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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我很榮幸處身在這個專業裏，在這裏人們會邀請我

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讓我陪伴他們走過哀傷與失去、

醒悟與恐懼、破碎與恢復。這些年來，許多女性坐在輔

導室向我傾訴故事，我一直盼望能給她們全面的資源，

滿足她們所關注的，如身型和自尊、抑鬱和憤怒、關係

模式及性方面的傷口。雖然我大量引用我輔導過的女

性的經歷、掙扎和見解，但是我把姓名和個人資料改變

了，以保障她們的私隱。我也深深地感激她們，因為她

們勇敢、誠實，並且願意讓我陪伴她們走過人生路上的

一段。

我亦很感激校園團契出版社（ InterVarsity Press），尤

其是編輯德道（Gary Deddo），他們相信我，並且認同此

書的必要性。德道在神學方面的見解，甚至影響到我個

人的生活，因而在這書中也能展現出來。我也感激那些

匿名的校園團契出版社讀者，尤其是他們對上帝的形象

（ imago Dei）及道成肉身（ embodiment issues）的回應。

我有信心他們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響。

這書的最初構思，是我仍是研究生時，在威頓學院

（Wheaton College）的小辦公室內與馬可．麥克明（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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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必完美，仍能完全

McMinn）的對話。當我說起想幫助女性成長至完全，麥

克明就建議我寫一本以此為題的書。他的鼓勵和實際的

幫助，在我的寫作過程中至為寶貴。幾年前，麥克明介

紹另一位專業的良師納蘭摩爾（Bruce Narramore）給我，

他深思熟慮的意見，也模造了這本書的雛型。

對我在李大學（Lee University）作教職員時的一個支

持的羣體，我要獻上無盡的感謝。我亦尤其感激康恩博

士（Dr. Paul Conn）的校長暑期補助金，在我寫作期間支

持著我。

許多其他同事、朋友和學生看過這稿的不同部分，

又提供了他們的意見。我實在也虧欠他們每一個：查理

爾（Beth Charrier）、 考克斯（Vivian Cox）、丹尼爾（Carmen 

Daniel）、卡羅琳．埃克特（Carolyn Eckert）、 菲茨傑拉

德（Erica Fitzgerald）、 利爾（ Jennette Leal）、 穆恩（Gary 

Moon）、史密斯（Brittney Smith）、斯沃索特（ Jennifer 

Swartout），以及我二〇〇六年女性人格理論及心理課

的學生。我尤其感激威廉（Paul Wilhelm）先生，他就第

十一章提供意見，又容許我分享約翰（ John）的故事。

科克（Brooke Kocher）與我教會中的婦女小組西北岸團

契（North Shore Fellowship）讀過這書的手稿，她們的回

應亦推動及鼓勵我。我的研究助理德沃克斯（Becky de 

Vaux）願意做所有我須做的事，由找書到整理註腳。她

在編輯上的協助，以及細心的反思，也是十分寶貴的。

我的父母和家翁家姑時常替我照顧小孩，使我能

完成這書。我的家翁家姑吉姆．埃克特（ Jim Eckert）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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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鳴謝

珍妮．埃克特（ Jeanne Eckert）一直以我為榮。在寫這

書的時候，我常想起珍妮，因為她為身邊的人—男

女皆是—展現了力量。我的父母湯姆．蓋恩斯（Tom 

Gaines）和蘇珊．蓋恩斯（Susan Gaines）讓我從小就在

愛、支持和鼓勵中成長。我的母親把這書每一章的每一

個版本都看過，而且盼望獨力把此書推上暢銷榜榜首。

我真幸運，有她作我的朋友，為我打氣。

我更要為我的小兒子詹姆斯（Thomas James）而感

恩，他在很多方面均表現出愛的奇迹，而他也令我變得

比我自以為的更堅強，成為比我想像中更好的媽媽。我

很蒙福，我的丈夫傑夫（ Jeff）與我一同作父母，他也是

個具恩賜的心理學家。傑夫的臨牀洞見及介入亦充分在

這書中反映出來。他是我的編輯、校對員、共鳴板及顧

問，我主力的推銷員及最大的鼓勵者。透過我與傑夫的

關係，我時常被挑戰要與上帝、傑夫和我自己相遇。他

是我在寫作此書上、為人父母及人生中的拍檔，我實在

感激他。

最後，這書是我在人生中的一段失落日子裏寫成

的。我感恩，因上帝在我們破碎之時使用我們—用我

們最破碎的一塊來接觸這個受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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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渴望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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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戀愛、家庭或事業中尋求完全
為甚麼一個破碎的世界會令我們失望

自古至今，女孩子都被訓練要表現得女性化，

不管她們本身的性格是怎樣。

而且，人們常按外表審視她們，

她們不斷被兩度力量拉扯：

要有成就，但不可過於卓越；

要有禮貌，卻也要忠於自己；

要女性化，又要成熟優雅；

要認識自我的文化傳統，卻不可評論性別歧視。

有人形容，淑女訓練就是虛假的自我訓練。

女孩子往往不能忠於自己，

只能成為比自己次一等的角色。

她們只是去滿足社會文化的期望，

而不是成為她們自己盼望成為的人。

派佛（Mary Pipher）

《拯救奧菲利亞》

（Reviving Ophelia: Saving the Selves of Adolescent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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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必完美，仍能完全

一九九六年，一套使女性不安的愛情小品在戲院

上演。先不談這電影的潛在意識。《甜心先生》（ Jerry 

Maguire；又名《征服情海》）當時大收旺場。電影主要

講述一名運動店售貨員馬圭爾（ Jerry Maguire），最終迎

娶他的助手、一個單親母親—多夢西（Dorothy），他

稱這為「忠誠」。在他們起初交往時，多夢西向馬圭爾表

白，但馬圭爾卻一直與多夢西保持距離。最後，多夢西

了解到他們雙方有不同的感覺，所以提出分手。在片中

的高潮浪漫一刻，馬圭爾回去找多夢西，發表他愛的宣

言。「你使我完整。」他告訴她，多夢西馬上就接受他。

「我對你一見鍾情。」她答道，即使他在這關係中顯得對

她不敏感和不一致，但多夢西卻極度渴求完全，並且相

信只有透過愛情才能達致完全。

雖然，多夢西似乎不可以透過愛情找到長久的完全

感，但我們很多人都會像她一樣，透過愛情追求完全。

我們繼續追求，雖然暗裏也明白，這也將會使我們不滿

足。據盧雲（Henri Nouwen）所寫：「許多婚姻觸礁，正

在於任何一方都不能滿足另一方的隱藏盼望：伴侶能消

除自己的寂寞。很多單身男女心存天真夢想，以為婚姻

的親密關係能驅走寂寞。」1

可是，愛情並非我們尋找完全的惟一途徑。我們或

會告訴自己，如果我有一個小孩可以愛護，我就感覺完

全。又或如果我是個完美的母親或妻子，我就會快樂。

又或者，如果我能感覺成功，例如我特別擅長某件事，

那我就會滿足。我們也許會在成為母親這事上、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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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在戀愛、家庭或事業中尋求完全 

事業上，甚或教會事奉上追求完全，然而達到目標後，

卻還是感到失望，仍欠缺了些甚麼似的。又或者由於內

在感到不滿足，我們會參與一些具毀滅性的行為，例如

濫用藥物、過度減肥和性濫交，以填補那空虛。

「我四十五歲了，我終於發現，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

誰。」瓊（ June）在早期的一節輔導中告訴我。「我知道我

是個母親和妻子。在工作上我表現理想，我也有一些朋

友。可是，那好像還是不足。我永遠是不足的。我只是

想感到完全。」瓊從內心的呼求：她生命中欠缺了一些東

西，她認為自己永遠是不足的。事實上，我輔導過的女

性對象及心理課上的女學生，有很多都身同感受，瓊只

是其中一個。與女友人喝咖啡時，我聽聞過這掙扎的痛

苦，而我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了解到「永遠是不足」的心

痛感。

我記得，在青少年時期，我就想，當我可以駕車或

升上大學，就會很快樂了。到了我進入大學，我恨不得

馬上畢業，然後結婚。到了我成為已婚少婦，我只知道

完成研究院及得到一份好的工作，能使人滿足。成了專

業人士，孕育子女就成為我下一個目標。實際上，我也

喜歡得到我的駕駛執照、上大學、結婚、生兒育女。我

為到我每個新的經驗和角色感恩。所以當我因此仍感到有

所欠缺時，整件事就更叫人摸不著頭腦，甚至心生歉疚。

牧師和主日學老師教導我們，要尋找我們在基督裏

的意義和身分，他們亦提醒我們，在我們裏面有一個像

上帝的形狀的破洞。當我們嘗試以愛情、成功，甚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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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必完美，仍能完全

人父母來填補那空隙，就注定會失望。只有當我們的生

活，是從上帝而來時，才能真正得滿足和被填滿。就如

我認識的許多基督徒姊妹一樣，盼望植根在上帝的愛和

保護中。我愈在生命中渴求此事，我愈對自己那不穩定

的靈修、自私、盼望取得別人的認同多於上帝的認同而

感到沮喪。如果你也像我，想被上帝充滿，就要在祂裏

面找到你的平安和身分。當我們看不到在我們生命中有

上帝的同在，就更增添我們的悔疚，甚至自我定罪。

這書是為像我、瓊、我的輔導受助者、學生、女性

友人—渴望完全的女性寫的。也是給那些信任我，將

自己的生命故事告訴我，又讓我陪她們經過破碎旅程的

人。這書也是給那些從未求助於輔導，卻又與瓊一樣，

感到生命中有缺欠，又或自己出了問題的無數婦女。

為何我們覺得不完全？

女性在很多方面會感覺破碎。我們的感情關係通常

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痛苦源頭。我們可能已經歷過一次感

情重創—而現在我們也感到迷失，我們現在的關係，

也許令我們受傷，甚或被虐，又或過去的傷口繼續折磨

我們。在與伴侶或重要的人、父親或母親、上司或同

事、兒子或女兒、朋友或兄弟姊妹的關係上，我們也許

已面對極大的掙扎。

或許，關係的決裂其實是我們內在痛苦的一個副產

品。我們經常覺得缺欠，是出於內在的不足。我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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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在戀愛、家庭或事業中尋求完全 

性常常有一個無盡的不滿列表：太肥太胖、性格沒趣、

頭髮凌亂、油頭垢面、不擅辭令、沒有才華、不懂運動

等。當我在某次輔導中問瓊她有甚麼強項，她想了很久

也想不到。可是，她卻能清晰地說出，母親在多年前曾

問她是否胖了，又或父親多次告訴她，她上不了大學的

原因是因為她不夠聰明。在我們的成長中，我們都會聽

過父母、同輩或兄弟姊妹的批評。作為成人，有時我們

會內化那些苛刻的語句，成為我們最大的批評。

即或我們嘗試「面面俱圓」，作一個可愛的太太、盡

責的母親、繁忙的事業女性、細心的朋友、活潑的基督

徒，但仍會被一種凡事仍做得不足的罪疚感所折磨。從

外面上看來，我們也許很成功。但我們會因要向外界表

現出「凡事盡在我掌握中」，而同時內心卻感到現實是「這

一切我都做得不好」的矛盾而困惑。

相對而言，即使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也未能對世

界投射 「凡事盡在我掌握中」的形象，我們可能覺得受

損。也許我們在抑鬱、憤怒或焦慮中覺得被擊倒。我們

可能會想，如果我能打倒這抑鬱症，我就能再次感到完

全。可是，我們的落空，使我們比之前更抑鬱。對其他

人來說，這掙扎是更內藏的。雖然，我們未必要處理抑

鬱症或虐待等問題，但我們仍然覺得自己不完全，與上

帝與人皆有距離。

女性愈渴求經歷完全，就愈會經驗到氣餒。有時，

我們似乎被許多內裏的力量包圍，叫我們看自己為不完

全。有些力量是較明顯的，它們深植於歷史之中，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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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必完美，仍能完全

人在政治和社交上皆被抑壓。有些是比較隱藏，乃由我

們的原生家庭、父母親的教導、祖父母和兄弟姊妹的信

息而來。有些與我們本性願意成為完全的心願相反，那

就是社會文化帶出的信息。當我們打開電視，看見藉

女性的胴體來售賣各樣的產品，由車子到啤酒到牛仔褲

到香水—不是女性，是女性的胴體。這是個重要的

分界，而且這已植根於我們的傳媒，致令我們已對此麻

木。在廣告中，女性的胴體能被分拆為不同部分，我們

只看到女生的嘴唇、臂部及胸部的性感照。女性的胴體

並非女性的全部。當別人只留意女性的美貌和身段，而

忽略了她們許多其他的才能和恩賜，就是分拆她們。這

令所有女性（包括時裝模特兒和傳媒的消費者）以為，女

性之所以重要，主要是源自性感的部分，而非她們完整

的自我。

在教會中尋找完全

我們當中有些人，在媒體及流行文化中看到許多

關於女性的負面信息，就會回到教會，以為是安全的天

堂。一間完美的教會，能反照上帝的慈愛和願意與人

建立關係的特性。就如聖父、聖子和聖靈是恆常彼此團

契，教會亦是被召去反照那團契和愛心。而在那反照上

帝的社羣中，教會為男性和女性提供一個醫治和重整的

地方。在一個理想的基督賜力的社羣中，受傷的人可找

到安慰，被拒絕和忽略的人可尋得接納與愛，而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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