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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加國多倫多唸大學，很喜歡那裏的四時分明。雖然季

節有長有短，但各具特色。春天可以看到鬧市中綻放的鬱金

香；夏天一般都天朗氣清，是郊遊的好日子；秋天的楓葉顏色

醉人；冬天白雪迷濛，但也別有一番景緻。人生也有不同季

節，每個季節都各有精彩處，但邁向不同季節，生命難免需要

調適，也有挑戰。本期及下期的活現家庭雜誌分別討論男性與

女性的不同季節，本期集中討論男性不同季節的成長。我們邀

請了專業人士為我們剖析男性成長的挑戰和出路，也請來處於

不同階段的男士來分享他們的人生故事，盼能使男性及他們身

邊的伴侶更能洞悉穿越不同季節的成長秘訣。

編 者 的 話

馬王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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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男女的生活挑戰 (上)

葉顏瑋茵博士

 不少心理學家認為現代男女的成年早期有推遲

或拉長的現象，甚至可拉長至十年或以上。因着文

化和經濟的變遷，給現代男女帶來生活上的特殊挑

戰，比如他們在畢業後較前人背負更重的學生債

務；因着沉重的經濟壓力，更多人選擇遲婚或不結

婚，使結婚率再創新低。此外，由於教育水平的提

升，不少已婚婦女婚後仍然工作，而丈夫則須分擔

照顧孩子和家庭的責任。可惜在這個男女地位越趨

平等的年代，社會對男子氣概的要求依然不變，來

自四面八方的社會衝擊，加上沉重的生活步伐，

為現代男性加添不少壓力，容易造成情感障礙的危

機。因着篇幅所限，我會分兩期來探討現代男女的

生活挑戰，今期較著重有關男性的情況，下期將談

到女性的挑戰。

1. 學生債務造成經濟壓力

 學生債務成為新一代的經濟壓力。目前學生債務主要來自

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典型的總債務與每年收入比例從2007

年的191%增加到在2010年的205%。相反，沒有受過大學教育

的家庭，總債務與每年收入比例反從2007年的127%跌至2010

年的108%。而整體來說，擁有學生債務的人士同時也有較高

的其他債務；相反他們的資產則遠比沒有學生債務人士為少。

因此，明顯高學歷的青年負債者，遇到的財政壓力也更大(Fry, 

2014)。 

 2013年Pew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學生債務和財務狀況

有顯著的關連。年輕人貸款上大學比起那些沒有貸款的人，

整體上更不滿意自己的財務狀況。年齡在18至39歲擁有副學

士或大學學位的負債人，70%說他們滿意自己的個人財務狀

況，29%不滿意。相比之下，沒有貸款的人，卻有84%說滿意

自己的個人財務狀況，而只有14%是不滿意的。在年輕貸款者

中，63%認為他們在教育上的投資得到回報；但不用貸款的

人，卻有81%認為從大學教育得到回報。其實負債者和非負債

者的收入非常近似，只是前者的財產淨值卻遠低於後者（參考

圖一：Fry, 2014)。那為何仍有這麼多的年輕人讀大學、甚至

研究院？原因是現代人對經濟前途十分悲觀！一位青年人說：

「這一代沒有人會相信自己可擁有美滿的退休生活。比較上一

代，我們只有其三分一或四分一的財富。也因為工作難尋，

每個人都奔向高等教育來逃避失業和貧窮。」(Yiannopoulos, 

2014) 。

活現的「新心行動」（青年部），為了幫助青年人面對這

新挑戰，曾舉辦金錢管理（Money Matter）講座，並製作成

免費網上教育短片，請到www.renewtheresponse.org收看。

我們也推出「活現潛能」專業測試與諮詢服務，為升學和

就業者提供選科和職業輔導，以求更有效計劃人生。請到

www.PPossibilities.org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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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學生債務並不影響家庭收入；但影響財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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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婚率創新低

 這一代進入成人期的男女，在親密的關係上，較難建立互信的關係，加上沉重

的經濟擔子，使成家的比率創下新低。Wang和Parker (2014) 對人口統計數字進行分

析，發現在60年代只有9%的人從沒有結婚，但到了2012年，25歲以上的美國未婚

者達20%（約4,200萬人)，創歷史新高，其中男性（23%)比女性（17%)的數字更

高。造成這種現象，原因主要為遲婚和同居。而60年代初次結婚中位年齡是：男性

23歲、女性20歲；當時只有24%年齡介乎25至34歲的未婚青年會選擇同居；但到了

現時，初次結婚的中位年齡是：男性29歲、女性27歲。除了遲婚之外，青成年因經

濟未穩而不願結婚、寧可同居的，年齡在25至34歲約佔34%，35歲以上的則佔20%

，雖然結婚率下降背後的原因複雜，但是這些數字顯示，婚姻已在年輕人的優先序

名單中不斷地下滑。 

3. 男人更多照顧孩子和分擔家務

 在30歲以後，現今的男性更需要平衡家庭和事業。在2003至

2011年Pew研究中心的家庭報告指出，現代男性較過去更多照顧

孩子和分擔家務。以夫妻兩人同時外出工作的家庭為例(參考圖

二)，在2009年有54%父親希望妻子當全職媽媽，但今日只剩下

37%。今天有半數的父親 (50%) 和母親 (56%) 在平衡工作和家庭

責任上感到吃力，而一成半的父親 (15%) 和母親 (16%) 甚至表示

平衡兩者極為困難 (Parker, 2014)。移民美國的年輕家庭，因缺乏

父母的支援，男女性在家中的角色特顯拉力，有因為妻子較易找

工作、而丈夫則在家照顧孩子的情況；也有人須把幼兒送回原居

地給父母照顧。目前隔代看管已成為兩岸的熱門話題。

活現「新心行動」（RE:NEW)和

活現香港，在過去曾舉辦不同年

齡層有關約會的訓練，我們正計

劃在未來出版親密關係的教育材

料，幫助青成年的兩性交往，建

立良性的關係。

活現每年主辦無數次的婚姻家庭和親子訓練，幫助家庭健康

成長及融合兩代文化差異。請到我們的網址查詢近期的訓練

活動。

4. 男子氣概的偏差引至關係和情緒障礙

 在男孩過渡成為男人的過程中，很多心理學家認為現今的男孩成長過程

中，不與父親同住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Parker, 2014) 。缺乏良好的父親模範，

對男性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打擊。Bastow(2013)指出「不能哭，不可流露情

感，不求於人，無法應對壓力，是反複出現的男子氣概主題。」現代社會日

趨男女平等，但社會對男子氣概的要求，並沒改變，這也成為男性（特別是

年輕男人和男孩）典型的掙扎。她引用執導電影「男孩面具背後的真相」的 

Jennifer Siebel Newsom 導演（著名女權份子）的話，說明美國「男性正處於

危機中」，因為「年輕時孩子們已學到表達憐憫或同情就等同示弱。這混亂

（圖二）雙職夫婦的時間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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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顏瑋茵博士 Ph.D, LMFT ( MFC #41365)

葉顏瑋茵博士是活現機構和活現香港的創辦人和總幹事，

加州執業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於2014年在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取得臨床心理學哲學博士，專研跨文化和社群臨床心

理學。葉博士早年畢業於建道神學院，曾任女傳道多年，主要

負責夫婦和青少年事工。移居美國後，多年來在政府資助的精

神科門診擔任心理治療師，也曾於公立學校、家暴庇護中心、

釋囚戒毒所和政府醫院法證診所實習，為被虐待兒童進行心理

評估；並為多所大學的婚姻家庭治療碩士和心理學博士實習生

提供臨床督導。在過去十多年，她就親子關係發展了一套三冊

訓練有關自信溝通課程；同時也擅長以即興劇場來進行性格和

成長訓練。

參考書目: 

Bastow, C. (2013). We’re in a crisis of manhood. 
Daily Life. Retrieved on June 3, 2015. http://
www.da i ly l i fe .com.au /newsandviews /d lop in ion /
wereinacrisisofmanhood201307302qwj1.html

Fry, R. (2014). Section1: Student debt and overall 
economicwellbeing.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on 
June 3,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5/14/
section1studentdebtandoveralleconomicwellbeing

Parker, K. (2014). 5 facts about today’s fathers.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on June 3, 2015. http://www.pewresearch.
org/fact-tank/2014/06/12/5-facts-about-todays-fathers/

Wang, W., & Parker K., (2014). Record share of Americans 
have never married as values, economics and gender patterns 
change.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on June 3,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9/24/record-share-
of-americans-have-never-married/

Yiannopoulos, M. (2014). The sexodus, part I, the men giving 
up on women and checking out of society. Retrieved on 
June 3, 2015. http://www.breitbart.com/london/2014/12/04/
the-sexodus-part-1-the-men-giving-up-on-women-and-
checking-out-of-society/

的信息迫使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看重階級，更不斷要證明自己的男子氣

概。他們甚至覺得要通過強硬的行為來顯出這氣概，不知不覺間影響了他

們的人際關係，收窄他們看成功的定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導致暴力行

為，這就是許多研究者所指的「男孩危機」。由於我們的社會忽略對男性

社交和情感健康的重視，使國家的年輕男性在面對逆境和衝突時缺乏整全

的情感技能。不管男孩或已長大的男人、選擇追求男子氣概與否，都容易

產生孤獨、焦慮和痛苦。」Newsom進一步指出，電子遊戲中的暴力和傳

媒對女性負面的報導也是毒害今天成長中男性的因素。

 Bastow (2013) 引用澳洲統計局的數據，指出年齡介乎15至44歲的男性

比女性的自殺死亡率高出三倍，主因是男性不願意尋求幫助。數據顯示，

只有27%的男性會尋求專業人士輔導，婦女求助者則有40%。不少情況

下，男人(尤其在25歲以下)更會借助藥物或酒精來面對痛苦，卻沒有得到

真正需要的幫助。作為一位心理學者，我個人認為男人自殺時使用的方法

也比較激進，這是導致死亡率較高的重大因素。在我的臨床經驗裏，發現

年輕男性患上嚴重憂鬱症的個案不斷上升。

 今天男性要面對的挑戰不少，遇上逆境和衝突

時，若能夠不單從學術或工作的競爭中看成敗，多些

操練個人成長和注重關係建立，通過開放心靈和學習

與人溝通，就更能與家人朋友建立互信關係、活得自

信，並能體會生活中的滿足感。

活現機構在過去十二年，針對電玩成癮

和憂鬱症等問題，經常為社區提供心理

健康講座和治療訓練，也有製成光碟，

同時在家庭雜誌的主題文章中亦已討論

過，若有興趣了解更多，請到活現網站

www.Presencequotient.org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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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少心理學家，以這理論為基礎，針對男性的

中年危機做出更多研究。活現機構也以「男人的七個季

節」為藍本，曾在美國和香港，多次舉辦「男人的七個

季節」夫妻成長日營，得到十分正面的反應。

 這課程透過系統的討論，幫助男士分析個人的強弱

處，了解過去成功失敗對自己的影響，重新整理思路，

認清自己的需要，走向更具意義的人生下半場。我們邀

請妻子與丈夫一起學習，原因是不少妻子以為很了解丈

夫，卻不明白男性發展的特質。丈夫因得不到妻子的認

同而常有難言之苦，導致夫妻關係疏離。許多男性缺乏

知心朋友，也不善於了解和表達自己的情感或需要。本

課程的設計，藉男士小組學習，讓丈夫能從其他組員的

分享中，了解自我和其他男人的需要；又透過夫妻二人

的分享，讓妻子聽到丈夫內心深層的想法，對丈夫更多

支持和諒解，拉近彼此愛的關係。若對此課程有興趣，

請與我們聯絡 info@PresenceQuotient.org.

男人的七個季節：

1) 成年早期過渡（17-22歲）: 男孩離開青春

期，開始探索成人的生活選擇。

2) 進入成人期（22-28歲）: 在愛情、職業、

友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做出初步選擇。

3) 30歲過渡（28-33歲）: 生活結構上發生變

化，須從人生壓力中學習調適，或面臨挑戰

時進行危機處理。

4) 40歲穩定期（33-40歲）: 在家庭和事業方

面有一定的的成就或基礎; 思想和行為能擔

負起家長的角色。

5) 中年過渡（40-45歲）: 在生活結構上出現

最多問題的階段，通常會在人生意義、方向

和價值上產生危機。由於意識到死亡和生命

的短暫，會試圖留下生命軌跡或遺產。這將

形成下半生的追求核心。

6) 進入中年期（45-50歲）: 在作出方向的選

擇後形成了新的生命結構。 

7) 成年晚期（50歲以上）: 思考過去的成就和

遺憾，重視建立與自己、他人和神的關係。

男人的七個季節  

葉顏瑋茵博士

活
現

產
品

推
介

！

八十年代耶魯大學畢業的心理學家 — 丹尼‧列文

森 (Daniel J. Levinson) 曾發表過「成人發展綜合理

論」，並談及男人生命中的七個不同季節。深受發展

心理學家埃里克森 (Eric Erickson) 的影響，列文森

認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人有各種發展任務或危

機，必須在該階段內處理好，才有利個人發展，並順

利過渡下一個人生階段；而人的發展亦有穩定期和過

渡期。在穩定期間，人要作重要選擇，建立生活結

構，並達成有關目標。過渡期則是由一個階段進入

另一個階段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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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博士，在你接觸的個案裡，你認為現代男性一般會

遇到甚麼問題？其中最大的困擾為何？ 

 今日男性普遍面對的問題十分複雜，但我相信根源問題

在於男性與父母親的關係。

 一個男孩長大的過程中，會因接觸世界而踫到不同的挑

戰。其中一個明顯的掙扎是性方面的誘惑，而問題的核心在

於缺乏親密關係，亦即是健康和安全的依附，而大多數男性

從小就經驗這種缺乏。我會用「男性情感孤兒」來形容男孩

尋找、期待和渴求父親的愛與認同卻不得要領的一種現象。

結果男孩只有與母親所建立的關係，這雖好卻不足夠。

 當男孩長大時，可形成懼怕面對衝突、以霸權達到目

的、缺乏調解能力，選擇用威嚇和權力來解決問題。另一個

情況是變得被動和倚賴，亦傾向迴避責任。

劉博士：男女平等與社會變遷在二十和廿一世紀為男性帶來

不少挑戰，但我深信憑著天賦內在的能力、勇氣和創意，仍

可讓男性活出既有尊嚴、又有責任感的人生。對男性而然，

擁有使命感而活是面對近代挑戰所必須的。一些世界性議

題，如環境污染、如何停止暴力等也可成為男性尋求人生目

標和使命的方向。

 由於上一代的亞裔男性不少經過戰爭，以及社會經濟動盪的日子，也宥於文化、性格

和自身家庭教育的影響，對於養育子女，特別在情感上難免會顯得缺席。現代男性在缺乏

榜樣的情況下，同時要面對社會、意識型態，以至男女角色的急速轉變，成長中自然不乏

困擾和失落的時刻。我們很榮幸請到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接受我們的訪問，為我們深入剖

析現代男性成長的困擾及其深層的原因，並展示關係建立的重要和秘訣。我們更請到劉慈

謙博士就這些問題作出回應，並幫助男士如何能以正面和創意的心態去走他們的成長路。

Geoffrey Hughes 採訪

現代男性成長困擾和關係建立

劉慈謙博士於福樂神學院分別取得神學碩士、心

理學碩士以及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劉博士畢業於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電子工程系，在矽谷工作十

四年，2007年進入全職事奉。過去主要參與教會家

庭事工、婚姻及家庭治療，並在老人科心理治療診

所工作，同時現為千橡城華人基督教會部分時間傳

道。

黃偉康博士出生和成長於香港，七十年代留學美

國然後定居於舊金山，曾主修地質學、後來成為臨

床心理學博士，執業專長為家庭、大腦神經和法律

心理學。曾在加大醫學院教授精神病理學，並參與

治療嚴重精神病患；黃博士亦有二十多年私人執業

的經驗，進行不少心理治療和跨文化心理研究。

 黃博士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徒領袖，積極參與不

同福音機構的服事。他近年更活躍於亞洲各地的志

願工作，如中國地震災後重建，有關柬埔寨人口販

賣受害者的治療和預防等，也於中國一些大學擔任

客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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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男性所面對的問題和過去的男性有何典型的

分別？這一代的男性在處理家庭和事業上，有何

優勝之處或有利的條件？ 

 上一代的挑戰離不開戰亂和經濟不景，這千禧的一

代成長中認為所謂真理是可以由自己決定的，而父母親

的角色並不重要，結果造成為父更形艱難。這一代的

關係變得隨便，一般認為愛可有許多不同定義，但離不

開性快感和個人的滿足，大都以自我中心為出發。因此

年輕一代往往是自私和缺乏安全感的一代，欠缺能力付

出，不懂得分享和犧牲，因此也無法在身、心、靈各層

面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靠賴資訊發達，似乎拉近了人

與人溝通的距離，但這代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密了

嗎？並不見得。

 現代男性在職場和家庭的條件比上一代具有優勢，

今天男性的角色較有彈性，「家庭主夫」是可以接受

的。其實男性除了不能哺乳外，對照料家庭也不存在任

何障礙。而處於這高科技環境，時間上其實多了彈性，

男性要兼顧家庭和事業是絕對可行的，作為父親可應付

工作、同時又照顧孩子的需要。

劉：性別平等把男性從養妻活兒的傳統經濟擔子中釋放

出來。其實男性大可運用這種新自由，多些專注在關係

建立上，而毋須單單忙著為口奔馳。我想這個思維突

破，該是現代男性優勢的關鍵所在。

這一代的男性如何看親密關係？建立親密關係

時又有何期望？可能有的恐懼和心理障礙？ 

 男性對親密關係的理解很容易被扭曲。男性傾向

視親密等同於性關係，其實二人關係的親密性，可以

與性吸引完全無關的，這在同性別的友情上十分普

遍。我們對親密的看法該離開性而重回互相信任而坦

誠相待的層面。親密可以是因著信任而單純地關心和

付出的。

 對於建立這種心靈親密關係，男性是有一定恐懼

和心理障礙的。我認為大多數男性不會把自己的期望

清楚說出來，他們可能並不了解自己想要甚麼，或者

了解卻說不出來。一般男性較難結交真正朋友。心理

學研究指出，男性被困於傳統定型的框架下，傾向恐

懼將真實的我表露出來，並以歸咎別人來隱藏恐懼，

以笑臉遮掩內心的羞恥。

劉：一般來說男性傾向重視肉體過於心靈親密。男性

需要平衡這個傾向、願意學習更多懷抱情感的親密。

男人大多注重活動，因此以活動作為起點來建立親密

關係，例如一起參與運動等，這樣的關係建立，對他

們來說相對壓力會較小。

性別平等把男性從
養妻活兒的傳統經濟
擔子中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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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男性及男性輔導者，你認為伴

侶/女性可以怎樣幫助男性的成長？ 

 按我個人非科學性的觀察，我認為男

性是需要女性的支持來成長的。就是年

幼未進入戀愛階段的男生，生命中如得

到女性的肯定、並教導他如何健康地與

女性相處，這有助男孩長大成為男人時

建立自信和得到肯定，對男性的成長很

有益處。

劉：女性可透過尊重和肯定，來幫助她

的另一半成長，讓男性培育一個安全的

自我。同時女性也可鼓勵（甚至溫柔地

要求）對方以愛來回應。其實雙方都需

要成長，同時要存在互相尊重、並容許

個人自主和空間的自由。

一般男性在個人成長中，最喜歡自己或最難接

納自己是那些方面呢？有何方法可以培養更高

的自我形像和安全感？ 

 男孩在青春期以前很少注意自己。直至青春期，他們會開始重視自己的高度和

智慧，後者更是亞裔文化所珍貴的。有些少年人甚至開始關注自己的性能力，認

為這是用來量度男性的指標。男性到了中年，性能力和活動相對減低，這對不少

男性來說都是一個警號，亦會難以接受。

 要有更高的自我形像和安全感，人需要回到聖經的真理，不論男女，我們都是

照神形像被造的。我們必須與我們的造物主和好，那其餘的條件就不會顯得過份

重要。自我形像是我們如何看自己，若能與造我們的主建立穩固的關係，不管發

生何事，明白我們是神的兒女，生命就可以滿足。

劉：除了深信我們按照神的形像被造外，我們還可從配偶、家人、朋友、同儕尋

求可信賴的鼓勵和肯定，藉以建立更好的自我形像。

培養多元化的興趣

和生活，並活躍於

社交網絡，建立有意

義的嗜好和友情，

能過充實具生產力的

生活，都是有助男性

穿越不同人生季節

的重要因素。  

男性成長的不同季節中，有沒有某些階段特別困難的呢？ 

 有的，所謂中年階段或四十餘五十歲之間；這階段男性一般在

社會上已有一定成就，想要的也大多擁有，接下來他們會問人生更

大的問題，「我擁有了事業，但我快樂嗎？我還有甚麼該做？」他

們在尋找意義。這問題可帶來兩種後果：他們將更努力工作；或會

選擇放棄。

 除中年階段，另一個令他們困擾的人生季節就是步向年老的階

段。年老令人感到無助，而大多數男性卻不去思想年老這問題，更

不會以此為樂。有些男人拒絕退休，因為工作以外，他們找不到任

何覺得重要的事，同時維持工作可令他們自覺年青。

劉：著名心理學家皮亞傑指出在成人發展階段會面臨一種張力：生

命停滯不前、或持續有生產性；同樣我相信每當男性感覺生命停滯

時，都會引來驚恐。因此培養多元化的興趣和生活，並活躍於社交

網絡，建立有意義的嗜好和友情，能過充實具生產力的生活，都是

有助男性穿越不同人生季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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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怎樣看成功？怎樣的成功是他們最看重和

最令自己自豪的呢？ 

 成功的定義會隨男性不同的人生季節而改變。傳

統的亞裔會以一個人做甚麼工作和賺多少錢來衡量成

功與否。這也是普遍男性量度成功的方法，儘管這些

都很短暫，一切到最後都是空的。我們該以不同的標

準來看成功：看我們所建立的關係是否健康，又或者

是我們的情感智商，這包括我們如何交朋交、維持友

情、如何坦誠與人交心等。

劉：一般來說，一個卓越有成效的生命，能對社會有

貢獻、有滿足感，這對男性來說很重要。這種生命當

包括健康的家庭、身體的健康和正常的嗜好。

現代的男性怎樣看與父親（或父母親）的關係？

這看法如何影響自己與神的關係或在家庭中的角

色？ 

 我們怎樣看父親會直接影響我們如何看神，因神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今天的男性與父親比較疏離。我們無

法信任、無法坦誠開放自己，是因我們的父親對兒女往

往會有負面的批評。正因如此，男人常會有靈裡的掙

扎，不知如何與上帝連結，也不懂如何成為家庭的領

導。我們不想男性落在這光景裡。

劉：一般亞裔男性與生父的關係比較疏離，這對他們的

情緒和靈命成長都有影響。除生父外，嘗試與其他男性

長輩如牧者、上司或親戚建立關係，為自己尋找生命的

導師。

隨著這個時代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面對學歷、職位、工作和領導能力比自己強的伴侶，男性一

般遇到甚麼衝擊？他們在角色上可以怎樣轉型呢？ 

 按我的淺見，健康的面對方法是容許我們身邊的女性盡情發揮上帝給與她們的潛力。如果您的配偶渴望取

得成就，就好好支持她去尋找更佳的工作、更高的學歷。男人當因女性的本事而喜樂，並為她打氣，而不是為

此而感覺受威脅。因著愛，如果妻子更能幹，這是一種福氣，但不代表自己可對家庭的責任置身事外。如果妻

子是飛機的駕駛員，那丈夫就是副手，在飛行的航道中分擔駕駛的責任。

 女性可用她們的社會地位和成就來造就家庭。丈夫可以與妻子互補而不去競爭。我們男性須學習成為妻子

的伙伴，而不感到自卑或沒有安全感。調適這種角色的互動十分重要，關係中也必須存在凝聚力和適應能力，

因此夫妻二人的連結很重要，彼此安全感越高，大家的適應能力就越強。

 如果關係未夠親密，男人也該明白他們夫妻二人當一日結束時，地位是平等的，在家地位也是平等的。只

有白天在工作上，妻子可能是上司或經濟支柱，但夫婦仍可平等地相待和相愛，不存在關係的壓力和懷疑。
  

劉：我認為男性需要學習與配偶有心靈對話，以求取得生活智慧的反饋。現代家庭不能只活在單向的關係中，

而需要雙向的成長。我相信男性在維持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性時，仍可建立和珍惜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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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偉湖是由亞里桑拿州一直延伸至酋他州的一

個重要景點，每年都吸引大量本地及外國遊客前往

觀光，坐船遊湖，享受沿岸岩石秀麗的景緻及途經

的彩虹橋，這絕對是一個休閑又有特色的渡假觀光

選擇。 然而，並非太多人知道其實前往包偉湖的

彼治市 (Page, AZ) 附近還有一組由色彩醉人的岩

石形成的峽谷，名為羚羊峽谷。相傳這組峽谷確實

曾有羚羊聚居，因此得以命名。這些具有美妙形態

的砂岩，是長期由暴雨冲入峽谷的洪水所留下的痕

跡。岩石上因水冲而造成的波浪紋，令這峽谷特顯

其浪漫的一面，難怪當地導遊告訴我們有人選擇在

峽谷內舉行婚禮。

 羚羊峽谷有上峽谷和下峽谷之分，兩者均擁有多組

顏色不同、形態不同的岩石，色彩紅橙紫和粉色都有，

浪漫迷人。要進入上下峽谷，都必須由當地原居民導

遊帶領內進，不致迷路之餘更有詳盡講解、甚至攝影指

導，付出的少許團費是物超所值的。一般上峽谷需要向

當地旅行社預約，並乘坐旅行社專車前往峽谷入口，其

餘車輛是無法直達的。上峽谷入口寬濶，不用攀爬，是

一個老幼咸宜的好去處，而峽谷內的某個位置，在夏季

的正午前後，由太陽照射谷內造成的光柱十分壯觀，是

個難得一看的奇景。不過在旅遊旺季時上峽谷遊客人流

很多，難免出現擠逼的情況。

 我個人獨愛下峽谷。這峽谷的入口可以駕車直達，

只要按時間表參與便可，不用預約。峽谷內空間較少，

但人流卻遠遠不及上峽谷，因此可容許遊客休閑寫意地

慢慢欣賞，整體的光線也較為充足，對攝影和單純享受

岩石的美態都比較優勝。岩石的形態各具特色、各有名

色 彩 醉 人 的 羚 羊 峽 谷 馬 王 藹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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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諸如風中少女、石上玫瑰等，多不勝

數。其中下峽谷的谷中沙發，更是遊客拍

攝全家福的好地方。不過進出下峽谷需要

一定攀爬，也要求一定的體力。

 安排前往羚羊峽谷要注意季節和天

氣。暑期是旅遊旺季，也是上峽谷更具特

色的季節，但人流也自然較多。同時也要

留心避開下雨的日子，因暴雨來臨時，整

個峽谷隨時被雨水淹沒，因此下雨時峽谷

是必然關閉的，免生危險。除了留心天氣

預告外，對行程的安排有時也需要彈性處

理，不過彼治市近鄰可以觀光的地方仍多

的是，不幸遇上下雨天也不愁沒有節目。

 父親－最榮耀的名字，是校園出版社本年出版的新

書。作者佘亞弘博士是我在神學院工作時的同事。佘老師是

一位善良的彬彬君子，也是學生十分敬重的好老師，雖然外

表略帶一點嚴肅的學者氣質，卻能寫出書中一章章觀察入

微、有血有肉、發人深省的為父篇，實在難能可貴。這不僅

是一個事奉者透過對上帝、對聖經的認識而有的反省和實

踐，更是一位敬虔的父親委身培育兒子成為基督武士的心路

歷程和生命見證。

 一口氣讀完近三百頁的文字，令我印象最深的幾點是：

父親要成為兒女心目中的英雄；要學習、計劃循序漸進的放

手，並將孩子完全交託給主；要看通兩代文化差異而調整與

兒女的互動；要栽培兒子成為合神心意的男子漢。其中最特

別的是：作者很重視孩子的成人禮，認為這是宣告孩子獨

立，進入對自己生命承擔的新階段，更是父母親祝福孩子的

一個重要時機。這個儀式一般並不普遍，但很有意思，十分

值得參考。

 這書滿載著一個父親多年養育兒子的生活點滴，也很真

實地揭示作者在這過程中的信仰和生命反省，絕對是一本父

親和母親該讀的好書。可由下面連線登入試讀這書。

http://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497619

父親，

最榮耀的名字

作者： 佘亞弘 

出版社： 校園書房出版社

新書推介
馬王藹麗



春 - 經過寒冬，春回大地，生機處處。春天為我們帶來重生和希望。

不管順逆
 房地產業在20世紀80年代正值蓬勃的時候，我也熱衷於加入行列。於是離開了服務的Kaiser
醫院，渴望在房地產業有所作為。沒料到我的房地產公司剛剛開張，就碰上1990年的樓市大跌，

房地產市道全面崩潰。我的妻子要留在家裡照顧三個孩子，我只好獨自一人面對經濟難關，掙扎

求存。

 儘管經濟這麼不景氣，我卻很自豪，一番的努力到底沒有白費。業務拓展了，我還開設了更

多的辦事處及相關業務。憑著我的決心，我實現了「美國夢」。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但也常

常把上帝視作理所當然。我認為當時事事亨通，是因為上帝總會眷顧我的。

 沒想到2008年，經濟又再次陷入低潮，我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憑著過去曾在經濟衰退中轉虧

為盈、還開創了一番興旺事業的經歷，我想我會再一次排除萬難而成功的。但這次的努力卻不管

用了。我感覺自己就像從雲端墜落、徹底失敗一樣。最後，在賠上幾十萬元之後，我做了一個痛

心的決定，結束我的業務。

 然而在財政困難之中，我卻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他撐住我，並讓我重新設置生活的優

先次序。之前我把成功看得太重要了，如今藉著失敗，神提醒我損失的只是金錢，生命中有比金

錢更重要的事情。不管我處的環境有多壞，上帝在各樣困境中總與我同在，那就已經足夠了。

 現在我每天的日子不再有壓力，還有時間去享受生活。我曾經當作副業的物業管理，業務增

加了，收入足夠我們的生活。過去我為他們買過房屋的客戶們也信任我，委托我去管理他們的物

業。上帝就這樣通過我的失敗顯明了他對我的憐憫。

 經歷順逆，使我逐漸成熟。我可能沒有達到我想要達到的目標，但神已把我需要的給我。物

質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我不需過於看重。我們與神和親人的關係卻是恆久的，應該放在最優先

的地位。我個人的價值不在於財富和成功的事業，因為認識耶穌我人生就有保障。我很感謝我的

妻子，在最黑暗的時刻站在我身邊，一再向我保證她的愛和支持。通過這個試煉，我們在基督裡

一同面對，生命更見成長。

 我對年輕男士的建議是：相信上帝，選擇一個值得你愛又敬畏上帝的女人。在與神同行的道

路上她會鼓勵你，而且不論順逆，她都會在你的身邊。

四

季

人

生

四

個

故

事

|  Michael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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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 燦爛的陽光，滿載著生命的熱情。夏日裡綻放出無限潛能。

與主連結

 Warren Hino 是一個很忙碌的人，作為丈夫，又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也是資訊科技諮商公司 Numa 

Networks 的總裁，除了教會事奉外，在過去十二年他也在加州大學Riverside 分校的美國亞裔基督徒團

契 (AACF) 服侍 。

 Warren 要兼顧家庭、工作及事奉的需要，全賴靈活和實際的時間運用。Warren 說「我們都經歷過

人生不同的季節，有些人很忙，有些人一點都不忙。就如有時我需要每星期工作50個小時以上，重點

是這只是某季節的一個過渡時期，而不是長期或慣性的工作模式，否則難免會犧牲家庭。過程中求問

上帝很重要，參與一項新事工，就要放下一些其他的事工，要有所取捨，才能在生活中取得平衡。」

 如何作抉擇呢？人際關係的優先次序，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正確的次序非常重要，Warren認為要

以家庭為首，而配偶又該排在孩子前面，因為如果父母之間的關係不好，對孩子亦有不良的影響。第

二是公司的團隊，他經常要確保團隊健康，彼此有良好的溝通。接下來是公司的顧客，如果公司的主

管看顧客的需要過於公司的團隊時，問題就會出現。最後就是供應商，優秀的供應商們會為公司團隊

及顧客帶來更佳的關係。

 雖然 Warren 十分努力，卻提醒自己不可讓工作成為他的偶像。 Warren 稱這種偶像為「聖潔的偶

像」，那些本來好和值得追求的事，卻往往可以成為我們的偶像。就像很多美國亞裔努力工作，期望

做到最好，但很容易把工作變成生活的全部，令他們無法清楚上帝對他們的心意。同時亞裔喜歡擠身

會計、醫生、律師或工程師等行列。但如果這都不是上帝對我們的呼召，我們就得小心，不要讓這些

偶像去左右我們的決定，令我們覺得這些才是令人成功的行業。

 與神緊密的同行，倚靠上帝及聖靈的充滿，就是 Warren 取得生活平衡的要訣。他一再強調與主耶

穌連結的重要性，當要承擔更多生命的責任時，不論是來自家庭、他人或經濟的要求，就是他更需要

尋求和信靠上帝、並更多禱告和與主連結的時候了。

|   Natalie Kwan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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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節的交替，有人以此為步入嚴冬的前奏；懂得享受生命的人，卻喜歡秋天的清爽、

 紅葉滿山的美麗和懷抱大自然的自由。

精彩人生下半場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耳順

年，究竟男人六十正值退休年齡是否真能成熟地看透人

生，逍遙自在？男人六十是邁進人生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還是衰弱的古稀之年？男人退休是詛咒，還是祝福？一切

都視乎個別男士的心境、胸襟、閱歷和信心。

 梁先生今年六十三歲，已婚，育有一名成年的女兒；

退休前任教於大專院校二十年，三年前到達退休年齡，問

他得知退休後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他竟然說：「正呀(好棒)！」

 原因？「以前沒有時間做的事現在終於可以做了。」

是甚麼事情？｢「事奉神啦！以前連讀聖經的時間也沒

有，現在卻可花時間研經，得著很多。」

 還以為梁先生沒有一般男士退休後的適應問題，細問

之下，原來梁先生在退休初期也感到困擾。

 「最難是與妻子磨合，以前家事由太太全權負責，現

時自己在幫忙，卻因太太對家務的要求不同而容易起衝

突。也曾經被太太埋怨無所事事，心裡覺得難受。退休後

二人突然朝夕相對、少了私人空間，磨擦自然增多。」

 對於如何解決相處問題，梁先生直言溝通很重要。

 「一定要談，大家互相遷就，慢慢總會適應下來。現

在太太已習慣有我在家，我也聽慣了她的嘮叨。」梁先生

笑了。

 除了與伴侶相處上的適應，梁先生覺得身體上的衰退

也是一大挑戰。梁先生退休後發現膽結石問題，手術後

已無大礙，卻要時常小心飲食，不能像以前一般大吃大

喝。

 「最初不太接受身體上的毛病，情緒會有起伏，加上

飲食的限制，感覺並不好受。」如何克服？「學習放下

和接受，當接受了自己身體的變化，情緒上也就能適應

下來。」不過，接受並不容易，除了太太的支持，信仰

對梁先生也幫助很大。

 「太太鼓勵我參加男士查經團契，在團契裡不但研讀

神的話，也認識了不少弟兄，我們彼此關懷、問候、提

醒，他們信仰的經歷時常激勵我，豐富了我的生命。退

休後生活反而變得更有意義和精彩，更有使命感。為此

我要感謝神！」

 最後，梁先生以過來人的角度提醒考慮退休的男士，

心理、生理和與家人相處的適應期是必然的，但若能抱

著樂觀的態度接受事實，維持甚至擴大自己的社交圈

子，退休將是人生精彩的新一頁！

 過去人說男人四十一枝花，隨著時代進步，現代男性

六十仍可以是一枝花、也可活得精彩，退休令這花更充

滿朝氣，芬芳吐艷！假如你正考慮退休，盼望梁先生的

故事可以激勵你。

|  葉陳婉華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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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認為自己和太太並沒有刻意去經營一個大家庭，一切都只是隨遇而安，但他和太太

均各自於大家庭成長，兄弟姊妹眾多，因此自然對大家庭也不抗拒。David認為婚姻和家庭

相處之道在於相近的價值觀，特別對金錢和姻親關係的看法和處理尤為重要。David和太太

在生活上奉行簡單樸實，而互相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前提上都有默契，雖然二人的原生家

庭也具有不同的互動文化，但大家與雙方的家人和長輩都相處得十分融洽。

 大家庭的生活當然有苦亦有樂，一般人聯想到大家庭的經濟和生活壓力必定很大。生了

五個孩子，太太全職照料家庭就已忙不過來，因此全家的經濟負擔都落在 David 一人身上。

然而David自覺十分幸運，住所是父母的物業，因此沒有房貸的擔子。此外與長輩同住，各

自生活的節奏和要求不同，也需要適應和體諒。一般老人家生活單調和休閑，放假時很想有

兒孫的陪伴，可惜孩子多，節目和安排有時難免會令長輩失望。然而家有一老也有不少寶貴

之處， David 覺得他們對兒孫的關懷、以及分享人生的寶貴意見，對他們的家庭生活，都有

莫大的好處。至於 David 本人，在經營這大家庭之際，格外看到與太太互相配搭和分工合作

的美麗，而照顧五個孩子也彷彿令時間歲月停頓下來，教自己感覺永遠年輕、永遠都有一個

接一個的幼童需要養育，同輩所要面對的空巢和中年危機，好像對自己來說仍是遙不可及。

面對平衡工作和與孩子的親子時間，理想與現實總有落差，這也是David免不了的遺憾和限

制，他只能爭取早上送孩子上學的時間多些與他們聊天並一起禱告。有時望著五個不同年齡

的孩子互動的情景，那怕是老大作弄小弟而弄得哭鬧收場，仍然令 David 覺著滿足和欣慰。

眾樂樂 

 隨着社會的轉變，普遍人對生活質素要求的提升，加上工作壓力的增加，大多數人都傾向建立小家

庭，有些人甚至選擇不生育。喜歡孩子的家庭也大多生育一個或兩個小孩，大家庭的現象越來越少。然而

故事的主人翁 David 卻育有五個孩子，又與家中的長輩同住。編輯部邀請了 David 與我們做了一個訪問，

分享他維繫一個大家庭和諧生活的心得和秘訣。

冬 - 外面的寒冷，更顯家的溫暖。冬天是教人珍惜家人的時節; 

|   David Hon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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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財務狀況

這境界不在乎富有與

否，從年輕起量入為

出、收支平衡、

追求簡樸、心中

富 有 、 計 劃 將

來，退休並不會

成為擔子。

充沛的體力 

一切從健康飲

食、充分睡眠和

運動開始。

健康的自我形像 

學習喜歡和欣賞自己(上帝的創造)

，不以自己的價值和工作掛勾，退

休反可成為發揮個人喜好所長的良

機。

活到中老年，人生總會遭遇變奏，加

上迎向退休，對許多人而言都是一個

挑戰。對大半生奔波勞碌的男士們，

這個階段的衝擊就更為明顯。透過觀

察、訪問和資料搜集，編輯部向讀者

推介退休七寶。擁有這些寶貝，願退

休這人生階段能成為一個色彩繽紛、

留下無限美麗回憶的季節。

     豐富的社交網絡 

廣結朋友，不把生活圈子局限

在家庭和職埸上，否則退休就

失去話題和大部分的人際網

絡；已退休者也未為遲，開闊

自己、認識新事物新朋友，社

交網也可有一番新景象。

    溫暖的
    家庭生活 

家是要經營的，而感

情亦要栽種。溫暖的

家是生命的錨，叫人

無懼變奏，而退休正

好就是停下來好好享

受成果之時。

創意的心靈 

亞裔文化著重實際過於創意，退休

正好給人空間跳出框架，發揮創意

而活。有人會選擇突破自己，一償

心願，參與從未試過的活動，如攀

岩、甚至找些夢寐已求又無壓力的

工作等。

  退而不休
 的精神
能夠了解自己人

生 的 目 標 和 召

命 ， 工 作 可 以

停，但生命的追

求卻是永不止息

的。

1 2

3

5

6

4

7

編輯部

明顯寶貝是要累積的，盼望不論處於人生任何階段的讀

者，都懂得建立、珍惜和享受這些生命的寶。 www.PresenceQuotient.org

 

www.PresenceQuotient.org

為了讓家人食得更健康，避免食用加工過的精糖及動物油，以

下兩款早餐, 我家挑吃的都愛吃，希望您也喜歡。

香蕉燕麥格仔餅 (可做四個八吋的格仔餅)

燕麥片一杯

中筋麵粉一杯

香蕉一條，壓成泥

發粉一茶匙

梳打粉半茶匙

鹽一茶匙

雞蛋三隻，打散

橄欖油四湯匙

酪酸奶 (buttermilk) 一杯，可改用杏仁奶或荳奶

 
1. 所有乾粉拌勻，(燕麥片可磨成粉，做好的格仔餅

有不同的口感)

2. 奶及橄欖油打勻，加入蛋及香蕉泥，打勻

3. 乾粉與濕的混合物拌勻

4. 室溫靜置 5-10 分鐘或更長時間

5. 粉漿用格仔餅機烤成，或可煎成薄餅 (pancake)

可以隨意增加食譜份量，剩下的格仔餅，第二天可以

放烤箱加熱當早餐。好好品嚐香蕉帶來的香氣及燕麥

的酥脆。

香蕉巧克力曲奇 (可做18個)

香蕉一隻，壓成泥

燕麥片一杯

黑巧克力片半杯 (可可成份較高)

1. 預熱烤箱 350˚F，烤盤上放羊皮紙

2. 將燕麥片加進壓爛的香蕉泥內，拌勻

3. 加入巧克力片，拌一拌

4. 室溫靜置 20-30 分鐘

5. 分成同等大小分量，置烤盤上

6. 稍微壓平成曲奇餅狀，噴上 cooking spray (可令曲奇

餅更易上色及口感更脆)

7. 烤至金黃色，約需12-15分鐘

 

可隨意加入適量堅果、葡萄乾、越蔓梅等個人喜好。巧

克力的香甜，加上香蕉的清香，根本不會覺察到曲奇是

無添加精糖或牛油的健康製成品。

www.PresenceQuotient.orgwww.PresenceQuotient.org

Special Speaker: Rev. Dr. Richard Chung 
(English pastor at the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Monterey Park, Doctor of Ministry, Talbot Theology Seminary, 
adjunct professor at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in El Monte, CA)

特約講員: 鍾嘉輝牧師
（羅省華人播道會英文部牧師，

Talbot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正道福音神學院兼任教授）



Place 地點： Almansor Court

700 S. Almansor Street

Alhambra, CA 91801

十月四日（週日）

October 4, 2015
Sunday

Special Speaker: Rev. Dr. Richard Chung 
(English pastor at the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Monterey Park, Doctor of Ministry, Talbot Theology Seminary, 
adjunct professor at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in El Monte, CA)

特約講員: 鍾嘉輝牧師
（羅省華人播道會英文部牧師，

Talbot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正道福音神學院兼任教授）

Admission 門票 $40  •  Time 時間：6pm - 9pm
Door opens at 5:30pm • Inquiry 查詢: (626) 810-5200 • SMS 短訊: (626) 340-0655
Languag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Mandarin) 英語主講，普通話翻譯

Online RSVP 網上登記 : www.PresenceQuotient.org





We are happy to accept donations at any level. Our basic monthly pledge level is $10/month. You may choose any gift items 
from the back of this page with equal total value, if the donation is under $50. If donation is over $50/month, you may select 
gift items with the total value of $60. If donation is over $100/month, you may select gift items with the total value of $120.

Monthly Pledge Card & Gift Options

我們非常榮幸能接受您的奉獻。我們的基本每月奉獻金額為$10。每月奉獻金額在$50之內，您可以在背後列表中選擇等值的產
品作為禮物。每月奉獻超過$50，您可以選擇總值$60的產品；每月奉獻超過$100，您可以選擇總值$120的產品。

面
面
觀

第一講：認識創傷和哀傷
認識創傷和哀傷對生命的影響，並幫助家人和朋友走出陰霾的方法 

日期：10月底；地點：待定

第二講：創傷後遺症 

負面經歷例如感情創傷、車禍、身體創傷、動物咬傷、家暴、童年被瘧待等所帶來

的記憶是否影響日常生活、自我形像，甚至障礙前途？講員會引導您處理和面對創

傷後遺症的方向。

日期：11月初；地點：活現工業市辦公室

第三講﹕哀傷情緒處理 
當您面臨家人離世、經歷災難、重病後失去能力，是否影響睡眠作息、活在孤立、

憂鬱和悲憤當中？講員將助您處理傷痛，重拾生命的曙光。

日期：11月初；地點：活現工業市辦公室

講員：葉顏瑋茵博士 (活現創辦人和總幹事、婚姻家庭治療師、多元種族文化

和社群臨床心理學哲學博士)

 陳麗先女士 (加州執照社工、資深心理治療師)

有關最新及詳細資料， 請留意活現網站 

www.presencequotient.org，或電626-810-5200













9537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
(T). 626.450.7676  (F) 626.450.7677

(Facebook) EFCLA  (Website) www.efc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