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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曾經相敬如賓，如今目睹對方的舉止
行徑，便會動輒動怒；往日如膠似
漆，現在偶爾要與對方開口談天、外
出活動，也只覺百上加斤，萬般不
願。年月的洗禮，總是悄然無聲地，
將親密的關係，磨蝕成敷衍了事的交

流，沖淡了愛的成份。
 

別誤會，這一期的《護籍》，絕非突
然變成婚姻輔導指南，教大家成為戀
愛高手。不過，雖不中亦不遠矣！事
實上，日常生活中，其他形形色色的
人際關係，包括護老者和長者，也會
像交往多年的夫妻或情侶一樣，陷入
以上的膠著危機，從昔日的愛意爆
棚，變得淡泊如水；更甚者，化身陷
阱處處的危險陣地，稍一不慎，
「砰」的一聲，觸發針鋒相對的衝

突，導致關係破裂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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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不少護老者和長者，本來也是由
夫妻關係演變而成；假如雙方的感情
基礎穩固，他日各自年華老去，需要
互相照顧，也會多了一份體諒。因
此，如何維持雙方的美滿感情，確是

不容忽視的一大學問。
 

早前數期的《護籍》，皆以介紹照顧
長者的技巧為主，今期我們以「相處
之道」為主題，嘗試探討夫婦護老
者，傳授兩夫妻兼護老者與長者之間
的相處妙法，藉以減少誤會和衝突，
並鼓勵他們以理解、寬容和體諒的態
度，打破溝通障礙，維繫良好關係。
即使你不屬於這類別的護老者，也大
可參考以下錦囊，促使你和長者的關
係更進一步。皆因我們相信，不論什
麼背景，愛才是讓每段關係變得融洽

和睦的最大催化劑！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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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物語



「物語」，在日文中解作「故事」；愛之物
語，理所當然地，是指愛的故事。一對鶼鰈
情深的夫婦，會令人聯想到一本愛情文學巨
著，隨意翻開每一頁，都是充滿窩心暖意的
優美字句。相反，護老者和長者卻不然，他
們的關係是一部懸疑緊湊的歷險小說，每個
篇章都滿佈高潮迭起的挑戰，還有對二人能

否維持友好關係的重大考驗。
 

不過，追求幸福快樂的大團圓結局，始終是
人之常情；正如閱讀驚險刺激的故事時，我
們也會希望看到浪漫動人的情節。同樣道
理，在關關難過關關過的護老過程中，一些
令人怦然心動的章節，可說尤為重要。以下
我們推介四個護老者和長者之間的相處小貼
士，希望這些方法能勾勒成一頁頁愛之物
語，為你們的故事注入精彩的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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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問候彼此

重新開始約會

兩夫妻相處久了，很容易掉入舒
適圈（comfort zone）的狀

態，假定一顰一笑，已能與對方
快速地心電交流，自此節省了言
語溝通，連閒話家常也可免則
免。千萬別少覷這看似是例行公
事般的一言一語，你一句簡單的
問好，已足以令對方樂陶陶。嘗
試把「早晨」、「唔該」、「多
謝」等問候語找回日常生活中，
即使是不著邊際、隨心所欲的閒
聊，也絕對可增進彼此關係。

新鮮感不獨是幸福婚姻的必需
品，若護老者和長者的關係持續
保鮮，必能提升二人感情。立即
攜起身旁老伴的手，重新約會
吧！所謂約會，不一定是燭光晚
餐、看日出等年輕男女情有獨鍾
的浪漫事，可以是參加中心興趣
班和護老小組等；甚至平日在家
中吃過晚飯後，一起到公園散
步、看星、談心，都能讓感情昇

華至更親厚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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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解決⽭盾

互相欣賞肯定

不論在生活上或是個人的興趣活
動上，若對方取得成就，或得到
表揚，想必也會跟你分享，想你
替他/她感到高興。然而，光是
感到高興並不足夠，融洽和睦的
關係，往往建基於實質的舉動！
若真的興致勃勃，馬上動身，弄
一個甜品，大肆開懷慶祝，分享
愉快心情吧！這些明顯的慶祝活
動，可讓對方知悉你正肯定他/
她的能力，他便會因此自信心大
增，間接令雙方關係更穩固、更

親密了！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因意見
不合而發生磨擦和衝突，絕對不
足為奇。其實爭執口角，並非壞
事，重點在於吵鬧後大家採取的
態度，以及能否解決問題。想深
一層，還會費盡唇舌，跟對方爭
辯，說明你對他/她依然著緊。
因此假如彼此出現矛盾，不妨坦
言以對，即使最終引發爭吵，只
要記得事後想出解決辦法，以及
學懂諒解和包容，將吵架過程當
粉筆字般一抹而空，其實對雙方

關係的鞏固不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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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物語」與「愛之勿語」乍聽之下，兩
者並無二異，但卻會造成天淵之別的效果！
「物語」是一段段浪漫甜蜜的故事，但「勿
語」顧名意義，就是千萬不能說出口的言
辭，否則覆水難收，不但令二人關係出現裂

痕，更會從此令雙方心有芥蒂！
 

可惜，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壓力、繃緊的情
緒，加上急速的節奏，總是使我們衝口而
出，將這些理應「勿語」的鋒利言辭宣諸於
口；更甚的是，我們對此毫不察覺，懵然不
知這些言論正是破壞二人關係的罪魁禍首！

 
別慌張！被留在地雷陣，仍有方法轉危為
機！在得知如何避免傷害人際關係前，先細
閱下文，警醒自己千萬別吐出以下幾類「愛

之勿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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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為是

災難
結論

「又飲酒，第日個肝肯定壞死，搞到臥病在床要我照顧！」
 
等一等！又飲酒的「又」，代表對方持續不斷地再度進行該
行為；「肯定」，表示不能挽回的絕對。這個說法，實在有
點誇大對方的行為了。而且由飲酒到最後臥病在床，中間的
推論過程太急進，又是另一種的誇大。說出這些話的人，之
所以誇大其辭，把對方的行徑描述成慘絕人寰的災難，其實
只為責難和怪罪。

「幾十年夫婦，唔講出口都應該要知道我想要咩啦！」
 
應該？細心想想，事情應該不應該，由誰來定奪？你繞過溝
通的橋樑，阻截雙方的交流，卻又期望別人對你的想法了然
於心，其實有點不負責任。假如你還認為對方應滿足你的需
求，整個行為便幾近情緒勒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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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
指責

「我咁嬲唔係因為我脾氣唔好，係因為你激起我把火！一日
最衰都係你！」
 
愛玩指責遊戲的人，可算是最蠻不講理。若對方沉得住氣，
固然無風無浪；但要是我們變本加厲後，一不小心踐踏了對
方的底線，關係隨即訣裂，再無破鏡重圓的機會了。即使與
對方發生衝突，我們也要時刻切忌把自己當成一場不公平審
訊的終極判官，理性全無地給對方羅織罪狀，賜予死罪！

負⾯
定型

「佢邊忽顧家呀？佢只係懶，日日坐響屋企唔願郁咋嘛！」
 
有時，我們以為與對方已是毫無隔閡的家人關係，因此可以
大肆評頭品足，批評他懶惰成性，或蠢鈍如豬。即使，一般
為對方貼上負面標籤的人，未必想發自內心地批評，只是忽
略了或不願承認對方的優點而已。可是，負面的批評日積月
累，便會成為一個標籤，不但傷害對方的心靈，還讓他漸漸
以為自己真是如你所形容一樣，為二人的關係種下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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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
想像

情緒
短路

「你收聲啦！冇人同你講到道理呀！」
 
鷸蚌相爭時，雙方腎上腺素急劇飆升。這個時候，你可能會
指責對方過於情緒主導，不宜與你繼續爭辯。可是，坦白從
寬，情緒主導的，真的是對方，抑或其實是你？若我們一味
怪罪對方的情緒，某程度上也是一種情緒化的行徑舉止。與
其互相指罵，「情緒」這回事享盡漁人之利，倒不如各自冷
靜下來，平心靜氣地議論交流吧。

「佢最近成日唔聽我電話，慌唔係出面收埋第二個咩？」
 
你身邊有沒有一些經常想太多的朋友？明明是雞毛蒜皮的芝
麻小事，在他們浮想聯翩的幻想世界裏，都會演變成驚天動
地的爆炸性新聞！不論這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朋友就是
你，請記得你的想像，全都毫無真憑實據，全都是不合理的
懷疑。與其花費如此多心力和時間，想像壞透了的後果，何
不將同樣的精神，放在更多開心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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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有
全無

「識佢咁多年從來都冇準時過，次次都淨係識遲到！」
 
日常生活中，我們都不時墮入這全有全無的圈套。因為對方
經常遲到，我們便愛用誇張法，指對方「次次都遲到」！可
是，若對方偶然準時一次，你的言論和理據，便馬上粉碎，
潰不成軍了！其實，世上無人完美，沒人可百分百做對事，
但也沒人會百分百做錯事，與其用「always」和「never」
直斥其非，倒不如留有一線？

賭博
⼼理

「今日咁好死？咪又係因為想禮拜日同班兄弟出街玩，唔陪
我！」
 
這種行為，與過度想像有點相近。過度想像的人，是認定對
方必定做了一些會傷害自己的事情；而進行賭博式心理戰術
的人，其實暗中並不希望對方真會這樣做，但卻率先假設對
方抱持某些不良動機，將自己放在「我早就看穿你了」的高
位置，以求對方怯懦之下，馬上唯命是從，達致一己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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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蜜語

人始終是感情用事的動物，一時意氣，吐出
「愛之勿語」，不足為奇，那不如試試其他
積極主動的方法？除了要緊記避免說出令關
係出現裂痕的說話，還可以採取「愛之蜜
語」的攻勢，調解雙方關係，讓感情昇華！

 
「愛之蜜語」的形式眾多，五花八門，但其
實，「愛之蜜語」的效果如何，不在於言行
本身，而是接收者的個人取向。例如，有些
人渴求得到肯定，你只要輕描淡寫地說句
「好勁」，他已可以樂上一整天；又有些人
抗拒身體接觸，即使你「霸王硬上弓」地跟
他如膠似漆，他也沒法感受半點愛意。

 
所以，在決定施展哪種攻勢前，最好先了解
對方最愛哪一種表達方式，才能掌握「愛之

語之匙」，解開他深不可測的心鎖。



肯定的語言，包括稱讚、鼓勵和感謝。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是一個小孩
子，尤其是年過六十的長者，常被喻為是返老還童的「大細路」，對賞識和
認同的說話，更是求之若渴。可惜，華人社會的價值觀，自小告訴我們稱讚
太多便會把對方「讚壞」，令人變得驕傲自滿。可是，若一句簡單而發自內
心的讚許，便能令對方心花怒放，啟發他再接再厲，大家又何必吝嗇呢？

 
提提大家，想你的肯定語言，發揮更良好的效果，記得一定要具體指出對方
的行為和人格特質，讓他感受到自己的價值，例如︰「你今日第一次專登入
廚房陪我煮飯仔，真係好體貼好窩心呀！」「平時唔聲唔聲，估唔到你今次
走去參加戲劇班做演員，跳出舒適圈，我欣賞你咁勇敢同上進呀！」。

肯定的語⾔
「有你響我身邊，我真係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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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向對方表達關懷和呵護，單單一句「我
愛你」未必足夠，真誠地為對方辦一些事、給予服務，例如準備一頓飯，為
對方按摩、舒緩筋骨，又或主動提出做家務和接送小孩，分擔對方平日勞碌
奔波的工作，甚至只是逛街時幫忙拿東西，簡單卻實際的行動，已經滲透出

濃濃的柔情蜜意！
 

加上，反正在華人家庭裏，我們都甚少說「我愛你」三個字，既然愛在心裏
口難開，倒不如將口講的愛意，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吧！

服務的⾏動
「返工咁辛苦，我幫你按摩輕鬆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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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以為，以禮物表達愛意，相對上較為物質和勢利。可是，試想
想，在芸芸產品之中，他千挑百選，終於選了一份精緻的小禮物，餽贈予
你，當中花費的時間、精神和心力，又豈是價目表上的數字能夠標示？

 
況且，送贈禮物時，注重的並非昂貴的物品，而是在於是否看透對方的需
要，呈現心意，例如丈夫知道妻子愛吃蛋糕，於是下班途中在甜品店買一件

蛋糕回家送給妻子，已是充滿真誠和愛的表現。

真誠的⼼意
「見你上次眼甘甘望住呢條鏈，送俾你架！」



18

愛之蜜語

一寸光陰一寸金，假如你為對方付出大量時間，不正正代表你願意一擲千
金？不妨找個雙方皆賦閒在家的日子，互相陪伴，只把專注力放在對方身

上，便能營造精心的時刻。
 

你可能會問︰咩話？淨係陪伴？唔通響屋企眼甘甘望住大家咩都唔做？非
也！你們可以一同從事熱愛的活動，如看電影、聽音樂，或外出散步閒逛，

甚至只是不著邊際的聊聊天、談談心，已是細訴愛之語的絕佳機會！
 

研究調查也顯示，精心時刻是大部分情侶和新婚夫婦的主要愛之語。

精⼼的時刻
「星期日不如一齊出去睇戲，你話好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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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總會將身體接觸，直接聯想到性行為。但性行為以外，牽手、擁抱、
接肩、親吻等小舉動，也可以是增進感情的關鍵。人的體溫，多是溫暖、熾

熱的，這些肌膚之親，可謂直接向對方傳達暖流，通向心坎。

彼此的互動
「好多冇攬下你喇，等我擁抱下你先！」



愛之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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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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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深愛，天天都可以是情人節。這句說
話，雖然老掉牙，但又多麼真實。不過，夜
闌人靜之際，不妨細想，這個與你同床共枕
數十載，如今同偕到老，需要互相照料陪伴
的另一半，你們當初是如何相識、相知到相
愛？舊夢重溫，昔日令你小鹿亂撞的愛慕之
情，隨著年月流逝，你又有多久沒有流露出

來？
 

愛，便要做出來。「幾廿歲人，唔搞呢味
喇」、「都一齊咁耐啦，有咩愛都做哂

啦」，很多時候，只是我們出於羞澀而自我
合理化的藉口，皆因太過理想當然的愛，已
不是愛；甚至乎，當愛淪為習慣，懶於表
達、疏於關懷，只求得過且過，卒之重重的
溝通障礙，便會應運而生，衝突和磨擦繼而

萌芽，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入得廚房的大家，大概都會知道，買到新鮮
食材並不難，要讓已完成的菜式保持新鮮才
是難！少男少女情竇初開，打得火熱，維持
感情，固然毫無難度；時隔多年，維繫雙方
關係，才是年過半百的大家，如今需要面對

的重大課題。
 

讀完今期的《護籍》，相信大家已獲益良
多！數數手指，距離月尾還有數天，還不趁

機表白心跡，為另一半製造驚喜？

https://baike.baidu.hk/item/%E5%BF%83%E8%B7%A1/33471


中心地址 // 大圍美田路1號大圍社會服務大樓1樓（停車場層）

中心電話 // 2691-1580

中心傳真 // 2602-2115

中心電郵 // sest@caritassws.org.hk

開放時間 // 逢星期一至六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明愛沙⽥⻑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