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管是先天的或是後天的原因所造成顏面損

傷，對一個人或家庭來說，其心靈的創痛

與影響，是言語無法形容於萬一。

「我和我的臉」，是以輕鬆的語調來談這個嚴

肅的課題。我們不只是鼓勵顏面損傷朋友，面對

事實，更要勇敢地接受自己，積極建立自我支持

系統，去開創自己生命的第二個春天。

同時，以這篇文章和你們分享，當你們的朋

友或是親友是顏面損傷時，如何去了解他們的心

理以及協助他們處理所碰到的問題。

當然，更希望讓一般人知道「顏面損傷」的

身心世界；一起分享、一起體驗陽光朋友的心路

歷程和希望。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創造兩個角色：一是代

表顏面損傷朋友的＜人物＞；一是＜聲音＞，來

自＜人物＞內心最深處。其實＜人物＞與

＜聲音＞都是同一人。藉對話方式，表現出顏面

損傷朋友赤裸而真實的心靈表白。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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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哈囉！你好！

你看起來好像不太高興，怎麼了？

[人物]：我受夠了！別人老是盯著我看。

[聲音]：就因為這樣困擾你？

[人物]：是啊！他們對我的臉指指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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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那別人是怎麼批評你呢？

[人物]：別人說：「你看那個人，怎麼會這樣？」

有時候，他們會交頭接耳，

可是我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什麼？

又有時候，他們只是笑。

似乎不以一般人相處的態度來對待我。

因為我與眾不同，

所以就用不同的方式對待我，

好像我是從另一個星球來的，

不屬於這裡。

他們好像很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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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是誰會對你指指點點呢？

[人物]：哦！是所有人。

[聲音]：別人的看法值得你這麼焦躁煩惱嗎？

[人物]：你這樣說倒是很容易。

[聲音]：我常在想，

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外表是其次。

[人物]：這個你不了解啦！

[聲音]：那你就解釋給我聽。

說出來也許有些幫助，會比較舒服一點。

[人物]：好，我試著解釋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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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請說吧！我會試著去了解。

[人物]：我對自己的長相有無力感。

[聲音]：我知道。

[人物]：我想呈現出我自己最好的一面，

可是我從不像別人一樣的美麗。

我沒辦法選擇我喜歡的。

[聲音]：很好，繼續說。

[人物]：問題是⋯⋯別人對我不友善。

有些時候他們對我就好像我是一個傻瓜，

只因為我看起來就是這副模樣。

還沒有了解我之前就妄下斷語，

使我的挫折感很大。他們不給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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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我能了解你說的。

但是，我認為你相當不錯。

[人物]：認識我的人都是這麼說的。

[聲音]：那這樣給你什麼感覺？

[人物]：我不太確定。但我覺得我很沒有自信。

除非別人不會看著我，

那我就能像以前一樣快樂。

現在，我自己很想躲起來，遠離人群。

這樣別人就不會看到我，

也不會批評、打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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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躲起來就會讓你過得快樂嗎？

[人物]：不，當然不會。

如果別人嘲笑你，

那你還想要走出去，

面對人群嗎？

[聲音]：你需要的是「信心」。

你的家人可以幫助你嗎？

[人物]：他們嘗試伸出援手，

但不完全了解我要的是什麼，

我想當他們看到我受傷的時候，

他們也很難過。



7

[聲音]：要改變別人對你的想法，

對家人而言實在力量太小了，

而且這會讓他們很無力，

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關心你。

[人物]：有時侯我認為他們只會處理我能處理的事。

[聲音]：那倒是真的，你能應付的，

別人當然也應付得很好。

[人物]：但是我已經厭倦了這種受傷害的生活，

我好孤單！

真希望能和一個和我一樣的人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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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是啊！找一個和你一樣的人談，

或許很有幫助的；但是，

你自己也需要「自我肯定」，建立自信心。

[人物]：可是沒有人給我任何磚塊，

讓我建立信心的磚牆；

反而在我每建立起一點點信心，

就會有人準備把它敲下來，

這樣我要如何建立信心、自我肯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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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你必須自己去尋找「信心之磚」。

[人物]：你說得很容易。

美麗和外在為什麼是那麼重要？

[聲音]：我就不這麼認為。

[人物]：這麼說吧！你看看

電視、雜誌上的男

女主角個個美貌、

英俊；模特兒更是

婀娜多姿、可愛動

人。模特兒所表現

的是呈現出社會大

眾要看的。美麗被

人塑造成偶像代表

。美麗的人能得到

許多鼓勵、讚美和

尊敬。而一般人對

我，則是產生對立

的態度。這樣對我

是種侮辱，是不公

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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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這要看你對「醜」的定義是什麼？

不是每個人都美麗的。

走在街上，你注意看，有多少人像電視上

或雜誌上的模特兒一樣漂亮？

好，那你說說看，

什麼是「美」？什麼又是「醜」？

[人物]：不要再跟我辯了。

我覺得醜，所以我是醜的！

[聲音]：聽你這樣說，我覺得很難過！

[人物]：現在你知道我的感覺了吧！

我真希望和普通人長的一樣，

就不會有這麼多壓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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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那你為什麼不能只做你自己呢？

[人物]：因為我不夠好。

我失去了一般人所擁有的東西，

別人都能開心過日子。

而我走到那裡，

總是落得鬱鬱寡歡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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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你認為和客觀美醜有任何關係嗎？

一張不快樂的臉，本來就不會吸引人的！

[人物]：你在指責我？

我曾經跟你說過，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小丑，

害怕別人對我的回應。

所以，我總是表現得神經兮兮，

一副飽受驚嚇的樣子，叫我怎麼笑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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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朋友，你冷靜一下。我了解這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要試著去改變，

這樣別人才會對你微笑，而不是嘲笑你。

[人物]：如何改變？有些人就是不想了解我，

他們也從不給我機會！

[聲音]：你希望那些人了解你？

[人物]：我希望被人接納。你不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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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這我了解，每個人都希望被人喜歡，

現在讓我們看看，我們能做什麼？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擅長的東西，

可以表現出來！

[人物]：或許是吧！

[聲音]：我們喜歡一個人，

難道只是看外表的美麗嗎？

[人物]：大概不是吧！

[聲音]：這就對了！現在你能做什麼？

你的專長是什麼？

[人物]：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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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不要這樣！你只是在否定自己。

來，我們繼續，不要放棄！

[人物]：好，我會畫畫。

[聲音]：那就對了。很多人還不會畫畫呢？

[人物]：我懂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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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美麗」對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義和看法。

假如我們都喜歡同樣的事物，

看同樣的事物，

那生命豈不是變得枯燥乏味嗎？

你剛才也說過，

了解你的人會喜歡你，所以，

這表示你的顏面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很重要，

而是建立在某些事物上。

[人物]：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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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在這世界上，你是獨一無二的，

想想看，你還有那些優點？可以舉個例子。

[人物]：我從不會拿別人的臉做評論。

[聲音]：嗯，那很好呀！

那可以使你和別人的關係變得溫和而特別。

現在你還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嗎？

[人物]：不會了！我現在覺得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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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很好，

現在就開始正向地面對自己和你的人生。

選擇擅長的事物或領域，去發揮你自己。

為自己創造一個積極而正面的人生。

不要一付鬱悶的樣子，

應該表現得積極、活潑，

這樣別人就不會排斥你，

甚至會期待一個全新的你。

[人物]：是的，我將會更積極、更踏實。

現在，我已經覺得開始喜歡再面對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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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聽你這樣說，我很高興。

只要記得，一個人的好與壞無關於美醜。

只有當你心裡苦悶時，人生才有障礙。

[人物]：我現在已經開始了解了！

[聲音]：學習喜歡自己，

那麼你將會看到許多人願意跟你做朋友。

[人物]：你這麼認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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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我是這麼認為的，

有時候別人會讓你有挫折感，

然而那些對你不好或不禮貌的人，

實在不值得你去煩惱。

[人物]：我懂你的意思。謝謝你信賴我、鼓勵我。

還有一點，在這裡問你一下，

你是誰？

[聲音]：我就是「你」。

你最重要的事，就是讓我們一起去面對它─

顏面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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