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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姚黎丹雯 （Tanny Lai）

小學助理校長。從事教育工作近三十年，一直推動生命
教	育、正向教育和品德教育，重視新一代身、心、社、
靈健康發展；亦是位資深的親子和家庭教育工作者，
二十多年來在學校舉辦家長教育課程，見證千萬家庭的
成長，是香港「家庭第一協會」顧問。近年涉獵教練學，
期望以此技巧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個人育有兩女一
子，分別已長大成人，各有美好發展；唯獨二子患有先
天性罕見病，一生需要他人照顧，因此在子女身上所經
歷的，使之更能體諒為人父母的掙扎。

楊郭玉珍（Jenny Yeung）

生命教練、志願者、大學講師，楊三角新生代學習聯盟
會長，曾任教香港大學及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多年
來熱心公益，幫助年青一代在職涯發展方面充分發揮潛
能，讓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先後居住過美國、法國、
香港、臺灣、上海等地，擅於與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和父
母交流輔導，協助兩代相互理解。與大學同學結婚逾
三十年，育有一雙兒女，做過全職媽媽，兒女現均學有
所成，並熱心公益服務。近年與丈夫一起服務企業家及
其兒女，祝福他們在事業有成之餘也有幸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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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楊琪梅（Angela Ho）

從事兒童工作超過三十年，專注兒童教導和家庭關懷，
尤其喜歡與兒童相處，並從中與他們同行和成長。對
美加及香港各地家庭的需要和挑戰都有適切的了解並關
注，常與媽媽們交流心得，輔導同行。近年更有機會訓
練幼童導師，如何有效地教導幼童，當中自己也得益不
少。心願是透過多年累積的個人和事工經驗，能祝福更
多的家庭，並建立兒童健康快樂地成長。與丈夫在大學
時期認識，結婚逾 30年，家中育有一女，女兒出生後
有幸能成為全職媽媽，陪伴她成長。女兒已長大成人，
現正修讀博士學位。

徐邱佩鳳（Dr. Carmen Tsui）

生於香港，赴美留學時邂逅了今天的夫婿，兩個兒子均
在美國出生；一起陪伴孩子成長是夫妻二人最大的喜
樂，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汲取中西文化精粹，每個階段
都是感恩。徐邱佩鳳的人生使命就是透過講學、教練和
寫作，助人擁有自由、暢快、豐盛而和諧的人生；先後
創辦了丰樂創培中心 (fili.ws) 和全球華人教練學院 (gcci.
coach)；在其個人網誌「相約在黎明」(carmenptsui.
com)	和網上專欄「書情話意」撰寫有關親子和勵志的
文章。



萌芽
一個穩健鞏固的婚姻，是對孩子最
大的祝福。因為夫妻的關係就是孩
子所生長的土壤和環境。

——何楊琪梅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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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人世界到更大世界
文／何楊琪梅

當我們還是二人世界時，大多數時間都很享受的，因為

彼此很認識對方——由相識、相知、相愛、結婚，兩人的感情

和關係越來越親密。大家一起生活的步伐可以很快，也可以很

慢，有自己的自由，可以選擇所嚮往的生活、很多事情都隨心

所欲，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然而，突然間一個「第三者」的

出現，彼此的心情會怎樣呢？有些人是期待已久，有些人卻在

毫無預備的情況下突然知道……驚喜或驚恐之餘，可能也有些

忐忑不安，畢竟始終將要到來的這個生命和要迎接的生活，是

大家無法預計的，不能完全掌控的。那麼可以如何面對呢？

坊間有很多書籍和文章教導初為父母在物質上、技能上的

預備。很多人會告訴你，從此生活就要翻天覆地了，這也並非

完全危言聳聽。很多事你都被束縛著、捆綁著，這是無可置疑

的，特別是寶寶小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事事都要求效率、快

捷、務實，要立刻看到成果，而孩子到來時你第一時間會發現，

他阻礙了你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也在你的預計之外。譬如以

前可以隨時去看電影，隨時可以遲了回家，現在可能預先安排

Q1. 如何面對孩子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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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才有這個機會；以前早上可以睡懶覺，現在孩子一哭就會立

刻從床上彈起，甚至孩子出生後幾個月，你根本沒有什麼好覺

可睡。因此當父母心態上做好準備，明白角色的轉變，和家庭

的目標，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會直接影響你和孩子的關係，以

及以後如何去養育他。

我自己懷孕是有預備的，十分期待，但我懷孕的過程非常

崎嶇，直到生產也是歷經艱難。雖然現在科學昌明，但懷孕順

利並不是必然的，平安無事生產更不是必然的。「生命是上天

賜予的，是產業，是賞賜！」這話果真有智慧！環顧四周，多

少人做夢都想擁有自己的產業，而兒女就是我們的產業，是一

個禮物，一個賞賜，一個祝福。他的出現，不是一個負累、一

個重擔，而是讓你生命可以更豐富的重要一環，讓你可以深愛

的，也是你一生中能夠影響最深的人。想想看，由他最無助的

時候，就放在你的懷裏，你的態度、言語、行為，都可以完全

影響他。所以，他真是一個祝福和賞賜，用喜樂的心去迎接他

吧，用全部的愛去對待他吧。雖然你會有很多艱苦的時光，無

數次的餵奶、換片，生活上有諸多調整，不懈的教導和栽培，

但你也萬萬想不到你能為這寶寶的付出，遠超出一切，使這些

辛苦都不再是一件苦事，只有值得、感恩、喜樂。

寶寶出世後，無論家人或朋友，所有話題都是圍繞著寶

寶，也會造成一些困擾和焦慮。大家見面就交流：你家寶寶多

重啊，吃得好不好，會翻身沒有……由出世我們就開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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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為什麼人家三個月翻身，我們四個月都沒有？人家十個月

走路，我們一歲還沒走？我女兒小時候不會爬，她從來都沒爬

過，我們還在擔心，哪知她七個月大就直接開始站起來。我們

都以為，她這麼早就會站，肯定很早就走路，但是全部同齡小

孩開始走路的時候，她還是不走，只是站著看。原來她是觀察

型的小孩，覺得自己做得到才會做，所以到她十四個月大的某

一天，她突然間就開始走路，然後就沒跌倒地一路走。父母太

專注、關心孩子到一個地步，就擔心他夠不夠標準，是不是出

眾。其實每個小孩都是獨特的，成長過程也有獨特的時間表，

我們只要給他一個好的空間去栽培他，讓他有機會去發展。所

以我們自己心裏要有定見，不要常作比較，也不要被太多意見

困擾。

當孩子到來，夫妻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新生命，而是整個

生活和關係的變化。原本的夫妻加上了父母的角色，在華人社

會更複雜，因為寶寶來到，可能瞬間家中會多了很多人：長輩、

朋輩、傭人……這麼多複雜關係需要處理，這麼多不同的意

見，二人世界蕩然無存。在這些新關係中，父母最著意當然是

和寶寶的關係，但也需要知道如何去平衡各種不同的角色，一

個穩固的家庭是需要很多智慧的。媽媽們常會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太在意做好母親的角色，而忽略了甚至捨棄了其他關係，

甚至是夫妻關係。有些家庭孩子一出生，媽媽就開始「喪偶式

育兒」，爸爸不見了，而爸爸也覺得失去了太太。



第一章 萌芽22

有孩子這件事，可以測試夫妻的婚姻是否穩固，因為只有

兩個大人的時候，大家容易遷就，但是孩子一來，很多事都是

緊急事項，又都是不熟悉的事，大家又緊張，又很害怕出錯。

所有事情，包括教養理念的分歧，家庭背景的不同，甚至摺尿

片的方法，飲奶是否要喝完等，都是一個考驗，大家都可以吵

起來或令其中一方不參與。這時，夫妻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

因此這裏有個最重要的建議——鞏固你的婚姻。很多人因

為要建立經濟基礎而推遲生小孩，希望為孩子預備良好的物質

條件。但甚少人著意為了迎接孩子去經營好婚姻，學習解決衝

突，增潤夫妻的關係。寶寶出世後，一個穩健鞏固的婚姻，是

對孩子最大的祝福。因為夫妻的關係就是孩子所生長的土壤和

環境。夫妻二人都要一起參與育兒，才能共享甜酸苦辣。丈夫

不要逃避責任，寄情工作或娛樂。妻子不要覺得丈夫不懂得照

顧孩子就不讓他插手。妻子不要太緊張，不肯放手。不要常說

「你唔識啦」，「No，唔係咁做」，要讓丈夫去嘗試，多鼓勵，

才能越來越熟練，父親的角色才能做得更出色。在這段時間彼

此多理解、包容、體諒、支持和補足，共同扶持，共同成長。

兩人也要培養良好溝通、常常分享，定期約會，將你們的婚姻

關係變得越來越堅固、甜蜜。

孩子出生後，家庭的注意力一定都在這個新成員身上，很

容易就變成以孩子為中心的生活。在一些家庭裏面，孩子就變

成「小霸王」、「小王子」、「小公主」，什麼事情都以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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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生活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停頓，孩子也變得非常自我中

心。從小大人就聽孩子的話，不是帶領他聽話，而是聽他的話，

一家大小去哪裏，吃什麼，都由孩子決定。甚至親友聚餐的時

候，父母都只會考慮孩子喜愛吃什麼，或讓孩子自己先拿先吃

等。很多時候我們會用「他要這樣，我也沒有辦法」作藉口，

其實是否真的沒有辦法，尤其是孩子還未到青春期。很多時候

是我們沒有教導他們的耐心和耐性，只想投其所好。其實真正

愛他才會教導他，糾正他，如果不愛，我們也不用那麼上心，

為他好了。

其實，孩子只是家庭的一部分，夫妻的婚姻關係才是家庭

的核心。如果事事都以孩子為中心，父母的話題只是圍繞著孩

子，那麼父母自己的婚姻，就沒有時間去經營。有些例子，父

母為了孩子國外讀書，媽媽陪讀，父母分開一年才見幾次面，

弄到家不成家。也有孩子長大離家後，父母已經沒有共同話

題，不知道有什麼好溝通，很容易以離婚收場。鞏固的婚姻需

要用心去經營，而一個婚姻關係的穩固，令孩子在幸福、安全

的環境中長大，這一點甚至重要過你如何教養孩子。二人世界

變成更大的世界，是充滿了挑戰，也是充滿了祝福！



24

反思問題
1.	請用圖畫或字句描寫你的二人和更大世界。
2.	子女出生後最大的張力是什麼？
3.	你們夫婦的感情在孩子出生後起了什麼變化？怎樣可以建立
和穩固你的婚姻？

4.	怎麼實行以家庭為中心而不是孩子為中心的生活？



 小練習

 

反思問題+小練習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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