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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亞的名句「女人，妳的名字是弱者」在現代的社會，已

經不再成立了。在工作上，不論任何年齡的女性，都往往擠身於強

者之中，處事和應變能力不可少；在家裡，女性要兼負照料家庭、

育養關係的角色，有時更成為跨越三代的照顧者，心靈的力量也絕

不能缺乏。女性要面對成長和生活，委實也充滿著壓力，當中要穿

梭於不同角色和人際關係，作為一個女性，我體會到要不斷尋找自

己—自己的性格、自己內心的渴望、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最終更

編 者 的 話

馬王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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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給與我作為一個女性的人生召命。這個旅程中，我看見自己和身邊的女性朋友都難

免經過孤單、迷惘的時刻，畢竟我們都是一群心靈敏銳、感情豐富的動物。

 上期活現家庭雜誌討論了男性不同季節的成長。本期將與讀者一起探索女性的成長，包

括今曰女性獨有的挑戰，並如何在聖經中尋找自己的角色。同時亦有處於不同人生季節的

女性，和我們分享她們的經歷感受、以至心靈世界，盼望藉此啟發女性讀者們更能找到自

己和生活的智慧，而她們身邊的男性，也更懂得珍惜寶貴這些出現在他們生命中的女人。



www.PresenceQuotient.org

現代男女的生活挑戰 (下)

 本文探討現代男女的生活挑戰，上期著重男性的情況，今期接續討論更多關於女性所面對的挑

戰。美國人一直追求自由平等，但直到目前，種族和性別差異，仍然影響現代人的收入！雖然女性

的社會地位已不斷提升，但在職場和兩性關係上卻仍存在不少困難。近二十年來，女性無論在教育

水平和整體領導才能上已超越男性，可是普遍女性的薪酬仍低於男性。無形天花板的阻礙，亦令女

性難以擠身最高管理層。此外，當女性在知識和辦事能力出眾的同時，她們在家庭和親密關係中，

受到性暴力的威脅仍然高企。以下是詳細的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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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種族、性別和膚色影響現代人收入

 美國社會雖主張種族平等，可是現時種族、性別和膚色仍

然影響收入！種族中以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的工資最高，其他

所有族裔男女的收入都較少，男女性的收入也有明顯差別。亞

裔女性的收入只有白人男性的90%、亞裔男性的79%；而拉美

裔和拉丁裔婦女與白人男性工資的差距最大，只有54% (參圖

一)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16)。

（圖一）2014 種族/族裔與收入的比例

葉顏瑋茵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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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教育雖高、收入卻低於男性

 近二十年來，美國大學無論是在學士、碩士和博士班，女生畢業人數都超越男生。以2014年為例，每100名

男子獲得大學學位，就有140名女子取得相同學位。雖然女性在職場上的收入已有增長，但仍低於男性約21%。

不少婦女因生兒育女而離開原有工作，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加添了她們日後面臨貧困和經濟不穩的風險(Filipovic, 

2014)。

 2013年皮尤研究指出，當今千禧女生(年齡18至32)的收入，歷史性地接近同輩的男生(女生是男生收入的

93%)。可惜，今日千禧男生的收入卻比他們父輩的收入為少 (Pew Research Center, 2013)。按2014年美國社區調

查，16歲以上全職男女薪酬中位數之差距:每當男性收入是1美元時，女性只有79分。華盛頓特區是全國差距最少

的地方(婦女收入是男性的90%)，差距最大為路易斯安那州(婦女只有男性收入的65%)；而加州女性的收入則是

男性的84%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16)。

3. 女性職場上的無形天花板

 雖然女性在學術上得到驕人的成

績，但職場上卻沒因此而造就了更多女

性主管；目前大部分企業的主管，仍以

男性為主。2013年底，通用汽車聘請了

瑪麗巴拉為執行長，成為城中熱話，可

見汽車業出現女總裁，是十分罕見的。

就2014年的數據，財富500強企業的總

裁職位，女性只佔4.2%；財富1000強企

業中，女總裁則佔4.5%。不少女性主義

者相信職場上一直存在系統性的偏見，

形成了女性領導的無形天花板(Filipovic, 

2014; Fallon, 2014)。

 2014年皮尤研究「為甚麼沒有更多

女性出任業務高層？」的報告中指出，

一般美國民眾雖然認為男女同樣有能力

成為優秀領導，卻普遍相信男性在商業

和政治上有更多擔任主管職位的機會。

此外大概四成人相信，女性對自己的要

求更高，所以大都沒有心理準備成為最

高領導。(參圖二，為什麼沒有更多的

女性擔任高層業務崗位？)(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圖二） 

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女性擔任

高層業務崗位？

(Women and Leadershi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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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女性更大機會成為性暴力受害者

 2015年美國疾控預防中心指出，美國女性有更大機會成為強姦或性侵犯的受害者。一生之中，女性曾經歷非強姦的性

暴力情況嚴重，每兩位女性就有一位受害者；而男性每五位只有一人 (CDC, 2016)。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平均與異

性交往中的女性，30%曾被親密伴侶進行某種形式的身體或性暴力侵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2010年美國司法統計局發佈全國犯罪受害調查，188,380宗強姦和/或性侵犯中，女性受害者佔182,000人、男性40,000

人(少於女性的半數)。18至34歲女性是家庭暴力最大風險者；而24歲以下卻有更大機會成為強姦或性侵犯的受害人。四

分之一的美國女性在她們一生中曾經歷過家庭暴力，超過四百萬女性報稱曾被自己伴侶毆打和強姦。而女性被殺的案件

中，三分之二的兇手是她們的家庭成員或親密伴侶 (Safe Horizon, 2015)。

 通過這兩期的探討，我們對現代男女生活挑戰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隨著現代兩性之間角色和身份的改變，對親密關

係、家庭責任、職場領導和社會參與等，都不免帶來張力。兩性相處需要以愛為基礎，建立平等互助的關係。請留意本

期雜誌與鮑維均博士的訪問，將進一步剖析兩性角色的定位和協調。我們相信上帝的心意是要人與神建立愛的關係，而

人與人之間也需要愛與和諧，正如約翰一書4:19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兩性應各有發揮神恩賜的機會，在任何

關係中，當以敬畏神的心，互相尊重，彼此順服，這就如以弗所書5:21-22的教導：「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使

自己和別人都在愛中得益處。

4. 女性整體領導能力比男性強

 歐波朗工業公司 (Oblong Industries Inc.) 提供他們十幾年來對男女領導表現比較的研究報告。他們評估16種領導功能，

從全球領導機關收集了360度反饋數據（參圖三，16項男女領導能力比較；Sherwin, 2014），涵蓋各種行業、約四萬五

千領袖，四十五萬的反饋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的整體領導表現較男性卓越 (54.5> 51.8)。由於研究樣本量大，統計結果不可能

只是偶發現象 (Sherwin, 2014)。

 若從年齡差異來看男女性整體領導的效率（參圖四，男女年齡與整體領導效果的差異；Sherwin，2014），女性領導的

效率會隨時間而改變。男女在職業生涯的起點十分接近，之後男性略為優勝。隨著女性日趨成熟，她們比同業的男性更具

影響力。女性在40歲之後領導效率不斷提升，而高峰期是60歲。到達高峰期時，男女性之間最大效率的差別達9個百分點 

(Sherwin, 2014)。

（圖三） 16項男女領導能力比較 (Sherwin, 2014) （圖四） 男女年齡與整體領導效率的差異 (Sherw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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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顏瑋茵博士 Ph.D, LMFT 

葉顏瑋茵博士是活現機構創辦人和總幹事，加州執

業婚姻家庭治療師。在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和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IU) 取得臨床心理

學碩士學位。2014年在AIU取得臨床心理學哲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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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專攻多元種族文化和社群。葉博士擁有超過20年以上的心理健康

治療經驗，更指導過無數的夫妻、家庭、專業人士、小企業主管以及

教會和機構的同工，如何處理人際衝突，並人力資源的管理。她也輔

導和培訓了不少家庭，建立良好的關係和秩序。她是一位受歡迎的講

員和培訓者，舉辦過許多親子教育，個人成長，心理輔導的研討會。

葉博士熱衷於培養下一代在家庭，職場和文化上的服侍。



6      |   活現家庭雜誌  二零一六年九月號 www.PresenceQuotient.org

 鮑博士首先提出要處理目前的女性議題，必須從了解女權運

動的背景開始。女權運動主要分為兩方面：(一)第一代的女權運動始

於超過一百年前，主要為爭取和保護女性應有的權益，不因女性的身份

和特質 (如分娩、育兒等) 而受到歧視和虐待。雖然社會上已有許多保障婦

女的聲音，可惜視乎地域和個別環境，女性權益仍存在被剝削的情況，這是值得

我們注意和繼續努力的地方；(二)近代的女權運動焦點則置在男女平等之上：平等的機會、平等的

待遇、平等的地位等。這一代男女性在能力上、教育上差異不大，本來平等機會和待遇該是合理的

要求，而聖經的教導也指向男女性地位本無高低之分。可惜近代的女權運動傾向與個人主義掛鉤，

容易走向極端、產生兩性對立，造成關係甚至社會的矛盾和撕裂。其實在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如泰

國、南韓和台灣，已有女性充當國家和政治領袖，其中部分原因離不開人際脈絡，這反而造就了女

性居領袖位置的機會。相反，高舉個人主義的北美，由女性出任國家元首，仍有不少阻力。我們需

要重新反思，免得以爭取女性權利為名，實質變成了鼓吹個人主義。

 亞裔傳統文化強調男尊女卑，男性在家是一家之主。社會上的重要領導地位，也主要以男性居

之。雖然時代不斷改變，但壓根兒重男輕女的觀念依舊存在於不少傳統家庭中，令不少人對男女性角

色仍然迷失和誤解。與此同時，隨著女性教育水平和經濟能力的提升，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上的角色產

生了不少變化。這些變化往往構成女性、甚至她們身邊的男性在身份和角色上的沖激。鮑維均博士是

華人圈子裡著名的聖經學者，近日更發表過關於男女角色和婦女事奉的文章。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鮑博

士與我們進行了一次視像面談，分享了不少他從聖經看女性角色的見解，也點出了很多問題的精髓。

鮑維均博士專訪 

從聖經看女性的角色
馬王藹麗 採訪



    回到聖經的基本，從創世記中清楚指出神造男造女的目的和

心意，當中並不存在地位的高低。創1:27「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

人，乃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造人的計劃裡是包括男和

女的，而男女同時的出現、彼此和諧共處的關係、互相的配搭，正

好反映了神的形像，也道出了神造出兩性的心意。一直以來，許多

人的誤解主要來自創2:18「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幇

助他」，因此認為：創造中該以男性為首，女性被造的角色只屬輔

助和次要，地位不及男性。其實該處經文所用「幫助」一詞，在舊

約中曾出現多次，每次的用法均為強者幫助弱者，其中也包涵上帝

幫助人，本質上完全沒有地位卑微的去服侍主人或強者的含意。所

以這裡上帝為男人造一個配偶，並非替男人找個讓他任用、配合他

的助手或婢女，而是賜他一個相配、與他地位相同，能和他並肩作

戰、互相幫助、共同努力的生命夥伴。因此就夫婦關係而言，男的

不是要找個迎合自己口味的附屬品為妻子；而女的也絕非定要找個

超越自己，凡事要領導、作主的男人為丈夫。有些人亦會以上帝先

造男人來支持男尊女卑的說法，其實被造的次序也不構成重要性，

雖然上帝先造男人，才造女人，但動物比男人更早被造，卻不因此

而地位超越男人。

    簡單來說，應用在生活中，男女性在地位上是無分高低的，在

配搭上應各展所長，好好運用自己的恩賜，兩性互補不足、彼此配

合、彼此順服，而不一定把自己局限在傳統的框架內。落實到家庭

的角色和責任，在現代的家庭生活裡，不少人已逐漸打破男主外、

女主內的傳統。鮑博士指出就以他任教的神學院而言，過去多是丈

夫入讀、預備將來事業，而妻子照顧家庭和小孩的例子居多；現在

有不少情況是妻子讀神學，丈夫照顧家庭和孩子來支持的。可惜的

是，社區甚至教會對男性選擇照顧家庭的支援和配套都十分欠缺，

使這個族群的需要常被忽視，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

* 由於編幅所限，只能對此題目作出一些基本探討，若對婦女及

婦女事業議題感到興趣，可參閱以下另一篇邱清萍博士與鮑博

士進行的專訪。http://ficfellowship.org/interview-BaoWeiJ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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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男造女。」創1:27

鮑維均博士

鮑維均博士乃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

的哲學博士，現任美國三一神學院

新約教授及新約系主任，曾參與多

部聖經研究和註釋系列的著作，亦

任「天道聖經註釋」新約主編及 

Zondervan 釋經系列的顧問編輯。

著作包括: Acts and the Isaianic New Exo-
dus (Baker, 2002), Thanksgiving: An Inves-
tigation of a Pauline Theme (InterVarsity, 
2002), Early Christian Voices: In Texts, Tra-
ditions, and Symbols (合編; Brill, 2003),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Luke 
(vol. 10; 合著; Zondervan, 2007), Com-
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合著; Baker, 2007) ，《

路加福音—天道聖經註釋[卷上、卷下]

》(天道，2008, 2009), After Imperialism: 
Christian Identity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Evangelical Movement (合編; Pickwick, 
2011), The Baker Illustrated Bible Commen-
tary (合著; Baker, 2012), Commentary 
on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Zondervan, 
2012),《從路加著作看顛覆現實的基督信

仰》(天道，2015)和《唯獨聖經—聖言

的詮釋與應用》(天道，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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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先女士專訪

克服女性的情緒創傷
— 醫治跨代的傷痕

 一直以來，亞裔父母（雖然亦有例外）傾向以批評和貶低自己的孩童

來推動他們成長和改變。不少約見陳女士的人，特別是女性，她們在成

長過程中會覺得自己永遠都是不足、不夠好的。這是因為她們從小就學

到要貶低自己的價值。

 普遍重男輕女的趨勢亦影響了婦女們的自我價值。陳女士認為，「在

亞美裔的家庭中，由於重男輕女，成長的過程中，很多女性都在自我價

值上掙扎。女性的教育機會往往被剝奪，淪為打理家事的人選。」

 以下陳女士以一個個案來闡明不同育兒的方法如何影響一個小孩的成

長和發展。讓我們以一個五歲女孩把牛奶弄灑了的情況來開始：

 每當我們提及一些婦女遭遇情緒創傷的個案時，我們一般都會聯想起一個失去孩子的婦人或是剛目擊丈夫

出軌（婚外情）的女人又或是曾經被密友或親戚出賣的婦女。不過，情緒創傷和虐待可發生在一個較上述例子

更為熟悉的層面上，亦可出現於兒童成長的初期。

 根據美國人道協會指出，情緒虐待被定義為父母或照顧者對該兒童的智力、情緒、生理和社交發展上所做

成嚴重干預性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包括忽略、拒絕、孤立、剝削、敗壞、恐嚇、漠視、貶低、羞辱、嘲

笑、語言攻擊或威脅。這些行為都可以對兒童造成嚴重的創傷經驗。而它們的影響往往會持續到成年階段，產

生長遠的負面影響 (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 n.d.) 。

 我有幸可與註冊臨床社工陳麗先女士進行訪問。她專長抑鬱、焦慮、以及創傷的治療。自1995

年起，她已開始私人執業。目前她全職於一所聯邦認許的健康中心擔任行為健康部

門的工作，而週末就繼續她的私人執業。在我們的面談裡，我們

特別討論到傳統亞裔偏重負面的育兒方式對兒童

發展所構成的潛在創傷。

|   Christine Shen 採訪

陳麗先女士乃加州註冊臨床社

工，曾任職於不同的醫療部

門，也擔任過恩泉輔導中心輔

導員及督導。陳女士現於華埠

服務中心輔導部工作，並在蒙

市繼續其私人執業，提供個

人、夫妻及家庭輔導，猶擅長

憂鬱，焦慮，恐懼症，創傷後

遺症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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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境一：當女孩灑奶後，她的父母驚叫說：「你真無用，又不小心！為何一

點事情都做不好？」甚至予以體罰，這會導致女孩情緒上怎樣的反應？

 影響：當父母不經意地做出貶低和羞辱的語言、或情緒虐待時，對小女孩來

說，這是個創傷的經驗，對她日後如何看自己或別人的過失和失敗做成重要的

影響。

 處境二：第二個小孩灑奶後，父母問：「你沒事嗎？」小孩說：「沒事。」

父母跟著回答：「你去吧！我們幫你清理。」

 影響：父母幫孩子清理爛攤子，其實是將小孩自己該負的責任拿走。

 處境三：第三個小孩灑奶。父母問：「你沒事嗎？」他們先鼓勵孩子休息一

會，然後叫小孩拿掃帚或抹布清理她能力所及的。

 影響：父母注重孩子的情緒，查看她是否無恙，並教導小孩要對自己的行為

負上責任。

 處境四：第四個小孩灑奶。這對父母除了做第三對父母所做的事之外，他們

再主動跟孩子討論所發生的事和在這情況下該如何處理。

 影響：第四對父母不但灌輸責任感給小孩，還教導孩子解決基本問題的方

法，小孩可以做錯，但可從過失中學習。

 美國人道協會指出情緒虐待的影響：「受到情緒虐待的孩童在他們的成長過

程中常認為自己在某方面有缺陷；悲劇是當這群孩童長大成人、成為父母時，

他們就向自己的孩子繼續這個循環。」因為很多類似的行為都是跨代相傳、一

代接一代傳下去的。這些孩童長大，可以成為成就卓越的成年人，但他們內心

仍有種低下感、存在要討好別人的傾向，亦因為這些情緒問題，他們會較容易

吸引一些會虐待他們的人，重覆這個虐待的循環。

 陳女士在她的臨床面談裡喜歡用故事來幫助受助者去看見這個循環的存在：

假設你在餐館用饍，看到鄰桌的人在爭執叫嚷，他們嘗試用自己的聲音蓋過對

方的聲音，妳會有甚麼感覺？（我回答：「我將感到煩擾和不安。」）假如這

是發生在妳的家中，而陌生人正是妳的父母，而妳只不過是個小孩，妳又感覺

如何？妳會感到害怕和困惑。當父母在自己的兒女面前大發雷霆，他們是正在

向孩子展示如何處理沮喪，當孩子長大後，他們就學會了用爭吵作為溝通他們

的願望、需要、和失望的方法。

. . .當孩子長大

後，他們就學會

了用爭吵作為溝

通他們的願望、

需要、和失望的

方法。

當父母在自己的兒女面前大發雷霆，

 他們是正在向孩子展示如何處理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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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談及克服情緒的創傷時，陳女士

提出第一步是認知。受助者一定要認知

自己的想法，願意確認並改變自己的思

想模式。認知行為治療能夠有效地讓

受助者轉換一個角度看事物。

     陳女士還鼓勵受助者去分辨當下的情

緒感受；並意識身體上五官的反應；同時留心自

己的呼吸、心跳、頭、頸、手、甚至內臟如腸胃，有

否疼痛或肌肉緊繃…等等。然後透過深層呼吸或是肌肉鬆

弛運動去放鬆和紓緩壓力。

     當受助者漸漸掌握自我紓緩的技巧，不再壓抑、不再害怕面對過去

時，陳女士會提議她們去重新面對她們內裡深受傷害的小孩,要她們確認

這個小孩的恐懼、脆弱和過敏反應；並用五官來觸摸她：用視覺想像女孩

的樣子；以聽覺去捕捉她的聲音；嗅嗅小孩的氣味，想著小孩時腦海浮現

出的味道—甜的、苦的，還是平淡無味？你想跟她說甚麼或為她做些甚

麼？告訴她：「我要給你一個擁抱。」然後對她說：「我愛妳！」練習的

目的是要讓這個成年人能再次建立她的自我感，透過肯定和養育內心的小

孩去看清自己，和確認自己的價值。

 最後，陳女士想婦女們知道，「如果妳曾經在生命中經歷創傷，這不

是妳的錯！毋須否認、隱藏或壓抑，要尋找專業的輔導，最好心理教育和

治療雙管齊下，清除累積多年的情緒垃圾，重拾健康的生活和情緒。要克

服過去的傷痕，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同行也十分重要。」

 活現機構已踏進第十三個年頭，我們不斷努力為社區提供配合時代、

信仰與生活實踐的訓練。除了針對人生階段不同需求的專題講座外(如兩

代、親子、婚姻家庭、創意黃金人生…等)，我們也提供專業心理健康教

育，如認知行為療法、個人成長訓練 (包括生命成長歷史、 依附的模式、

人際互動界線)、男人的七個成長季節、壓力反轉秘訣、哀傷情緒處理、

認識燥鬱性和治療、認識人格障礙與家人相處之道、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等

等。詳情請瀏覽「活現」網站 www.PresenceQuotient.org。

透過肯定和重

新養育內裡的

小孩去看見真

正的自己，和

確認自己的價

值。

參考書目: 

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 (n.d.). 
Stop child abuse. Retrieved from 
http://www.americanhumane.org/
children/stop-child-abuse/fact-sheets/
emotional-abu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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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裏學步

 在我信仰的歷程裡，很大程度上我是由女性基督徒長輩帶大的。打從我

信主的那一天起，上帝從不間斷地將優秀的屬靈長輩放在我身邊，其中大部

分都是女性，包括我的嬸嬸、同事、上司、主日學老師、年長的姊妹、同

學，還有用文字牧養我的基督徒作家。她們有的安靜溫柔，有的則是智慧果

敢，但她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我毫不吝惜的慈愛與憐憫；或像我的母

親，或像我的姐姐，對我的關注和愛護無不流露著體貼和細膩。她們仿佛是

上帝差派來照顧我的天使，曾握著我張開的小手，在我的前後，小心翼翼地

注視著我蹣跚的腳步—「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噢~！到嘍~！」 

—讓我在主裏成長的歲月中，那怕是跌跌撞撞，仍是充滿笑聲、鼓勵和擁

抱。

 我開始留意和思想這一切背後的意義。因著這些女性屬靈長者和朋友的

感染，我發現我慢慢變得更會流淚，更富同情心，更善於表達自己的感覺。

我也開始更關注身邊女性家人、朋友、信徒的需要，希望聽到她們心靈的聲

音，喜歡嘗試用她們的角度去看聖經、看世界，學會更懂得尊重女性的感

受，同時也鼓勵她們發揮自己的恩賜和才能。我發現原來上帝按自己的形像

造男也造女，是何等美麗的一幅圖畫。同時籍著這些基督徒女性，和她們跨

越性別、血緣的愛，上帝要把我裝備和塑造，成為一個情理兼備的好兒子、

未來的好丈夫、好父親、好僕人，使我更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  胡嘉林

我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臂膀抱著他們，......  --何11:3

在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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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遊：
一個生命重遇的經歷 |    馬王藹麗

...但聽到他們

那些年的故事，

又彷彿讓我與媽

的生命在某個層

次上相遇 ...

 我曾經寫過一些旅遊篇，有人問我是否真的去過那些地方，答案

自然是肯定的，因我深信遊歷不只是觀光，否則網上讀讀資料、看

看照片，不是已經足夠嗎？真正的遊歷是透過個人獨特的感受去看

這世界，而這些凝聚成記憶的感覺，不斷在豐富我們的人生；而更

重要的是這些記憶中，還包括與我們同行的人，因著他們，令我們

每次出遊的所見所聞，都別具人生意義。

 今年年初，媽快要慶祝八十歲生曰，我問她希望請親友吃一頓壽

宴，還是想去香港遊玩，她選擇了後者，因她有個心願，就是在仍

有力氣走動的日子，去一趟澳門，與她一起成長的表弟妹重聚，所

以我與兒子便和媽一起踏上了這次尋根之旅。我媽小時，外婆是個

單親媽媽，在澳門經營小生意為生。我媽是外婆的獨生女，幼年時

與二舅公的八個兒女一起生活，一同長大。這次的重聚，令他們重

溫不少往事，也重尋他們在這小島上的少年足跡。他們拍了一張跨

世紀合照，在上世紀六十二年前這班孩子曾有一張合照，今天孩子

們都成為長輩了，各人仍能以同一個位置來一個合照，這是一種福

氣和恩典。他們重遇的滋味，並非我和兒子所能完全體會的，但聽

到他們那些年的故事，又彷彿讓我與媽的生命在某個層次上相遇，

把我帶回過去，看看那塑造媽氣質的成長環境。

 這個旅程中，我和媽同睡一張床，由於時差關係，夜半總會醒

來。這一來，媽好像成了我旅途中的密友，在床上天南地北，無所

不談。有一個晚上，媽終於開口問了她心底一直掛心的問題，說：

「妳小時爸媽都忙碌，沒太多時間照顧妳，妳會否覺得孤單，和生

爸媽的氣呢？」我告訴她沒有。回望我的童年，我是覺得自由和快

樂的。正因父母忙碌，無暇對我們太多管束，令我有很多空間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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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愛做的事、想自己愛想的問題。我小時喜歡閱讀，又愛

幻想，閒來獨處的時候，就是我探索自己心靈世界的時刻；

加上自小相信上帝，從來都感受到主耶穌陪伴同行，就算寂

寞也不會孤單。相信這真相也叫媽釋懷吧！

 這個旅程中另一個層次，就是和兒子探索香港。趁著媽

多留在澳門的日子，我和兒子就出去走走。這個旅程中天

氣很冷，但和兒子一起郊遊，內心卻感覺很暖。離開香港

多年，自己也變了個遊客，外出時與兒子一起找方向、找

交通路線、找吃的、找值得拍照的景物和角度、找想買的

東西、找期待已久的悠閒感覺……，其樂無窮。當中不乏

聊天交流的時刻，談話中也捕捉到這年輕小伙子的一些價值觀，為我加

添了一些角度來重新認識他。兒子在大學主修攝影，對攝影有很強的觸

覺和天份。其實我本身也喜歡攝影，常覺得能留住自己眼裡所看的世界

和畫面，讓自己日後慢慢回味，很有意思。我沒有多少攝影技術，只用

自己的行動電話隨便留影，但卻驚訝發現我和兒子喜歡的角度和畫面，

有很多相似之處，原來我們身體中都存在一些近似的藝術細胞。

 旅程中我也花了好些時間與闊別了三十多載的中學同學重聚，並

且重訪了母校的校園，欣賞了一埸舊生足球比賽，又參加了一個由一

些師兄師姐安排的土風舞同樂，尋回不少學生時代的滋味。當年的母

校很注重課外活動、群體生活和領袖訓練，與舊同學的重遇，仍然

感受到大家當年的單純、開朗和友善互愛，讓我再次與自己過去的

成長路相遇，觸摸到塑造今天自己性格的一些原素。

 其實今年自己十分忙碌，但很感恩為了滿足媽的心願有此一

行，在我的成長之地三代一起同遊，重新認識和發現自己的成長，

和了解身邊所愛的人的一些氣質、故事和想法，諦造了一個很美麗的生

命重遇經歷。朋友們，假期絕對可以超越觀光和吃喝玩樂的，願您在下

一次渡假時也可找著一些洗滌心靈、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

＊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培養一個坦誠互信的環境

 自從我十八歲的女兒於兩年前決定去波士頓繼續她的大學課程後，這

開始了我們關係新的一頁。雖然距離與時差是巨大的挑戰，但也是一個有

著回報的體驗。當被要求寫一篇關於我們關係的文章時，我徵求了女兒的

想法和意見。經過討論後，女兒與我都同意一點，就是要有一個坦誠互信

的環境，這點對我們來說，是特別顯著和有價值的。為了達到互相信任及

誠實的關係，父母必須以開放的態度用心聆聽，支持和帶領孩子。

 感謝現代科技，雖然我們之間相隔千里，但還能透過視頻對話，彼此

聯繫。我們的話題從政治到情感、時尚到學業，無所不談。能隨時隨地相

伴等於告訴她：「我一直都在你身邊。」

 從家裡搬出去，意味著女兒必須自己去面對日常生活中的需要，這帶

來興奮和自由，同時也帶來挑戰與挫折。每當她面對難處時，我會克制自

己不先做評論，而是集中去幫助她解決問題。記得在波士頓的第一年，有

一次她在電話中告訴我，因睡過頭而錯失了考試。當時她情緒非常激動和

焦急，因為這次考試會影響她在班上的成績。我第一個反應不是問她睡過

頭的原因，而是先安撫她的情緒，接著要她想一想有沒有補救的方法，我

提出的問題促使她安頓心情，並決定下一步應怎樣做。幾天後，在談話當

中，她主動告訴我睡過頭的原因，我對她的誠實感到高興。不以批判的態

度與孩子溝通更為我帶來額外的好處：透過孩子的眼睛，我可以用一個嶄

新的角度看這個世界，這令我感覺自己更年輕、更充滿活力。

 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們肉身雖然有着距離，但心意卻比以往更親近。

每一天我都為女兒的平安、健康禱告，雖然很多事情不在我的掌控當中，

但我深知神會看守她。我感謝神賜我機會與女兒一起成長。

|    李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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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火花 - 小思的故事

馬王藹麗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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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十歲的青年人，

本該是無憂無慮，生活多姿

多采的。我所認識的小思(化

名)也是個活潑開朗、坦誠率

性的小姑娘。不過現代人步

伐急速、生活壓力大，年輕

一輩初踏足社會，有時也難

免會有處於十字路口、孤單

茫茫然的時刻。

 在一個星期天的中午，

我和小思一邊享受法式薄餅

午餐、一邊進行訪問，她與

我分享了一些屬於這個年紀

的思緒：

在這個人生階段，你最重視的是甚麽？

目前，我是很渴望成長的。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渴慕在靈命上成

長，能對神、對聖經有更深的認識；作為一個已步入社會的青年

人，我期望能有多些個人成長。我身邊有不少男性朋友，因此常有

被呵護照顧的感覺。我希望自己可以學到獨立些，生活技巧上也可

成熟些。除此之外，我也很重視朋友，和與朋友相聚的時間。

在這追求的過程中，有何苦與樂？

我很享受忙碌但精彩的生活，以及在朋友圈中被照顧周到的感覺。

可是同時，正因我看重朋友，遇到朋友不明白自己或誤會自己時，

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難過。

有沒有試過感覺孤單的時刻？是甚麼原因引起這份孤單感？

說實在，獨自一人時我會感覺不安的，所以我總喜歡身邊有人結

伴；我也會刻意令自己忙碌，說穿了，我是怕孤單的。我也介意別

人的眼光，畢竟同輩中，大家都覺得獨行俠並非好事，大夥兒一起

才屬正常。

如果給你選擇，你最渴望現在自己是幾歲？為何？

如果我可以選擇，我很想自己能回到十幾歲、作個少年人，因為年

紀小仍有很多機會去學習，和重新學習。別人也會容許少年人從錯

誤中反省而成長。我感覺自己仍有很多不足，渴望有更多的機會學

習和成長。

不 同 階 段 的 人 生 故 事



你期望成家嗎？對心目中的對象有何要求？身邊男性的朋友中有條件接近的嗎？

希望，我喜歡擁有自己的家庭，也喜歡小孩，渴望能有個夢想的家。男性朋友中，都各有不同的

性格和長處。不過說到對象，我比較喜歡分析力強、具領導能力的男生，但最重要仍是要找個價

值觀接近、又能有心靈溝通的傾訴對象。

你覺得周邊這一代青年人最大的優勢是甚麽？最大的挑戰和壓力又是甚麽？

這是一個資訊爆發的網絡年代。我們較前人更易搜尋到各種生活知識，這有助開闊我們的眼界，

也多少豐富了我們的人生智慧。與此同時，我們這一代也對自己的要求高了，給自己造成較大的

壓力—一種不斷要自我增值的壓力。同儕中也存在互相比較成就，而我們的身份和價值亦

常與薪水和職級掛鉤，令人無奈。多元化的網絡功能開拓了不少社交平台，但換來的代價是：要

建立深度的關係並不容易哩！

友情的喜與樂

 我現在有些好朋友打從小學和初中就已認識。我們能一直

保持著友誼，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們一起上學，甚至同讀一間大

學，而且住得很近，使我們經常都能相聚。當然我們明白不可能

永遠住在附近，總有一天因為工作、婚姻和其他人生的大事，我

們會各散東西。

 除了因為我們住得近，還有甚麼促使我們的友誼能歷久不衰

呢？緊緊連結著我們的又是甚麼呢？我想還有幾個原因：我們共同

的興趣、一起經歷的回憶、彼此相伴的承諾。朋友的說話行為

有時會把我們的心傷透，但有時他們又會扶持我們，教我們

想起他們便會發出會心微笑。

 友誼絕對是一份珍貴的禮物。事實上，當一群女生聚

在一起時，奇妙的事就會發生。別人可能覺得她們嘈嘈吵

吵、喋喋不休（實際上並非總是如此）。但確實有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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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思與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充滿熱誠和理想，並且十分重視朋友和關係。不過正

因如此，她有時也會因同儕的期望和壓力而感到困擾。而追求成長成熟的過程中，對

於自己和自己心裡的真正所求，偶然也會存在疑惑、覺得孤單。祝願她在這成長路

上，因著對上帝更深的認識，讓她能找到更精彩的人生，更清楚上帝給她的召命。



候，女孩子也會很可怕的。在中學和大學時，我曾試過因某些原因寧願與我的哥哥們

在一起，也不想跟女孩子交往，為的是要避開那些閒言閒語和矯揉造作（當然這也不

是經常發生的）。縱使如此，女性友情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我們心底渴求情感上的結

連。當我們能互相滿足大家的需要時，友誼就越見深厚。

 在小學時，交朋友是件好玩又容易不過的事，就如在朋友家過夜、生日會、分享

情竇初開的故事、高聲唱 Mariah Carey 和 Brandy 的歌。隨時間流逝，有些朋友依然

親密，但人在變，友情也在變，有些曾是知己的朋友感情轉淡了，不過我仍然非常感

恩，大家縱有不同的性格、抱負、政治和信仰立場，我們都曾經彼此尊重和互相欣賞

過。

 有些朋友和我一起上大學，甚至是室友，因而成了要好的朋友。友誼真正的挑戰

通常發生在大學畢業之後，當我們再不是室友或住在附近時，就只能靠週末相聚，如

果我們工作地點相近的話，平日共聚晚餐還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當朋友搬家、開始

新工作，甚至發展戀愛關係時，友情自然會受到考驗。

 友誼，是需要時間和委身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友誼，通常是那些願意交心，敢

於分享自己真實感受、挫折、失望，又不介意流露軟弱和缺乏一面的朋友。深厚友情

的建立，並不像媒體或社交網路所吹棒的容易，是需要勇氣去面對和分享自己內心的

脆弱，需要一定的安全感，甚至會被他人(包括自己最親密的朋友) 視為軟弱。

 隨時間的流逝，我意識到感情能流露多深，取決於我們對自己有多喜歡和接納。

與別人要有心靈的交往，常迫使我們更真實的面對、明白和接納自己。當我們發現一

些友誼只流於表面和膚淺時，總會帶來一點迷失和寂寞。我們漸漸發現小時很容易建

立的友誼，長大後要維繫越見困難，又或者是因為我們察覺到，我們越來越不滿足於

沒有深度的交情。

 當我步入三十歲，我對目前所擁有的友誼是非常珍惜的。我很感恩有這些認識超

過二十載的朋友，我們有屬於自己的歷史，也一起經歷過人生的轉變。我愛我的朋

友，因他們接受和擁抱真正的我，也容許我偶然古怪、看似獨特卻又帶點神經質。我

們可以自嘲或互相取笑，也可隨心盡情甚至瘋狂大笑。我們可以凡事過問、彼此關

心。我們花很多時間通電話幇網上聊天或傳短訊。我們可以談論人生大事，但芝麻綠

豆的瑣事也不會錯過。

 我感激多年來一直與我同行的女性朋友，假如要我對她們說些感謝的話，那就

是：謝謝妳們容許我做回自己！感謝那些笑話和笑聲。謝謝妳們願意聆聽、為我分

憂。縱使有時我會詞不達意，妳們總讓我坦然無懼的去表達我的想法。感激妳們的慷

慨丶善良和鼓勵。謝謝妳們為我禱告，提醒我要依靠祂。妳們永遠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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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一天失去他
|    梁袁麗芬

 我和丈夫年紀相若，對於打理家事，我們從來都是分工合作的好夥伴。有時

丈夫寵我，凡我不太做或不太願做的家務，他都會毫無怨言地一力承擔。久而久

之，我變得懶惰和更倚賴他。直到一天，我忽然發覺丈夫的精力大不如前，身體

的毛病亦接踵而來，他臉上少了笑容，對我和兒子的關注也減弱了。每天丈夫下

班回來，都拖著疲乏的身軀，從前的風采不再復見。他的大前提是應付工作，然

後鬆弛以求回復氣力。他是一家經濟的支柱，假如他需要減壓，我當然是沒有意

見的。

 我們二人健康衰退的步伐不同，但起碼我們年紀接近，該一同步進和經歷我

們的黃金歲月。我身體較好，丈夫健康方面老化得比我早了一些。年輕時，我們

身體狀況沒多少差異，但現在，身體的變化難以掌握，使我不禁憂慮起來。丈夫

會有一天走得比我早而離開我嗎？到時我可再跟誰談心？他是我的知己良朋，我

與他是無所不談的，他也是那位對我不離不棄，總會接納原諒我的人。當我遇到

問題求助時，他總是義無反顧地幫忙，並盡快替我解決問題。雖然我有不少朋

友，但鮮有能夠如此交心。有丈夫在我身邊，令我感覺十分幸福。如果有一天失

去他，真難想像我可以怎樣面對這份哀傷和失落。

 我明白這憂慮不能增加我們的壽歲、更不能帶來平安喜樂。我們參加過不少

年長的親戚朋友、甚至年輕人的喪禮，明白生命的脆弱，就如煙霧出現片刻即

逝。在這短暫人生，我們可以選擇為終局憂慮，也可選擇享受生命餘下的日子。

匆匆的人生中，我渴望能欣賞生命、珍惜每分每秒與丈夫、兒子和親密的家人朋

友相處。看懂了生老病死是我們必經的旅程，拿捏到正確的人生態度，就能笑看

生命的變奏，並甘心樂意地照顧我們的伴侶。

 慢慢我學會了：當伴侶不再像以前風趣，另一半便該尋找歡笑；當伴侶不再

像以前強壯，另一半便該奔向真正力量的源頭；當伴侶憂傷，另一半則聆聽；當

伴侶患病痛苦，另一半便安慰並禱告求醫治；當伴侶埋怨，另一半願意給與空間

冷靜。這樣互相扶持，越久關係越親密牢固。

 隨著我們年紀漸長，每度過一天都在提醒我們在世相聚的時日有限。我不再

計較丈夫從前令我不快的小節，反而看見他是多麼值得我去花心思來照顧。每天

的目標是：當我晚上躺下睡覺時，我知道當天我活得無憾，在短短一天的相處

中，我已盡力去疼愛丈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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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的領悟：

「女人，妳很重要」
       |    鄧正儀

 早聽說孩子的來臨會完全改變夫妻的倆人世界，只是我沒想到，孩子所帶來的

影響，還不止這樣。

    我和夫婿結婚十二年，在萬般期待中迎接我們的孩子，我覺得我應該是準備就

緒面對孩子的介入。但是六個年頭過去，不得不承認，我還是常常因孩子的威力而

感到驚訝。姑且不講家中不知不覺淪陷的領土，和為了孩子不得不放棄的嗜好和機

會，從醫生將這個軟綿綿的小娃兒遞進我懷中開始，她一張嘴就顛覆了我的作息，

她一舉一動都抓住了我的視線，那雙盯著我的童真眼睛，不斷期待著我給與答案。

我女兒不僅成了我整個生活的隱形圓心，而且還大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態度。

 我覺得，成為一個母親對我來說最大的改變，是從原本只要對自己和對神負責

的態度，變成要對另一個生命負責的態度。這一個生命，帶著她自己的個性脾氣和

興趣缺限，也帶著她未開發的潛能和待回應的使命來到這個世界。而我，這個無可

取代的母親角色，在她成長的路上陪著她一起探索學習、跌倒爬起，每日生活中所

提供的點點滴滴，都是她建造未來的材料。這一個認識，使我更加尊重我自己。畢

竟對這個新生命來說，我的所言所行被賦予一種無與倫比的權柄和影響力，我怎能

輕忽這個神聖的使命呢？

 另外一個改變，是我自己和母親的關係。遊美近二十年，每年回去台灣探望父

母親，總是忍不住想撒撒嬌，跟媽媽點一些她的拿手菜，回味一下當女兒的滋味。

去年夏天父親過世，年底把母親接來與我同住，我赫然發現，媽媽老了，她需要我

遠比我還需要她。因著身上已經點燃的母性本質，我發現我很快就轉換了心理角

色，像個媽媽一樣為母親打點裏裏外外。而印象中很有個性的母親，竟也像個柔順

的小綿羊，來接受我的安排。我看見一個一生為家為孩子為配偶犧牲奉獻的家庭主

婦，如今榮譽退休，被上帝交在我手上安享晚年，我又怎能不慎重看待自己的職份

呢？

 這些領悟使我不得不對自己說：女人，妳很重要，要好好善待和珍惜自己。因

為一個家是新生命成長的溫床，也是一個生命歸根的帳幕，而女人在其中扮演了一

個靈魂角色。願上帝祝福天下所有的女人，願她們溫柔的懷抱、靈巧的雙手、甜美

的笑容、和鼓勵的言語，在世界各處，為每一個家打開一扇天堂的窗戶，為每一個

可貴的生命，帶來溫暖的陽光。

一個家是新生命

成長的溫床，

也是一個生命歸

根的帳幕，而

女人在其中

扮演了一個

靈魂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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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和感恩走過哀傷的路

胡朱小瑜 ｜ 馬王藹麗 採訪

 和小瑜做訪問，是個很愉快、很得鼓勵的經歷。在一般人看來，小瑜在幾

年間先後面對丈夫和母親患病和離世，多少辛勞、多少不捨，實在不足為外人

道。但小瑜冷靜沉著、積極面對，不只從沒有埋怨，更懂得從微細事情中學習

感恩，珍惜與所愛的親人有限相聚的時間，使她在這過渡中老年的日子，不被

哀傷打倒，反而更體會如何找到人生的智慧和喜樂。

 自2005年開始，小瑜丈夫證實患了肝癌，平常一直疼愛小瑜、照顧家中大

小瑣事的好男人終於倒了下來，小瑜只好由零開始學習料理家事，白天上班，

下班後弄晚餐和照顧丈夫。其後於2006年，小瑜母親忽然得到腦膜炎，昏迷了

兩週，情況極不樂觀，後來雖然奇蹟地甦醒，但體力也得慢慢才恢復過來。所

以小瑜除了工作、家庭和患病的丈夫要照顧，晚上還要到療養院探望媽媽，忙

不過來。連抱病在身的丈夫也心疼小瑜的辛勞，主動提出要幫忙洗碗，說：

「讓我幫幫您吧！」每次小瑜回想那些日子，都不曉得當時力量從何而來，也

特別感恩在患難中經歷到上帝和家人彼此的愛。

 可惜這邊廂母親活了過來，那邊廂得了肝癌的丈夫卻於2007年二月去世。

疼愛自己的丈夫離開，心裡自然十分難過。小瑜憶述大女兒在爸爸的喪禮中沒

有哭，並堅定的告訴媽媽因為知道天家必再相見。女兒的這份盼望激勵了小瑜

放心去期待將來與丈夫重遇。在寂寞、想念丈夫時，小瑜也會對著照片與丈夫

談心，數十載相遇相愛的片段便會浮現腦海，以慰思念之苦。除此之外，要繼

續照顧康復中的媽媽也教小瑜不得不向前望，每天帶著這重要的目標而活。雖

然母親在2012年最終因膀胱癌離世，但母女二人卻一起走過了最親密、最珍貴

的幾年。加上小女兒在丈夫離開後同年畢業回家，橫跨三代共四位女性，填滿

了家中失去丈夫的空缺。

 今天，小瑜兩個女兒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小瑜更當上了外祖母，不時前往

北加探望大女兒，弄孫為樂。平日她參與教會活動和事奉，並在社區中當義

工，生活過得精彩和豐富。對於這種退休、步入中老年的生活，小瑜是覺得滿

足的。

 做完這個訪問，我心中湧出的迴響是：愛能令人勝過艱辛和苦澀；感恩和

盼望撫平了哀痛的心靈；而過去美好甜蜜的片段也足可滋養心靈，教人無畏無

懼地繼續前行，創造明天的回憶。

愛能令人勝過

艱辛和苦澀；

感恩和

盼望
撫平了哀痛

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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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瓜雲耳湯（第15頁）

絲瓜：含維生素B群可以防止

皮膚老化，當中的維生素C可

以美白肌膚，能消除黑斑，使

皮膚潔白細嫩，是不可多得的

美容佳品。

絲瓜的葯用：有清凉、利尿、

活血、通經、解毒之效，還有

抗過敏和美容的功效。

雲耳：潤肺生津、滋陰養胃、

益氣和血、補腦強心。

 當工作煩忙，生活緊張，身心疲累時，

令人很想輕鬆一下，卻不一定有時間精力出

外旅遊、到處享受美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

些既不用花太多時間預備、又令人滿足的美

味菜式，正如外國人說的 comfort food，享

用時足以把你帶到一個快樂無憂的境界。

 以下三道食譜是從活現《品味》食譜148
個食譜中精心推介。食譜既簡單、健康、又

令人回味無窮。另外還有九頁「亮麗人生」

美容小貼士，為你帶來由內到外的美容秘

訣。

 此食譜總有幾道菜會成為你和你家人的

至愛，不妨放鬆一下，閒來好好享用家居美

食。

材料：

絲瓜一條去皮，切件

紅蘿蔔一條去皮，切件

雲耳兩湯匙，泡軟，去蒂

雞湯兩杯

清水兩杯

薑一片

生油少許

做法：

中火燒熱油鑊，薑片略用油

爆香，加入所有材料炒，注

入雞湯和水煮沸，直至蔬菜

熟透，調味便成。

如欲訂購，請向活現辦公室查詢 (626) 8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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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湯潤喉養聲，唱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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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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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食譜

建議奉獻$10

吳伍艷芳



蜂蜜薑汁鮮奶燉蛋（第49頁）
材料：

雞蛋五隻

鮮奶三杯

薑汁三湯匙

做法：

1. 雞蛋打勻
2. 加入薑汁及鮮奶
3. 倒入碗中，用鍚紙蓋好4. 水滾後中火蒸至十分鐘5. 開蓋散熱一分鐘

6. 加蓋中火再蒸三分鐘
7. 滴上蜂蜜調味便成。

簡易發糕（第 42 頁）

材料：

1 盒盒裝（調好）蛋糕粉

1 杯糯米粉

做法：

1. 根據盒裝上的指示操作，加入糯米粉

2. 蛋糕模上放好紙托

3.  倒入已調好的粉漿至七分滿

4.  大火蒸 20 分鐘

溫馨提示：不必因為多加一杯糯米粉而加入額

外水份，任何口味的盒裝蛋糕粉均可。

軟
綿可口，熱

食

更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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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
產品 #

Title of the Product
主題

Suggested 
Donation US$
建議奉獻價

Qty
數量

Amount
金額

PAC001 幫助孩子建立自尊心 粵 1CD $10

PAC002 訓練孩子處理衝突 粵 1CD $10

PAC003 孩子行為的危機訊號 粵 1CD $10

PAC004 協助孩子面對災難 粵 1CD $10

PAC005 如何與孩子談性 粵 1CD $10

PAC006 孩子的道德智商 ＭＱ 粵 1CD $10

PAC007 孩子不同的學習風格 粵 1CD $10

PAC008 粵語親子教育系列 (優惠套裝) 粵 7CD $55

PAC009 健康家庭須有的基本心理概念 粵 1CD $10

PAC010 如何預防和處理地震帶來的心理恐懼 粵 CD $10

PAC011 認識 i 世代 粵 CD $10

PAC101 培養孩子處理困境的能力 國 2CDs $20

PAC102 青少年領袖訓練與親子培育課程 國 2CDs $15

PAC103 親子互動與情緒管理 國 2CDs $15

PAC104 愛的語言與家庭界線 國 2CDs $15

PAC105 中年人的婚姻危機與處理 國 2CDs $15

PAC106 家庭暴力與輔導 國 2CDs $15

PAC107 個人自主權與家庭壓力的處理 國 CD $10

PAC108 國語家庭教育系列 (優惠套裝) 國 11CDs $70

PAC109 情緒障礙面面觀:哀傷情緒處理 國 2CDs $15

PMB301 克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的障礙 (小册子)
Overcoming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etween 
partents and teenagers

Eng/中 Booklet $3

PMB302 健康家庭須有的基本心理概念 (小册子)
Essential concepts of wise parenting

Eng/中 Booklet $3

PMC001 父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之難，難在？ 粵 2CDs $15

PMD001 父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之難，難在？ 粵 DVD $15

PLD202 敎牧法律研討會 2013 / Pastor's Legal Seminar Eng /國 3DVDs $40

HLC201 Hope & Love Eng CD $10

HLD201 Hope & Love Eng DVD $12

 小册子 Hope & Love Eng Booklet $1

Dear 牧者 中 Book $10

Dear 爸媽 中 Boo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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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
產品 #

Title of the Product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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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US$
建議奉獻價

Qty
數量

Amount
金額

Presence Fundraising Product 活現機構籌款產品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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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子

家

庭

教

育

CMC001 青少年網路沈溺: 如何避免和勝過 粵 2CDs $15

CMC201 Clinical Session: Internet Addiction - 
Basic Principles for Causes & Treatment

Eng 2CDs $20

CMC301 Internet Addiction in Teens: 
How to Avoid and Overcome

Eng 2CDs $15

CMC302 成人網路沈溺: 認知與解構 粵 /國 2CDs $15

CMD201 Clinical Session: Internet Addiction -
Basic Principles for Causes & Treatment

Eng 1DVD $25

IKC201 Parenting Our Children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Eng 1CD $5

INC201 Confessions of a Gaming Addict Eng 1CD $10

CAC001 認知行為療法：給輕度抑鬱和焦慮者的自助訓練 粵 4CDs $30

CAC101 認知行為療法：給輕度抑鬱和焦慮者的自助訓練 國 4CDs $30

CAC102 情緒障礙面面觀：哀傷情緒處理 國 2CDs $15

CAD101 情緒障礙面面觀：哀傷情緒處理 國 1DVD $20

 小册子 Understanding Depression 解讀憂鬱症 Eng/中 Booklet $1/pc or 
50 for $30

 小册子 Understanding Depression in Youth Eng Booklet $1/pc or 
50 for $30

MAC001 他 ≠ 她 : 男女之別與溝通 粵 CD $10

MAC002 「小三」問題的成因和預防 粵 CD $10

SAC001 男人的7個季節 粵 2CD $25

SAD201 “Theology of work for youth”, Faith Seminar 2014 Eng 1DVD $12

MMD201 Riding the Waves: 
Equipping Youth Leaders for Mentorship

Eng 3DVDs $30

Campus Representatives Initiative Handbook 
Mentorship for High School & College Students

Eng Book $20

FMB001 "Good Taste" Cook Book / 「品味」烹飪美容合輯 Eng/中 Book $10

Total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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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ping and handling fees apply, Free shipping on orders over $100

www.presencequotient.org
626-810-5200

Presence is a 501(c)3 Christia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training to individuals to help them apply Christian and family values to 
their everyday lives. The prices for these products are suggested donations. W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which enables us to continue 
serving churches and our community.
活現是一個501(c)3基督教的非營利機構，所有出版品旨在推動家庭教育、個人成長以及溝通兩代之間的文化差異，增進基督化的家
庭價值觀。所有出版品的價格為建議奉獻價，作為推動活現事工的經費。

需付郵費和手續費, 滿 $100 免郵費

Product #
產品 #

Title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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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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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y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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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PAC001 幫助孩子建立自尊心 粵 1CD $10

PAC002 訓練孩子處理衝突 粵 1CD $10

PAC003 孩子行為的危機訊號 粵 1CD $10

PAC004 協助孩子面對災難 粵 1CD $10

PAC005 如何與孩子談性 粵 1CD $10

PAC006 孩子的道德智商 ＭＱ 粵 1CD $10

PAC007 孩子不同的學習風格 粵 1CD $10

PAC008 粵語親子教育系列 (優惠套裝) 粵 7CD $55

PAC009 健康家庭須有的基本心理概念 粵 1CD $10

PAC010 如何預防和處理地震帶來的心理恐懼 粵 CD $10

PAC011 認識 i 世代 粵 CD $10

PAC101 培養孩子處理困境的能力 國 2CDs $20

PAC102 青少年領袖訓練與親子培育課程 國 2CDs $15

PAC103 親子互動與情緒管理 國 2CDs $15

PAC104 愛的語言與家庭界線 國 2CDs $15

PAC105 中年人的婚姻危機與處理 國 2CDs $15

PAC106 家庭暴力與輔導 國 2CDs $15

PAC107 個人自主權與家庭壓力的處理 國 CD $10

PAC108 國語家庭教育系列 (優惠套裝) 國 11CDs $70

PAC109 情緒障礙面面觀:哀傷情緒處理 國 2CDs $15

PMB301 克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的障礙 (小册子)
Overcoming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etween 
partents and teenagers

Eng/中 Booklet $3

PMB302 健康家庭須有的基本心理概念 (小册子)
Essential concepts of wise parenting

Eng/中 Booklet $3

PMC001 父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之難，難在？ 粵 2CDs $15

PMD001 父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之難，難在？ 粵 DVD $15

PLD202 敎牧法律研討會 2013 / Pastor's Legal Seminar Eng /國 3DVDs $40

HLC201 Hope & Love Eng CD $10

HLD201 Hope & Love Eng DVD $12

 小册子 Hope & Love Eng Booklet $1

Dear 牧者 中 Book $10

Dear 爸媽 中 Boo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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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0 Castleton St., #100,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Phone 626 363 8988  Fax 626 363 8980

1008 E. Las Tunas Dr., #A, San Gabriel, CA 91776
Phone 626 248 3663  Fax 626 248 3660

2983 Chino Ave., Unit A6, Chino Hills, CA 91709
Phone 909 993 5168  Fax 909 993 5170

815 W. Naomi Ave., #B, Arcadia, CA 91007
Phone 626 566 3933  Fax 626 566 3950

* ���������� (SBA Preferred Lend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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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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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洛杉磯社區超過十年經驗
婚禮攝影  個人寫真  商業產品  護照 

 全家福  孕婦照  寶寶照   數碼錄影
  專業化妝  DJ音響

626-616-5545
www.rhfotos.com

Email:henryso44@gmail.com

徵信:
HENRYSO44

憑此廣告可享

10%優惠

歡迎訂閱

活現機構

微信群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