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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從古至今無消停，馬來西亞每天平均
有14宗家暴，情況堪憂。家庭暴力，簡稱“家
暴”(DOMESTIC VIOLENCE)，是指發生在家庭成員之

間的暴力虐待行為。有些人也因無法覺知和控制家暴對自己所造成
的影響，進而復制到自己所成立的新家庭裡，引發惡性
循環。沉默，很多時候隻會助長家暴的歪風。受害者陷
入危機時，須要精神上的支持、心靈上的輔導和經濟支
援，才能渡過難關。讓我們多關心身邊面對家暴的人，
幫助他們勇敢地站出來，施暴者與受害者皆接受幫助，
走出家暴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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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家庭暴力：請勿隱忍暴力，

愛自己，無懼無畏自我保護。

傷害孩子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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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暴力從古至今，每天仍不斷上演。當今

大馬（2016年3月10日）報道我國的家庭

暴力罪案正日趨嚴重，從2010年的3173宗增至

2015年的5014宗，即相等於6年來暴增58%。武

吉阿曼警察總部性罪案、虐童及家暴調查組主任王

清蘭助理總監披露，家暴案例的受害者與施暴者的

年齡大多介於26至45歲，其中年齡介於26至35歲

的施暴者在去年共有2133人，佔總數逾40%；而

男性受害者也從2011年的815人激增至2015年的

1270人，平均每一天14宗家暴，情況堪憂。

期間，我遇見遭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從來都不

在第一次遭受到暴力對待就立即報警。他們一開始

都是抱著“家丑不得外

揚”的保守心態，或者

擔心失去家庭孩子、經

濟支柱而選擇沉默。受

害者站出來也隻是單純

希望警方可以給予對方

警告，停止暴力和挽救

家庭；受害者也不希望

配偶付出坐牢的代價。 

什么是家庭暴力？

“我的另一半本來脾

氣就不好，他會打我罵

我，我也習慣了，忍一忍就沒事啦!”

“我媽以前常被我爸打，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沒什么不對！”

“男人管媳婦天經地義，如果媳婦不聽話可以直

接打她，這是正常的。”

“這是家庭私事，女人應該聽男人的，女兒應該

聽父親的。”

“打是疼，罵是愛!”  

家 庭 暴 力 ， 簡 稱 “ 家 暴 ” ( D O M E S T I C 

VIOLENCE)，是指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虐待

行為；通常是以毆打、捆綁、禁閉、殘害或其它手

段對家庭成員從身體、精神、性等方面進行傷害和

摧殘的行為。家庭暴力多數發生於有血緣、婚姻、

收養關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員間，如丈夫對妻

子、父母對子女、成年子女對父母等，婦女和兒童

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

殘疾人也會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暴是嚴重的

犯罪行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利對你進行肢體、

性或情緒虐待；家暴不僅會導致輕傷、身體疼痛或

精神痛苦，還會造成死亡或嚴重創傷。

家庭暴力的類型

臨床研究顯示，家庭暴力反映出施暴者和受害者

之間的權力控制關系。施暴者通過行使暴力向受害

者顯示自己的權力，使受害者屈服和恐懼，由此實

現和維持對受害者的

支配和控制。家庭暴

力其他原因也包括性

格、情感或精神功能

障礙；也有研究顯示

施暴者有強烈的控制

欲或長期處於經濟收

入不穩定的窘境或曾

是家暴的受害者。 

在 我 的 工 作 經 驗

裡，遇見的家庭暴力

類型如以下：

（一）施暴者擁有精

神或人格障礙問題

施暴者是典型的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和沖動型人格

障礙，常為些瑣碎小事大發雷霆，進而出現暴力行

為。也有一些抑郁症患者，或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幻

覺和妄想支配下，出現自殘行為，甚至將自己的配

偶當成魑魅魍魎進行毆打，嚴重時則常把親人打得

鼻青眼腫、頭破血流，甚至殘廢。 

（二）習染不良嗜好，如酗酒、賭博、毒癮等

有一個個案，因為酗酒，發酒瘋，對家庭成員施

以暴力。不良嗜好導致施暴者自我約束能力減弱，

無法理智地對待家庭成員。

（三）嫉妒（Jealousy）

施暴者因無中生有，懷疑自己的配偶或伴侶另有

愛無懼：

拒絕家庭暴力，保護自己

文：陳依寧   
心理咨詢輔導/
受害者關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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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歡而不斷地辱罵和毆打自己的忠實伴侶。有的甚

至出現瘋狂的行為，監控對方的行蹤或企圖控制對

方自由或干預家庭成員的社交活動。

（四）控制欲強

施暴者通過行使暴力向受害者顯示自己的權力，

使受害者屈服和恐懼，由此實現和維持對受害者的

支配和控制。家庭暴力的主控方，往往是男性。

（五）個人成長過程或人生經驗、行為模仿和學習

兒童時期暴力對待

小時候曾遭遇或是目睹家暴情形的受害者，產生

某種創傷性體驗而出現的暴力傾向，常毆打自己的

父母，孩子或伴侶。也就是說，施暴者的家庭視暴

力為解決問題，解決沖突的合法方式。

（六）生活壓力大

經濟收入低，無法應對通貨膨脹，支付日常開

銷。

（七）沉迷手機

這個是目前家暴的主要導火線。夫妻沉迷網絡游

戲，缺乏溝通，忽略家庭成員需求。南韓一對夫妻

沉迷游戲機店，竟然將自己的親生女兒活生生地餓

死。也有夫妻沉迷社交網站，缺乏溝通導致婚姻危

機或出軌。

（八）男性主義

傳統社會塑造了男性的優勢心理，並允許和慫

恿他們用暴力証明自己的地位和解決問題。社會文

化認為女性的價值低於男性，並應當服從男性的支

配。施暴者常以毆打伴隨言語攻擊以各種理由試圖

正當化施虐的原因。這都是男女不平等而衍生的問

題，造成女性在社會、家庭及經濟上的卑微。

臨時人身保護令（Interim Protection Order）

沒有一個人應該受到暴力對待。處於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在家庭暴力法令（AKTA KEGANASAN 

RUMAH TANGGA, AKTA 521）第4條文下，受害

者可提出申請臨時人身保護令。多數家暴受害者都

不曉得，其實他們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得到所謂的

臨時人身保護令（Interim Protection Order）。受害

者一旦獲得臨時保護令，如果施暴者繼續對受害者

施以暴力，施暴者將因觸犯保護令而可以立即被警

方逮捕。

受害者會問過程是否復雜？

其實，這個臨時人身保護令不難申請，程序也非

常簡單，幾乎可以在一天的時間內獲得。申請人身

保護令的唯一條件是受暴者必須報警，並要求警察

展開調查 （investigation paper）。受害者可以在社

會福利局的福利官員陪同下到地庭（magistrate）

申請。受害者被保護的有效期是從報案直到警察完

成調查程序，總檢察署決定是否將施暴者提控上法

庭為止。法令涵蓋的包括配偶、前任配偶、孩子、

無行為能力者（incapacitated person）及任何一個

家庭成員，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隻要是受害者，都

有權利受家暴法令的保護。當調查工作結束的時

候，調查官會告知受害者案件的調查結果，以便到

法庭更新暫時保護令。

人身保護令（Protection Order）

受害者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請保護令長達12個

月，過后可以再更新。保護令的好處是可以禁止施

暴者進入或靠近受害者的住宅、工作地點或學校；

受害者可以要求警察或福利官員回到住家收拾自己

的私人物品；以及使用之前的交通工具，就算那輛

車子是屬於施暴者的。

遇見家暴，怎么做？

很多家暴的發生並非“一時沖動，錯手傷人”那

樣簡單；反而是“有意識、有選擇性與持續性”的

罪行。我們關心的是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如受

害者無家可歸，需要住宿，警察和福利局將聯系有

關單位提供安全的庇護所，以隔離受害者配偶前來

騷擾、威脅或恐嚇。受害者們並不需要擔心暴露自

己的住宿，因為庇護所的地點將會是非常保密的。

大馬政府醫院的緊急及創傷部門同時也設有一

站式中心 （One Stop Crisis Centres, OSCC）。受

害者也可以選擇到臨近的醫院得到庇護。如果有需

要，受害者會被提供心理咨詢或輔導服務，或向政

府旗下的法律援助服務處及法律援助中心尋求法

律咨詢協助，有關單位將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另

外，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於2007年也設立了

24小時全年無休的愛心熱線（TALIAN NUR），受

害者可以致電熱線15999（現在被更名為TALIAN 

KASIH）以尋求庇護或咨詢。

此外，警察刑事調查部門（D11）也設立了

受害者關懷中心（Crime Victim Care & Support 

Service）。如有心裡輔導咨詢服務的需要，位於各

州警察局總部的中心將會提供專業的關懷服務予家

暴受害者。目前，全國共有26名受害者關懷人員服

務於大馬皇家警察部隊的刑事部門（D11）。

個案分享



沉默，無法幫助受害者逃出家暴的空間。
沉默，有時候隻會助長家暴的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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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是個非常需要愛的女人，她形容自己可以

為愛付出一切，也願意為對方做任何事情。她和在

銀行工作的老公認識了一個月后就注冊結婚。剛開

始老公對她進行行為管制，她覺得那是對方愛她的

表現，故願意包容。婚后同居生活，她發現老公開

始為很多瑣碎的事情嘮叨她，直接支配她的穿著、

打扮，甚至出門會面朋友還需要得到允許。小青婚

后當了全職家庭主婦，全心全意打理家。婚后，老

公開始對小青進行金錢管制，說是體貼小青，怕她

拿太多現金被人打搶，每一天隻是給予指定的金額

買菜煮飯。久而久之，小青開始和老公出現沖突，

進而爭執和吵架。每次發生口角后，小青不願意和

老公進行親密關系，而老公公然利用身體武力直接

要求小青履行妻子義務，且對她施行性暴力。小青

開始失望，想要離開對方，可是老公每一次都以弱

勢的姿態認錯。在平靜期間，老公會向小青道歉，

做出承諾保証不會再這麼對待她，令小青重新接納

他。豈知，情形每況愈下，尤其老公在工作上不順

利時，就把怨氣發泄在小青身上，甚至直接用煙蒂

燙她，賞她巴掌。小青試過離家出走，卻被老公找

到，被施以暴力毒打，而被限制出門，甚至給予死

亡恐嚇。長期的受暴生活使小青的自我評價降低，

暴力使她失去經濟能力，也喪失了社會交往的資

源，乃至終日活在極度的恐懼中。無助的她認為隻

有殺了老公，才能保住自己逃出來。終於在她承受

不了的那天，傷害了老公，然后向鄰居求救，報警

自首。 

咨商受害者過程

1.情緒疏導

受害者在咨商過程中藉由問題的敘述和咨商的支

持，達到了情緒宣洩目的。

2.關系建立

受暴者在咨商中得到了關懷、了解和認同。

3.問題解結

幫助受害者厘清困惑，也學會問題解決和沖突處

理技巧。

4.反省洞察

加強受害者了解自己的需要、問題及進行自我反

省。受害者咨商過程反省洞察的機會越多，就更容

易面對自己的缺失。

5.資訊獲得

提供受害者生活范疇和咨詢視野，轉介受害者加

入固定團體進行團體活動，參與項目計劃等，改變

生活態度。  

6.調整家庭關系和自我價值

尊重受害者在家庭關系上的角色；經過一段時

間的沉澱和思考，協助受害者在婚姻的“分合”問

題上做出選擇。幫助受害者學習如何與原配偶建

立新的互動關系（不論是離婚、分居或重回原來家

庭）、取得家人（尤其是娘家親友）的諒解和協

助，解決孩子因夫妻婚姻不和諧而出現的問題，縮

短親子關系的距離，重新的角色定位和自我價值增

長，並建立以自己為主軸的思考模式生存。

沉默，無法幫助受害者逃出家暴的空間。沉默，

有時候隻會助長家暴的歪風。受害者陷入危機時，

往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心靈上的輔導和經濟支

援，才能渡過難關。有的時候，我的個案也會因為

孩子，家庭經濟或依然深愛對方為由，不揭露對方

的惡行，選擇原諒對方，跟隨對方回家后卻又再遭

遇家暴，讓家暴繼續惡性循環。那時刻，我真的認

為自己能做的，真的很少，也覺得很無奈。在這

裡，我想要趁此機會表達的一個重要信息：勿隱忍

暴力，愛自己，無懼無畏自我保護。多關心身邊的

朋友家人，不要保持沉默，勇敢站出來。拒絕家庭

暴力，你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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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觀點

家
庭暴力日益猖獗，統計數據高居

不下，令人擔憂。以上是警方由2000年至

2012年所收集的婦女家暴統計數據。

雖然家庭暴力是屬於刑事案件，可是大多數的

人都認為這是私人或各別家庭的事情，外人不方便

插手。許多家庭暴力沒有被媒體揭發或報道主要原

因是家丑不可外揚，以致受害者沒有向有關當局投

報。近年來，因著醒覺的提高，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都願意挺身而出，舉報施暴者的不合理行為，這也

許是造成統計數據有增加的跡象。根據1994年家

庭暴力法令 (Domestic Violence Act 1994) ，家庭

暴力的受害群體包括小孩、丈夫、妻子、前夫、前

妻、殘障人士等等。因此，家暴的受害者不一定是

女人。

通常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和受害者是認識的，他們

可能是一家人。由於有著親屬關系，警方在採取行

動或調查時都可能面對重重的阻力。受害者不願意

施暴者被提控，因而不給予合作及配合。因此，有

些案件被受害者撤回，案件調查就不了了之。除此

之外，有時還因為其他原因，如延誤投報以致很多

証據都已被銷毀，造成警方無法有效地調查家暴案

件的理由。

家庭暴力大致上可被定義為由一方或雙方在婚

姻等親屬關系、家庭、朋友或同居的關系裡發生肢

體或精神侵害或虐待的行為。家庭暴力有著人身攻

擊的傾向，其中包括許多形式，如打、踢、咬、推

搡、限制、擲物或者威脅性虐待、精神虐待、控制

或勢氣凌人、恐嚇以及被跟蹤。家庭暴力發生在一

個經常以肢體或言語來傷害其他家庭成員，包括夫

妻，即虐打或精神折磨。

法律如何定義家庭暴力呢？

家庭暴力法令列明以下的狀況為家庭暴力：-

(i) 知道或應該知道該舉動會造成家裡的人身

傷害；

(ii) 性虐待；

(iii) 情感或心理虐待；

(iv) 恐嚇 / 騷擾 / 纏繞的虐待行為、危害或可

能造成損害其他家庭成員。

如何制止家庭暴力呢？

若發生了家庭暴力案件，受害者或受害者的親

屬或監護人可以向警方投報，以便申請臨時保護令

[Interim Protection Order (IPO)]。那麼，如何申請

臨時保護令呢? 當受害者離家出走后，他可以到最

靠近的警局報案。在報案紙裡必須清楚列明施暴者

的資料，以及家暴所發生的日期、時間與地點。同

時，在報案紙裡要求申請臨時保護令，以避免繼續

被施暴者侵害。切記，報案時，語文不是阻礙，受

害者可用任何的語文來報案。

如果家庭暴力屬實，警方將會出一封推薦信給福

利部。受害者可同時到附近的福利部，知會福利部

官員關於他所須要申請臨時保護令的事宜。福利部

官員會帶受害者到推事庭申請有關的臨時保護令。

這臨時保護令同時可以涵蓋其他家庭成員，以免其

他人也受施暴者的繼續侵害。若情況需要，警方可

以扣留施暴者長達24個小時，以方便調查。若獲得

推事庭的允許，可以繼續延長扣留。

2000年至2012年警方所收集的婦女家暴統計數據
向警方

投報年份
家庭
暴力

強奸 亂倫 虐待
家庭佣人

虐待
兒童

非禮 工作場合
被性騷擾

2000 3468 1217 213 56 146 1234 112

2001 3107 1386 246 66 150 1393 86

2002 2755 1431 306 39 123 1522 84

2003 2555 1479 254 40 119 1399 82

2004 3101 1760 334 66 148 1661 119

2005 3093 1931 295 37 189 1746 102

2006 3264 2454 332 45 141 1349 101

2007 3756 3098 360 39 196 2243 195

2008 3769 3409 334 無資料 無資料 2131 無資料

2009 3643 3626 385 無資料 203 2110 無資料

2010 3173 3595 無資料 無資料 257 2054 無資料

2011 3277 3301 342 78 242 1941 無資料

2012 3488 2998 302 29 285 1803 無資料

（資料來自馬來西亞皇家警察以及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

家
庭
暴
力

知
多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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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光峰
執業律師（曾任推事）/

馬大國際關系與策略研究碩士

法庭在聆聽臨時保護令的申請時會考慮多方面的

因素，其中包括受害者的人身安全。臨時保護令可

為期12個月。當臨時保護令屆滿時，臨時保護令可

以再度被延長。在法律賦予的權限下，法庭可以訓

令受害者繼續居住在共同或單獨所擁有的居所，禁

止施暴者靠近受害者。法庭也可訓令施暴者禁止進

入受害者的學校或工作地點。施暴者是否會被提控

就由總檢查署來定奪。

案例研究

個案（一）

在Chan Ah Moi v Phang Wai Ann [1995] 3 MLJ 

130 案件裡，妻子被丈夫毆打，丈夫被判入獄。由

於妻子擔心丈夫在出獄后會找她尋仇，因此，妻子

在丈夫還沒被釋放以前向法庭申請保護令，禁止丈

夫靠近她以及騷擾她。法庭滿意妻子的申請理由，

因此允許妻子的申請，禁止丈夫靠近妻子的住所，

並禁止丈夫對妻子任何形式的騷擾。

個案（二）

在Jennifer Patricia A/P Thomas v Calvin 

Martin A/L Victor David [2005] 6 MLJ 728 案

件裡，丈夫以自己的名義購買了房子，並和妻兒一

起居住在該丈夫名下的屋子。由於夫妻不和而鬧離

婚，妻子被趕出家門。某日，丈夫出國出差，妻子

就趁機搬回來。妻子出於福利以及安全理由便向法

庭申請了保護令，法庭批准妻子以下的要求：-

（1）妻子獲得臨時撫養、控制和監護孩子的權

利;

（2）若未經妻子的同意，丈夫不被允許將孩子

帶離馬來西亞;

（3）丈夫禁止毆打、騷擾、干擾、威脅或以任

何方式干擾妻子以及孩子;

（4）丈夫不准進入其名下的屋子，因為妻兒居

住該處;

（5）在這段期間，丈夫必須支付臨時的贍養

費。

根據家庭暴力法令第6（1）條款，法庭認為為了

保護妻子和孩子的人身安全，法庭可給予妻子和孩

子專用權居住在該丈夫名下的屋子，並禁止丈夫入

住。根據第6（1）條款，此庭令有效期不超過12個

月，但可再延長12個月。然而，此庭令不應該影響

丈夫的權益。雙方共同擁有孩子的監護權。因此，

如果丈夫希望行使孩子監護權，丈夫必須給妻子7

天的通知。丈夫必須履行父親的責任。由於丈夫

的基本薪金是RM1,800，因此，丈夫應該每月支付

RM250臨時贍養費給予妻子。

個案（三）

在Jayakumari A/P Arul Pragasam V Suriya 

Narayanan A/L V Ramanathan [1996] 4 MLJ 421 

案件裡，妻子與丈夫擁有兩個孩子，他們與妻子的

母親一起居住。某日，丈夫因為發現妻子想與他離

婚，所以就出手毆打妻子，並且威脅要殺死妻子。

故此，妻子攜帶母親和孩子一起搬離住家，並暫住

妻子表弟的家。隨后，妻子提出了離婚，並要求法

庭發出以下的庭令：-

（1）禁止丈夫騷擾、威脅、虐待、毆打或以任

何方式干擾妻子和孩子；

（2）要求丈夫騰空住家以及不允許丈夫進入其

住家中，直到進一步的安排或新的庭令。

法庭認為雖然房屋是屬於丈夫，可是妻子也是有

權利留在婚姻的住家。以妻子和孩子的安全為考量

以及丈夫離譜的行為，法庭禁止丈夫繼續騷擾、威

嚇或毆打妻子。法庭也認為丈夫的行為是如此令人

不能容忍，夫妻已不能再共同生活，因此批准妻子

的申請，並將丈夫驅逐出婚姻的居所。

從以上的個案看來，我們可以做個總結，即婚姻

必須互相尊重、互相愛護，暴力無法解決沖突，它

隻能帶來毀壞。法律可以制止暴力，但是它無法挽

回神聖的婚姻。

 

若有疑問，可聯絡：  

聯絡電話：016-3281033

電郵：lkf@loico.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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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治療系列

根
據《2015 全球恐怖主義報告》（Global 

Terrorism Index），全球因為恐怖攻擊而死

亡的人數從2000年的3,329人，到2014年創下歷

來最高記錄，暴增了接近十倍，該年被恐怖分子殺

害的人上漲到32,685人，相比於2013年的18,111

人，劇增了80%。社會心理學家不禁發問：“為什

么恐怖分子對人那麼的殘忍？他們如此的行徑為何

仍可吸引那麼多的年輕人參加？他們究竟用什么發

出這麼大的吸引力？”

我處理過許多家庭暴力事件，有個孩子因為漏糞

而被逼吃下排泄物；有個孩子因為偷錢而遭火烙留

印；另有一個人因為懷疑伴侶有第三者而激動地拿

刀威嚇伴侶……，即使上述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但是每每提起這些事情，個案仍忍不住發抖。試

問，受害的孩子又該怎麼辦呢？

有一個五歲的女孩，穿著非常漂亮的舞裝來游戲

室接受治療。第一次的游戲時間，她第一個行動就

是直接走到娃娃屋面前，很謹慎地把有三個年代的

娃娃家族成員排列得整整齊齊。然后，靜靜地將家

具擺入屋內。

第二次來的時候，她穿得比較休閑和輕便。她同

樣來到娃娃屋面前，排列娃娃家族的成員，過程比

較輕鬆。還未完成娃娃屋的擺設，她突然轉身跑去

畫架那邊。隻見她畫了一個頭發亂亂的人，從頭到

腳，用色凌亂；最后還用青色在畫上涂鴉。隨后，

她再回到娃娃屋前，繼續前面的活動。期間，她有

看一看附近架子上的樂器。在游戲時間結束前，她

走到樂器的架子前，隨意地玩一玩那裡的東西。

第三次的游戲治療，她直接去到畫架，很謹慎地

畫了一個像大人的小孩，一個頭發梳得整整齊齊，

挽著手提袋的人。在為圖畫填色的時候，她突然

轉過來，很嚴肅地對我說：‘你知道嗎？爸爸打媽

媽。’雖然之前與媽媽洽談時已經知道了，不過，

從她口中說了出來，我就回應她：‘嗯，爸爸打媽

媽。’她接著說爸爸很壞蛋，常常打媽媽，打到媽

媽哭。然后，她再次專注於自己的畫上。最后，游

戲時間結束前，她還是去到樂器的架子，玩了一下

才離開。

第四次的治療時，她先回到娃娃屋旁，一邊擺

設，一邊告訴我：‘爸爸不回家了’，且重復地提

起爸爸打媽媽。原來，自她兩歲起，就親眼目睹爸

爸打媽媽，如今已接近三年了。這女孩的外表比較

酷，來了幾次都沒有展開笑容。據家人透露，她有

極大的焦慮，卻又有討好人的性格；在治療室裡也

會討好我。她很膽怯，沒有自信，曾經很失控地打

弟弟，就好像爸爸打媽媽的樣子。

有一天，媽媽把年約三歲的弟弟也一起帶來。自

弟弟一歲多開始，他也親眼見証了爸爸打媽媽的過

程。某天，這個孩子對媽媽說：‘你不要怕，我會

保護你’，讓媽媽大吃一驚！媽媽從未和弟弟說過

關於丈夫打自己的事情，以為年齡尚輕的弟弟就算

親眼看過事情的發生，也會因為年紀小、不懂事而

不受任何影響。直到弟弟說出那番話，她才驚覺事

態嚴重。弟弟在游戲室裡雖然有玩很多東西和發問

問題，但是整個人難以集中，眼神布滿憂心，無法

安心地玩游戲。這位媽媽還有一位一歲大的女兒，

懷她的時候依然遭到丈夫的暴力對待。現在，隻要

媽媽離開一會兒，她就會大哭，極其不安、害怕和

緊張。她問：‘難道她在我肚子裡都知道嗎？’

當孩子的身體被侵犯或施暴，抑或目睹家暴的過

程，他們會焦慮、恐懼和無力，對學習和游戲失去

了興趣、退縮等。當孩子無法與環境抗衡，我們又

忽略了他們情緒的需要時，孩子可能會以威脅或操

縱的方式表達他的需要和發泄其中的情緒。若沒有

適時接受治療，孩子可能會進入憂郁狀況，嚴重的

會離家甚至成為施暴者。

《藝術園丁：失落與悲傷藝術治療》一書提到，

“創傷事件通常威脅到個人生命或身體的完整性，

或是親密人際關系間的暴力和死亡，形成一種‘強

烈的恐懼、無助、失控而毀滅威脅’的感覺，因

此，當創傷時間涵蓋身體侵害或受傷、暴露於極度

的暴力或目睹死亡時，心理傷害的可能性也會增

加”。弗洛伊德說：“創傷被界定為‘非比尋常

的’、‘無法預測的’、‘突發的’、‘強力沖擊

打在你身，傷在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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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匯票（Wang Pos） 台頭請寫

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MALAYSIA

● 直接將捐款匯入 MAYBANK 014235-110919，

再將Bank-in-slip及表格，傳真至03-7785 4832、

電郵至agapemal@yahoo.com或郵寄至56, Jalan 

PJS 1/46, Taman Petaling Utama, 461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供博愛辦事處用（請勿填寫）＞……

日期 收據編號 期數 備注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

《博愛心旅》雙月刊索取表格

親愛的朋友們： 

為了能惠及更多的朋友，經委員會開會討論決定
后，本刊將從2014年1月1日起，以免費索取方式
定期郵寄一份《博愛心旅》雙月刊至有興趣者。

如您欲增訂閱本刊數量，價格為一年六期共RM 
24.00。

由於本刊去年開銷費用約RM21,687.20，不敷
RM16,412.70，本中心懇請社會熱心人士，主內
弟兄姐妹鼎力支持贊助本刊制作費。

有興趣贊助本刊制作費或定期收到本刊的朋友，
請將以下表格填妥資料后，再寄至本中心。

謝謝。祝閱讀愉快！

黃福興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委員會主席 敬啟

游戲是孩子最自然的溝通媒介，而游戲治

療可以讓孩子用他自己的語言 – 游戲，自

由自在地表達自己，再度為孩子建立同理心

和信任感。當成人對孩子表示我了解你，就

是對他們表達最大的愛和關懷。我們可能無

法完全了解問題的根源或所有枝節，但是當

我們使受傷的兒童覺得有人了解他，以致他

不再懼怕表達自己時，醫治就開始了。所以

治愈受傷者的，不是診斷模式或理論學說，

而是治療關系。

游
戲
治
療
多
知
一
點

文：沈金央
博愛（總會）

培訓主任

的’、‘毀損解體的’與‘不斷轉變的’，當事人

因承受強大的壓力而陷於無助……，產生毀滅心靈

感受的強烈恐懼，壓倒正常的調適能力。由於對創

傷性事件的無力因應，致使當事人隻能被動承受創

傷性事件對自身所造成的傷害，因此在創傷性事件

結束之后，將持續地對日后的個人情緒、精神以及

認知方面造成困擾。”由此可以理解，在暴力家庭

長大的孩子都有難以揮去的無力感和困擾。 

經過8次的游戲治療后，媽媽說女孩的噩夢消失

了，不再像未接受治療之前那樣半夜驚叫；孩子變得

比較開心，在最后的兩三次療程中，她會在治療室裡

唱歌，展露笑顏。她依然會玩娃娃屋和畫架，不過所

玩的游戲范圍更廣了，接觸的玩具也增加了。

今天，若我們要帶領年輕人脫離恐怖分子的影

響，不被暴力所擄掠，心理學家建議的其中一個方

法是建立溫馨的家庭關系，給予溫暖的扶持和提

醒，感化他們，好將他們挽回。家庭系統理論認

為，心理的症狀是與家庭的情形息息相關的。換言

之，家庭的狀態對孩子的心理健康有很深的影響

力。在陪伴和治療面對肢體暴力的孩子，更有效的

方法是使用家族治療。

因此，除了進行游戲治療，我也跟她的媽媽和

外婆洽談，聆聽孩子於這個家庭中的各個重要人物

的回應，重建這個家庭的結構，修復他們之間的關

系。如前文所提，家庭暴力肯定會影響家裡的每一

個人，且會出現相關的症狀。我們需要以家庭為整

體的結構來處理，以便可以整體性地陪伴他們走過

這個暴力的陰影。游戲治療則允許孩子透過畫畫、

使用娃娃屋和玩泥沙的過程，“玩走”他們的恐

懼，被賦能，重新取得能力，得以再次建構創意力

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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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游治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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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
樂捐表格

每
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家庭背景，對家擁有

獨特的感觸。家是我們生命的根，深深地

影響著我們的人生。有人覺得家是避風港，無論在

外面經歷了什麼，回到家裡，就是溫暖與幸福；有

人則不想回家，每次想起家就覺得沉重與無奈；有

人甚至害怕回家，對家有恐懼感，不敢回家。

家，有我們生命中最重要、最親密的家人。對於

一個不想回家或害怕回家的孩子，其中有許多想象

的空間；到底那是一個怎樣的家，以致一個孩子不

願意回家？有句話這麼說：“沒有‘問題’孩子，

隻有‘問題’父母或‘問題’家庭。”無可否認，

今日的家，存在許多破碎的婚姻與家庭。

家庭暴力，是今日破碎的婚姻與家庭所面臨的問

題之一。所指的暴力，包括身體上的毆打、言語上

的冷嘲熱諷、精神與心理上的虐待，致使孩子身心

受到傷害，孩子可能更叛逆、更自卑，甚至心靈被

扭曲。

個案探討

11歲的他，是家裡的長子，下有一位8歲的妹

妹。由於父母鬧離婚，進入分居階段，母親擔心孩

子心靈受到影響而帶孩子前來接受治療。第一次接

觸沙箱游戲治療的他，很快就投入在沙箱裡，不會

有陌生或猶豫不決的反應。他選擇了許多植物、各

種顏色的花、石頭等，很用心地擺設在沙箱裡，猶

如一個花園的景象，非常艷麗。完成沙景后，他第

一句話說道：“希望我的家是這樣的!”治療師回

應他的感受與想法，進一步探討他對家的感想。原

來自他5歲起，爸媽就經常吵架，家裡總是吵吵鬧

鬧，不得安寧。后來，當爸爸情緒失控時，還會動

手打媽媽，偶爾自己與妹妹也會遭殃。由於媽媽無

法再承受爸爸無理的對待，決定離開爸爸。媽媽與

妹妹同住，自己則需要兩邊跑，因為爸爸堅持要他

留在身邊。從他的分享，發現他非常早熟、懂事，

卻有自殺的念頭。相信，這一路走來的日子，他承

受了非常煎熬的過程，但他很努力並堅強地過每一

天。他說: “妹妹是我活著的動力，讓我不輕易放

棄。”從中，深深地感受到他對妹妹的愛與保護。

在沙箱裡，他擺出了心中對家的渴望，感覺雖然遙

不可及，卻是心中最真實的渴慕。當這份渴慕可以

打從心裡被流露出來，他摸著了自己的心願。

第二次的療程，他繼續在沙箱裡自由地擺設心

中的畫面。花草樹木依然是他選擇的主題，沙景依

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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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游療法是一種非言語，並創意的治療模

式。其所需要的設備為一至二個沙箱（其一

裝干沙，另一則裝濕沙）。案主可以使用沙

箱與各種小物件任意建構出一個沙景，在保

護性環境的界限內，案主可以隨意地探索、

創造或僅是玩耍都行。一般而言，治療師不

會親自參與案主的創造過程，治療師是觀察

者的角色但又是個有同理心的見証人，以其

積極的同在陪伴案主的治療歷程。

文：翁月燕
博愛（總會）輔導部主任/

注冊與執証輔導員

然鮮艷。最后的時刻，他選擇了一粒骰子，放在沙

箱的上面。在分享的過程中，他談到家裡的每個成

員，媽媽、妹妹與自己都是以花朵來代表，爸爸則

是以那唯一的骰子。他說：“骰子代表爸爸，視乎

你是否夠幸運，不然就會遭到責罵或挨打。”治療

師同理他的感受與想法，並陪伴他去面對與爸爸的

關系。

其中，可以感受到他對爸爸又愛又恨的矛盾與

掙扎，內心深處壓抑了許多委屈、失望、難過與生

氣，同時又會同情爸爸無人陪伴，希望爸爸可以

改變，不再隨意發脾氣，可以與人好好相處。過程

中，他說了這麼一句話：“其實，爸爸很愛媽媽，

隻是爸爸的愛比較恐怖。”他形容爸爸的愛是恐怖

的，因為爸爸嚴厲控制媽媽，讓媽媽覺得很痛苦。

一個孩子讀出了爸爸的心聲，並了解媽媽的感受，

可曉得他內心承載了多少屬於大人的重擔，卻背負

在他身上。從中，可以感受到他夾在爸媽之間的為

難。但是，他的明白事理又促使他去接受爸媽的婚

姻狀況，並面對現實。當現實的殘酷過於他所能夠

承受時，許多負面的想法就會閃過腦海，包括自殺

的念頭也會不約而來，讓他非常痛苦。在沙箱游戲

治療的過程裡，他心中許多壓抑的情緒可以一一被

解放，不再枷鎖自己。當他可以流露自己的負面情

緒，不再壓抑時，他開始做回一個孩子的角色。

經過了幾次的療程，他不斷地敞開自己，表達自

己對爸媽的感受，對妹妹的責任及對自己的感想。

在某次的療程裡，他發現之前與現在的自己之變

化。他看見過去那壓抑、不會表達的自己蛻變成一

個可以敞開，並善於表達的自己。同時，自殺的念

頭也不再來拜訪他，他看見生命裡的助力，有愛他

與支持他的媽媽、妹妹、朋友和老師。至於爸爸，

他也開始懂得如何與爸爸相處而不那麼容易感覺受

傷。當他開始敞開自己，療愈的能力就在他生命裡

滋長，他不再是一個無能為力，隻能壓抑自己的孩

子，他的生命開始創造自己的花園，綻放屬於自己

的生命色彩。

從這個個案的經歷裡，我們可以看見一個自小看

到家暴與經歷家暴的孩子，心中所留下的傷痕和影

響。孩子看起來成熟懂事，卻壓抑了許多不為人知

的情緒，導致引發自殺念頭。當他可以敞開自己，

流露自己時，他內在的能力也會隨之而強大起來，

並有能力活出自己。

人生，我們無法選擇出生在怎樣的家庭，但是，

當我們不再是一個無助的小孩，我們就不再是一個

無法抗拒家庭裡不良互動模式的被動者，我們有

責任為家庭帶來改變。有句話這麼說：“受傷的人

會傷人。”親愛的朋友，您的生命是否曾經經歷家

庭的暴力，繼而成為一個受傷的人，做什麼都覺得

無能為力呢? 療愈，讓我們成為一個健康的人，讓

我們的生命不容易被打倒，也不輕易被他人擺布。

抑或您正面對生命的打擊，無法控制地傷害了身邊

最愛的人? 療愈，幫助我們恢復生命中的傷痕，讓

我們懂得保護我們所愛及愛我們的人，好讓家成為

我們所愛之人的避難所，而不是一個帶有懼怕的地

方，無論所愛的人在外面經歷了什麼，每想到自己

的家，心中就感受到溫暖與穩妥。

傷害孩子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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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視窗

請不要要求我回家！

在
一個平靜的早晨，老板希望我在當天早上

可以接見一對印裔夫婦。丈夫很焦慮，也

很絕望，盼望妻子能夠早日回家，一家人可以團

聚。咋聽之下，無非是幫助生氣丈夫的妻子看在孩

子的份上，早日從娘家回來的個案。我隨口就答應

了會見他們。心想，這是一個新的挑戰，也是我能

力尚可應付的案例。

前來接受輔導的這對印裔夫婦皆是知識分子，妻

子在銀行上班，丈夫是個商人，有兩個８歲和５歲

的子女，經濟富裕，是一個可以幸福無憂的家庭。

看著妻子臉上的不安，丈夫臉上的煩躁，似乎他們

的家庭並不是那麼一回事。輔導室是個神奇的地

方，允許個案表達真實的情緒，流露隱藏的心情，

將面具放下，成為自己。

丈夫迫不急待地先發表意見，不停地對輔導員

說出自己的看法：“孩子一直問媽媽去了哪裡？她

（妻子）在娘家待了幾個星期，孩子怎麼辦？孩子

們很期待學校假期可以出國旅行。以前她總說我沒

有時間陪她，現在，我在事業上終於有點成就，可

以帶他們去旅行了。時間有了，錢也有了，她卻怎

麼都不肯原諒我，也不給我機會帶他們去旅行。你

（輔導員）知道嗎？我去過她的公司找她，她的同

事卻把她藏起來，還叫保安趕我走。你說她是不是

偷了人（有外遇），不讓我知道啊？那個人（外遇

對象）可能是她的同事，或是外邊的人……，我暫

時沒有証據，不過，我已經在調查了。若是沒有外

遇的話，為什么她突然對我這麼冷淡啊？”隻見妻

子在一旁一直搖頭，面上盡是害怕的神情。

丈夫接著說：“你（輔導員）知道嗎？印度人

有一個風俗習慣，倘若妻子不聽話，丈夫可以在征

求岳父母的同意后，以打的方式教訓她。我已經征

求了岳父母的同意，所以，在她不聽話時，我就打

她。”我向妻子了解此事，她表示印度人的風俗裡

根本沒有這回事。妻子表示，丈夫的妒忌心很重，

不想要她去工作，希望把她留在家裡當家庭主婦。

丈夫曾經用衣架打她，讓她很害怕，一度躲在車裡

睡。她形容丈夫像瘋子一樣，到她的公司大吼大叫

和鬧事。我征詢丈夫的同意，想要單獨和妻子談一

談，他同意，說：“不論她已經做過什么事情，隻

要她肯乖乖回家，乖乖聽我話，所有事情可以一筆

勾銷。”我點點頭，暫時安撫他的情緒。

丈夫離開后，仍在輔導室裡的妻子顫抖著身體，

表情痛苦地請求輔導員，“請不要要求我回家去！

我求求你！”同樣的話，她重復了好幾次。我聽

在耳裡，心裡感到特別地心酸和沉重。如此顫驚的

肢體語言，往往隻出現在曾經受過極度壓迫的人身

上。眼前的她，眼神中充滿了恐懼，實在不是隨

意可以演出來的表情；那確實的呈現了她內心的恐

懼。

我柔聲問她：“你這麼痛苦，怎麼肯答應來接受

婚姻輔導呢？”她答：“我本來以為有轉機，如果

他有悔意的話，我會回去的。但是，你看……。”

我心裡明白，女人為了孩子，為了家庭，願意負上

遠遠超過自己可以想象的代價，在過程中，委屈和

淚水通通往肚裡吞。男人不明白女人懷胎十月的

經歷，身上留下的種種針痕、生產的傷口等等，以

及親喂母乳的每一個挑戰。倘若男人願意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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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所扮演的角色是支持者，對於個案出來的

感受，輔導員盡力去了解、接納，不加上判斷，且會

適時地給予支持。輔導員也是咨詢者，對自己應有一

定的了解，不會講超過自己知識的話。同時，輔導員

也是觀察者，透過眼、耳、直覺，甚至嗅覺，從觀察

中，輔導員嘗試了解個案的精神狀況，聆聽個案沒有

講出來的話。

面對家暴時，要懂得保護自己，
好好照料自己。同時，輔導員須要幫
助受害者了解家暴的法律知識和學習
適時舉報，這是走出家暴很重要的一
個決定。

文：連恩幼  
世紀大學教育學院諮商與

心理輔導系講師/注冊輔導員

尚可以體貼妻子的難處，愛那個辛苦誕下子女的老

婆。她表示，丈夫總是自忖他付出較多，不認同她

的付出。她原以為當過媽媽的家婆會明白她，豈料

並沒有。她猜想或許那是太久以前的事情了，家婆

記不起來；也可能是她曾經辛苦地熬了過來，也要

她經歷那個痛苦的歷程。話說到這裡，妻子表示自

己需要時間冷靜，決定暫時不回家，以考慮自己

未來的方向。我建議丈夫接受情緒管理治療，學習

處理自己的情緒，不再選擇用肢體暴力解決家庭糾

紛。

許多處在暴力家庭的受害者都希望在被打、頻臨

死亡邊緣時結束婚姻關系，然而，卻在施害者每一

次的求饒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忍下去。有一些

助人者，在受害者求助時，隻是勸受害者要忍耐，

學習原諒；沒有進一步考慮到受害人可能面對和繼

續承受的身心摧殘，嚴重的可能喪命。該家庭仍然

無法正常運作，因為還處在家暴的問題裡。輔導員

和助人者需要幫助受害者看見家暴帶來的危害，

不論是對自己、孩子、伴侶的影響，抑或是婚姻關

系，忍受並不是解決家暴的上策。再者，夫妻本是

同林鳥，是相知相惜，朝夕相處的伴侶，施暴者需

要明白，傷害對方其實也傷害了自己的婚姻關系，

毫無意義。

受害者若想要好好重建自己的家庭，考慮孩子

的部分，則自己須要先學習照料自己；如同飛機上

的安全報告，他們總是說，‘在發生緊急事故時，

要先為自己套上氧氣口罩，才幫助孩子套上’。換

句話說，就是照顧好自己，才可以照顧其他人。否

則，即使孩子被你救起來了，他也失去了照料他的

人。所以，面對家暴時，要懂得保護自己，好好照

料自己。同時，輔導員須要幫助受害者了解家暴的

法律知識和學習適時舉報，這是走出家暴很重要的

一個決定。必要時，離開發生家暴的地方，到安全

的地方尋找庇護。至於要不要回家，是個案最終要

自己做的決定。希望家暴受害者有勇氣面對暴力，

走出困境，人生路可以安心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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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花束

文：吳榮良
心臟科醫生

無奈的“家暴”

老
陳是一位六十歲的中年男士，因心臟病而長期在我的診所復診與冶療。他自己雖然

有病在身卻還要照顧那因中風而癱瘓，且精神錯亂，行為像個小孩的妻子。有時她

會不能自主地以暴行攻擊在她身旁照顧她的親人。老陳就是一個經常被她傷害的人，在他

身上可以看到不同程度被抓傷、咬傷、打傷的痕跡。盡管是傷痕累累，他仍是無怨無悔，

長年累月的在她的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她。

上個月，老陳如同以往前來診所復診，我注意到他的手臂上又有新的咬痕。他因為服用

抗血小板的藥物，傷痕四周呈現一大片的凝血。

我很關心地提醒老陳，在照顧妻子之際也要盡量保護自己，不要受太大的身體傷害，畢

竟他也是一個有病在身的人。老陳語重心長地與我分享說：“她在未中風前是一個溫柔體

貼的妻子，把家裡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條。病發前她把所有的時間與精力都投入在照顧我

們一家大小，完全無暇照顧自己的健康。她患有高血壓，卻沒有准時服用藥物，也沒有定

時復診檢驗。我幾次提醒她要照顧好自己，她總是無奈地說沒有時間兼顧那上上下下的血

壓，因為每天得處理家裡那麼多大大

小小的問題。沒想到一天血壓突然飆

高造成突發性的腦溢血中風，也沒想

到那次中風會對她的腦部造成那麼嚴

重的損害，把她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似

的。如今她疾病纏身，是時候我回報

照顧她了。我知道她有時是身不由已

地以暴力去攻擊她身邊的人，因為她

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相信如果

她意識清醒，絕不會如此對待她深愛

的家人。所以，我就是以這個信念去

包容她，去照顧她。但現在的她已經不能感受到我對她的愛。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她的腦

部意識能痊愈，即使她肢體還是癱瘓，她也不會以暴力去攻擊照顧她的親人，她也能感受

到我們對她的愛。” 

聽完老陳無奈地分亨，我也有百般無奈的感覺。這是何等無奈的“家暴”！施暴的人是

無心，承受這“家暴”的人也隻能無奈地以一顆愛心包容接受。

不知怎樣的，當我聽到他講那句：“因為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時，我突然聯想到

聖經的一句話。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前向天父祈禱說：“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

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我們也許也是無心向這世界真善美施暴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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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家庭看似完整，家暴卻是他們的悲歌，大人小孩的身心都是創傷。受害者每天都

飽受身心的摧殘，小孩長大以后的人格或會面對障礙，價值觀也可能被扭曲。有些

人因無法覺知和控制這影響，進而復制到自己所成立的新家庭裡，引發惡性循環。無論家暴

的受害者是什么性別、年齡和背景，他們都需要社會的關注，一雙及時伸出的援手可以幫助

他們逃脫猶如地獄的深淵。

曾經看過一部是以2004年的香港天水圍滅門慘案為藍本拍攝的影片，片名是《天水圍的

夜與霧》。電影尖利地指出家庭暴力在那個年代嚴重被忽視和輕視。當時那場本來可以避免

的悲劇，卻因為報案的人是一個沒有社會地位、受盡凌辱的婦女而沒有得到警察的重視和及

時的幫助。家庭暴力的慘況深刻地揭露當時婦女地位的低下，似乎隻有被殺了，才能解脫。

有一幕說到女主角打電話回四川老家，告訴母親自己被家暴了。女主角的媽媽如此勸她：

“你也知道，在我們鄉下，哪個村哪條巷裡頭，都是男人打老婆的事。”家暴，在那個年代

好像是稀鬆平常的家務事，忍一忍就過了。當時的我，看完了這部電影心情很沉重，除了覺

得電影拍得很寫實以外，心想那個時代的婦女地位真的很卑微。

我們常常看到受害者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痛苦，施暴者也在施暴后，陷入深深的自責，然而

在下一次的情緒失控時卻又重演同樣的戲碼。有些受害者之所以拒絕求助或拒絕逃離家中是

因為害怕失去一個完整的家，擔心孩子沒有人可以照顧；有一些則擔心帶著孩子離開了施暴

者就沒有經濟能力繼續生活而選擇“認命”；另有一些受害者因為施暴者在正常的情緒下所

做出的彌補和承諾而持續不斷地給對方機會，導致循環不止。試問這樣的循環模式，當事人

該如何破解？今天，家暴仍舊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究竟這首悲歌何時方能停播？

近年，政府和一些社會團體積極地展開關於家暴的醒覺運動，鼓勵受害者勇敢地踏出第一

步向人求助，而非等到釀成家庭悲劇，賠上自己和小孩的生命，為時已晚。福利機構所提供

的援助和預防、醒覺活動相信可以幫助受害者走出黑暗，重獲新生。可喜的是社會對於家暴

的課題也不再避諱，且會鼓勵和幫助身邊的受害者，勇敢尋求幫助。這些正面的改變，說明

了多年來所辦的醒覺運動沒有白費。

隨著教育普及化，婚前輔導課可說是一個很好的預防措施。情侶在步入婚姻前先了解自己

和原生家庭的影響，學會有效地處理自己的情緒和溝

通，建立正確的家庭理財觀念和婚姻價值觀等，都可

以幫助那些曾經有家暴陰影的小孩破解惡性的循環，

組織健康的新家庭。

對於曾面對家暴的你，家，可能是你心中的痛，

也是你當初拼了命想要逃離的地方，但是，請相信你

絕對有能力和機會打破這宿命，重新把愛帶回家。隻

要，你願意接受幫助。

對於曾經施暴的你，家，可能是你無言的傷，也是

你多次悔過卻無可奈何的地方。但是，請相信你絕對

有能力和機會察覺且學習有效地處理自己的情緒，重

新把愛帶回家。隻要，你願意接受幫助。

散文花束

文：謝依玲
拉曼大學心理學學士

把愛，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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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花束

文：劍不虛發
公司執行董事

昂
首
闊
步

記
得小時候，我在新

加坡念書，住在樟

宜外婆的家。七十年代的樟

宜還保留了很多朴實的鄉

村，而外婆的家就在九英裡

的一個小村裡。離家不遠有一條小溪，

因為溪邊都是厚厚的黃土，水永遠都是

渾濁不清的，完全沒有電影中那般清澈

見底的清新。我最愛吃完晚飯的黃昏，

蹲在跨越小溪的小橋上（如果那塊簡陋

的長形木板算是橋的話），把折好的紙

船一艘艘放下去，看著它們漂向遠方。

這條木板橋和黃色的溪水陪伴我走過懵

懂的年少歲月。

約二十年前，我跟

家人到美國西岸旅游。

抵達三藩市進住旅館之

前，我們先去觀光那

條著名的懸索橋 – 金

門大橋 (Golden Gate 

B r i dge )，全長約1，

280米，非常霸氣地橫

跨舊金山灣和太平洋的

金門海峽。旅行車停在

容易欣賞金門大橋全景

的好位置。時值黃昏，在夕陽的余暉中，這座舉世

聞名的金門大橋正閃耀著褐紅色的燦爛光輝，真的

太美了。過后，旅游車緩緩駛過這座橋，游客都站

起來向窗外張望和拍照……。我總覺得遠處眺望金

門大橋遠比駛過它更有那份距離美。

幾十年的人生經歷，我走過的橋的確不少，但是

最讓我難以忘懷的倒是在馬來西亞國家公園裡面的

一條吊橋。

當年我跟小學六年級的兒子參加一個三天兩夜

的國家公園探險旅行團。我們都是在鋼骨水泥森林

中成長的都市人，那個旅程讓我們近距離接觸大自

然，不論是白天或黑夜的節目都充滿刺激和樂趣。

我永遠都無法忘記走過那條吊橋的“恐怖”經歷。

那是一條用堅硬粗壯的鋼線吊起來的懸索橋，

但是總有點隨風搖擺的挪姿。橋的兩端是高聳的老

樹，由國家公園的負責人站住看守。在同一時間，

吊橋上最多隻有3個人行走，等到前方第一個人的

腳跨到另一端，這一頭的負責人才讓新的人踏上橋

去。

我有輕微的懼高症，從高處往下看，涼意陣陣涌

上心頭。理智的我說：“別怕，橋是堅固的，它可

承擔10個人的重量。”我的內心卻說：“這是高度

危險的吊橋，你有畏高症，怎麼可能走過去呢？放

棄吧！” 站在橋的起點，我悄悄往腳下一看，底下

的行人都比小矮人還細。萬一我從這裡掉下去，肯

定粉身碎骨，該死的涼意無情地襲擊過來，雙腿開

始發軟，無法移步。

負責人看我這副緊張的模樣，笑著對我說：“別

怕，這吊橋很安全的

（ 這 還 要 你 告 訴 我

嗎？）。起步時，不要

往下看，隻看向前遠

方；走在橋上，也不要

向下看，千萬別回頭

望，否則你連繼續走的

勇氣都沒了。”按照他

的指示，我踏上吊橋的

第一塊板，第二塊，第

三塊……，眼睛隻看著

對面的那顆大樹，最終

竟然順利地走過去了！

人生其實也好像走吊橋一樣。如果我們的目光隻

注視周遭的困難和危機，就會膽怯而不敢向前跨出

去，甚至掉頭就跑。可是，若能把眼目調到遠處的

目標，縱然困難依舊，危機四伏，我們依然可昂首

闊步走過去。聖經裡面使徒保羅有一段話，它激勵

我繼續奔跑生命路程的竅門：“忘記背后，努力面

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保羅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他也知道持之以恆，最終會得到上帝的獎賞。

今天，我們看清楚自己的目標在哪裡嗎？通往目

標的那座橋，隻是個過程，不論它是長是短；是美

是丑；是直是彎；是堅是陋，它切實的用處其實非

常單純，就是讓你可以到達彼岸。我們注視的是橋

另一端的目的地，還是眼前讓我們畏懼的橋呢？

走
過
人
生
的
吊
橋



  17

文：Ally Wee
國大心理輔導碩士/

注冊及執証輔導員

時事頻道

走
出
暴
力
幽
谷
，
啟
動
求
救
訊
號

武
吉安曼性罪案、虐童及家暴調查組主任王清蘭助理總監指出，警方在接獲投報后

立即展開調查，冀望能給予施暴者應有的法律制裁；不過，在提控過程中卻困難

重重:“很多受害者仍深愛丈夫，願意多給他們一次機會，因此在報案后又銷案，即便副

檢察司已決定將施暴者提控上庭，她們也不願出庭作証；其次，是被告或受害者在面控期

間失蹤。”

是的。在馬來西亞的家暴案件，報案者的決定往往反反復復。受害者被丈夫毆打后報

警，堅決地要警方逮捕丈夫。然而，當丈夫真的被逮捕后，受害者的心就開始動搖，繼而

要求銷案。有些受害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報案多過於10次，可是終究妥協於丈夫事后的所

謂悔改而繼續呆在施暴者的身邊。

數據顯示，近半數的施暴者都是以拳頭、腰帶或水管等非危險武器傷害至親；其次為

刑事恐嚇、以危險武器蓄意致傷、及以危險武器嚴重致傷等。我們時不時就會在報章上

閱讀到鬧得沸沸騰騰的暴力案件，

如身懷六甲的孕婦仍遭到拳打腳踢

導致流產、婦女被丈夫嚴重燒傷而

不治身亡等。一般受害者離不開施

暴者因為種種原因，包括經濟上不

獨立、擔心本身及家人的安全、無

助和六神無主等等，有些更嚴重的

陷入自責、自怨、自我貶低的過程

中，認為自己所遭受的羞辱和責

備是因為本身做得還不夠好。事實

上，對家暴妥協，隻是變相允許施

暴者以拳頭解決問題，建立這樣的

人際關系，對孩子造成的負面且巨大的影響更是無法估計。

在施暴者的揮打下喪失生命的婦女和孩子並不少，對於家暴我們真的不能抱著“忍一

時，風平浪靜”的心態。兩個月前，我接獲一宗家暴個案。丈夫多年來毒打妻兒，妻兒一

次又一次地原諒他，結果隻是換來越來越過分的對待。那天，丈夫在天橋上高舉孩子，作

狀恐嚇要把孩子從高處拋下。幸好有路人阻止，及時報警，遭警方逮捕，這才結束了長達

多年的鬧劇。可見，慣性的施暴者，若不獲得專業的幫助，不會那麼容易停止暴力行為。

是的，我們無法強迫受害者離開施暴者。但，我們應當向整個社會呼吁，毆打配偶是

一種嚴重的暴行，受害者不是該被譴責的一方。慶幸的，社會開始對家庭暴力了解與重

視，福利局及警方在這近幾年開始收到許多局外人的投案，因而挽救了許多受害者，共同

打擊家庭暴力。工作上的關系，我常與婦女援助組織（WAO）接觸，發現該組織在家暴

事件方面給予受害者及家屬很大的協助。社工從報案到審判都會陪伴和提供咨詢於受害

者，且於整個過程中安排庇護所及輔導。

如果你是一名受害者，須知道我們的政府單位如警方、醫院及福利局都有專業人員給

提供一系列的幫助。請勇敢地走出家暴幽谷，啟動求救訊號，還家庭一個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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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陳金蓉
博愛（總會）行政執行員

活動簡報

活動預告

活動預告

2016年6月份至7月份

總 會

總 會

馬

六

甲

分

會

檳

城

分

會

新

山

分

會

課程內容：

課程一：認識自己   
課程二：你對婚姻的期望

課程三：共同面對沖突與挑戰

課程四：記住！溝通是好的

課程五：建立密切性關系

課程六：家庭與財務

檳 城 分 會

日期：03-04/9/2016

時間：2pm-8pm （六），

 2pm-7pm （日）

地點：檳城磐石浸信教會

講員：賴裘華、沈金央

聯絡：04-2280 709

馬 六 甲 分 會

日期：13-14/8/2016

時間：1pm-5pm （六），

 9am-5pm （日）

地點：本中心禮堂

講員：賴裘華、羅秀梅

聯絡：06-2844 008

新 山 分 會

日期：27-28/8/2016

時間：9am-5pm （六），

 1pm-5pm （日）

地點：本中心禮堂

講員：賴裘華、沈金央

聯絡：07-3579 195

亞 庇 分 會

日期：27-28/8/2016

時間：1pm-9pm （六），

 1pm-5pm （日）

地點：亞庇中華工商總會

講員：李德威導師

聯絡：088-252 357

總 會

日期：24-25/9/2016

時間：9am-5pm （六），

 9am-1pm （日）

地點：Bukit Jalil Golf & Country 
Resort

講員：賴裘華、沈金央

聯絡：03-7785 4833

6月6日至8日，翁月燕及鄺慧婷受邀為
八打靈美門殘障中心主辦之“人際關系
與朋輩輔導”營會擔任講員。

7月17日至19日，舉辦全國博愛
同工退修會。

7月31日，沈金央前往基督教白樂鎮信
義會負責主日講道及介紹博愛事工。

7月29日至30日，召開第12屆全國
博愛執行理事會(NEC)。

4月15日至17日及7月8日至10日，
主辦“嘗嘗沙味”沙箱游戲治療工作
坊，講員是沈金央。

6月25日至26日，主辦婚前教育課
程，講員是林賽美博士及張德惠老
師。

自我成長系列（一）課程
《怒出真相》讀書會展期為以下
日期
目的：透過閱讀書本，反思自身
的憤怒經驗，彼此扶持、積極面
對、重拾真我，將憤怒轉化為正
能量，保護自己和他人。

“愛是陪他/她過一生”

婚前教育課程
歡迎欲步入婚姻的情侶及結婚三
年以下的新婚夫婦報名參加。

日期：9月17日、10月1
日、10月8日及10月15日

地點：本中心

導師：鄺慧婷

對象：有興趣者

聯絡：03-7785 5955

6月4日至6日，主辦“沙箱
游戲治療”工作坊，講員是
沈金央。



第
二屆馬來西亞助人工作者輔導研習

營“體現存在的意義 - 深化生命，

強化生活”經已在5月28日至30日圓滿成功

落幕。

這項研習營乃是由本中心及南洋報業基

金聯合主辦，並也獲得南洋報業基金的鼎力

贊助部分經費。來自於全國各地參與其盛的

316位學員，有輔導員、輔導義工、社工、

幼、小、中及大學教師以及就讀輔導及相關

科系大專生等。

研習營的主題演講“體現存在的意義 - 深

化生命，強化生活”由沈金央導師主講。另

專題演講“藝術與療愈”及“發灰心不灰 - 

從認知行為治療看人生下半場”邀請到陸

第
二
屆
馬
來
西
亞

助
人
工
作
者
輔
導
研
習
營

雅青教授和鄔佩麗教授分別主講。除外，

也配合研習營的主題而設七個工作坊，具

有豐富教學與輔導經驗的資深導師的帶領

下，學員們學有所悟大大加強了信心與能

力，陪伴個案超越生活的局限，活出自己

存在的意義。學員們可謂是獲益匪淺。

最后，博愛輔導中心藉此獻上衷心的

感激及感謝南洋報業基金、教授們、學員

們，不吝地撥出寶貴的時間，前來參與研

習營。

冀望從研習營的學習中裝備、充實自

己，讓自己生命的道路上活出精彩絢麗的

人生。

開幕嘉賓熊遠賓先生與嘉賓、講師、部分學員及工作人員合攝。

“體現存在的意義──深化生命，強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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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
8

日
至3

0

日

左六起：總務陳達真博士、聯合主席熊遠賓先生及黃福興先生。
左一起：博愛文書鄭建國、林杏足教授、陸雅青教授、鄔佩麗教授、張乃文博士。
右一起：楊家正博士、邱敏麗碩士、吳麗雲博士、沈金央導師、財政黎玉嬌、籌委會主席賴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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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