達方式，才驚覺說話的力量有多大、

身體語言有多具鼓勵性，例如坐在前排的學生，得到老師一個鼓勵的眼神或一句

“Good Job”、“Well Done”，就可以激起超乎想像的動力，繼續努力，更可使

人勇於挑戰自己的限制，突破自我。

反之，不好的說話可以使人自尊自信盡毀，更誤信這是「事實」，不相信自己是個

有用有價值的人。記得少年時有一次劇本創作比賽拿了優異獎，滿心高興的告訴媽

媽，換來的卻是她冷淡的反應和一句「搞劇本有甚麼大不了？平時成績又不見得那

麼好？」自此，有甚麼成敗得失也不會告訴家人了。

同樣地，如果愛侶向你述說自己的小成就，你卻潑他冷水：「這有甚麼了不起的？

怎麼不見你像李超人那麼有錢？」日後他可能就不再跟你分享喜與樂了。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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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如此強調正面語言的作用？因為正面語言在關係中產生「正能量」，使關係

朝向正面積極發展。

良好自尊感──健康關係的基石

「自尊感」（self-esteem）是一個人的自我觀感，會影響其感受、思想，以至行

為模式。當人來到世界時，就像一張白紙，他的自尊感都來自家庭，包括如何被看

待、如何被照顧、別人對他的評價等，這些均會烙印在孩子的成長經驗中，影響其

自尊感的高低。

一個有良好自尊感的人，情緒通常較為穩定，因為他能自我肯定，亦能夠尊重別人

與自己的不同，不需要勉強自己或他人去遷就對方；他能表達自己的需要，也有能

力滿足他人的需要。

低自尊感的人，不信任自己、不尊重自己、不看好自己，所以對別人也不會看好、

不會尊重和不會信任。低自尊感的人，也容易吸引低自尊感的人；但當低自尊感的

人聚首一堂，卻又往往彼此傷害，會因為一些負面感覺而傷害對方的自尊，令彼此

的自尊感進一步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幸好的是，自尊感是可以改變的。若愛侶二人都着意用正面言語去彼此建立，雙方

都感到受尊重、獲對方重視，彼此權力沒有高低之分，這樣就能建立更強的互信互

諒關係──信任對方對自己的愛與重視，也信任對方作出每個行為或抉擇時，都會

考慮彼此的需要。

彼此欣賞的質與量

讚賞他人的內容必須具體，用詞恰當，切忌言之無物；量方面，我偏好「見一樣、

讚一樣」，每天總可以找到可稱讚對方的地方，因為我們每天所做的眾多事情中，

總有一兩件是值得欣賞的，那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節。

我接受的輔導訓練，使我學會在再差的情況下，都看到正面、不易為人察覺但又可

欣賞的地方，例如婚外情雖然破壞力驚人，但若當事人願意踏進輔導室來尋求幫

助，這就是值得欣賞的地方；又如一位男士即使十分疲倦，仍堅持送女朋友回家，

女朋友就不應只看到他「木口木面」、好像很不情願的模樣。只要多加操練，要讚

賞對方是很容易的事，不必擔心沒有機會，反而應該擔心自己有沒有忽略了「小小

的好事」。

常常彼此欣賞，可增進感情，也可增強自己和對方的自尊、自信。你今日讚了沒

有？Facebook的「讚」可不算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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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 Well
精打細算

詳細計劃開支預算，

能減低日常經濟壓力，也能積穀防饑。

有云「貧賤夫妻百事哀」，這並不反映事實的全部，因為有些人雖然清貧卻不感覺

卑賤，有些人在缺乏中仍樂意分享、常感富足⋯⋯可是，錢的確是造成夫妻間爭拗

和互不信任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每個人如何看待錢財、如何賺錢、如何花錢，多少與其原生家庭（即出生和成長的

家庭）經驗有關。若夫婦兩人分別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在生活磨合上就更加需要

有耐性和彼此接納，切忌把對方勉強拉向你原來的階層，這只會加添對方的壓力，

令雙方都感到尷尬。

家境不同、價值相同

我來自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從高中開始在美國接受教育；外子孝國則生於小康之

家，土生土長；我們起初實在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彼此的差異。

我們採取的方法是尊重和坦白。我們各自有私己錢，亦各自有獨立的理財戶口，但

數目是不會向對方隱瞞的。當我仍在修讀碩士學位而他經濟能力較好時，他支撐這

個家；後來他全時間修讀神學，我也全力支持他。能夠這樣，全賴一份合理合宜的

開支預算及優良的投資理財計劃，這不但幫助我們減低財務壓力，更能積穀防饑。

量入為出、互相尊重

在錢銀運用方面，簡單而言，孝國着重積穀防饑，而我則主張應花則花。

在我和孝國都有固定工作時，家庭收入穩定，花錢自然較寬鬆；後來我開辦好好戀

愛學堂，收入不穩定，所以當孝國決定全職修讀神學時，我們花錢就更為小心。LE
VELL

IN
G U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