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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十八週年暨「新心行動」十週年特刊

個人抉擇的過程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相互影響而
成：個人的能力、家長的榜樣 / 其他長輩的影
響、真理和屬靈的引導。

此外，個人的成長也受到多層環境系統的影
響：身邊的社交圈子、多元文化的社區、世
界。「活現」的事工特式 : 除了直接幫助新生
一代以外，「活現」的訓練範圍也包括多層環
境系統內的人和事。

一個孩子或年輕人以有限的自身能力和屬靈知
識，並不足以面對世俗價值觀和複雜的多元文
化社會。孩子的個人道德和屬靈核心大概在8歲
時開始成型，我們若能在早期以真理和屬靈指
引建立孩子的價值觀，培育他們正確的處世態
度和能力，並訓練家長和其他長輩成為有智慧
的屬靈榜樣，這有助孩子避免接受世俗文化的
感染。

「活現」的異象乃是培育新一代的信徒活出智
慧人生、成為靈巧的文化宣教士。透過提供結
合心理、人際技巧與聖經價值觀的訓練，我們
盼望能提升受訓者的生活智慧和處世靈活度，
使他們能應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挑戰、活出基督
信仰，並學習成為僕人領袖，以愛心服侍和建
立社群。

模式原創者：葉顏瑋茵博士 (2003)
圖解：葉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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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編輯部

活現「新心行動」十週年﹕

   培育傳承文化宣教的一代

a孕育期 (2003-2011)
「活現」的誕生，源於葉顏瑋茵博士的一個夢，要幫助正在被世俗文化和價值觀所吞噬的年輕人。因

此，「活現」的成立，是為了保全青少年的信仰，幫助他們建立合乎真理的世界觀和社會道德價值

觀，讓他們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落實信仰，成為能夠服侍社會、影響文化的領袖。這就是我們一直強

調的文化宣教。

	 我們感恩：青少年需要其成長環境（包括父母、家庭、社區和教會）的協助，堅固信仰和生活

的連接。這些年間，上帝給我們不少培育青少年和家庭的機會。其中一個特色活動，就是與教會合作

的家庭研討日營，同步為家長和青少年提供關係與成長的訓練。

a綻放期 (2011-2014)
「新心行動」於2011年正式成立，寓意是更新委身上帝的心。這是非常燦爛的一個時期：我們擁有一

位全職「新心行動」同工，也招募了許多充滿活力的義工。從這個團隊，我們看見委身、創意、不同

的恩賜和領導才能，而他們的服侍也影響了很多年輕人的生命。許多大型聚會包括信仰研討會、敬拜

聚會、與其他團體和基督徒歌手合辦的音樂會等，都從此階段開始；也有屬於他們的影音、文字出版

和四十天靈修運動。

	 我們感恩：儘管世界複雜，但從這些年輕的領袖身上，我們看見了一夥夥單純愛主的心、和一

份團隊事奉的熱情。

a裝備期 (2015-2017)
這時期我們看見了兩方面的需要：跨代導師與服侍；以及軟實力技巧的訓練。我們主辦了兩次跨代事

工研討會，透過培訓跨代導師，讓他們成為年輕人的榜樣。另一方面，我們與「活現潛能」合作，提

供軟實力技巧訓練，當中包括人際關係、時間、金錢管理等實用性的生活技巧，促進全人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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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編輯部

	 我們感恩：上帝透過這些探索，和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事工體

驗，教我們更懂得如何幫助年輕人在社會中，活出上帝在他們身上獨特

的計劃。

a連結期 (2018-2020)
家長和青少年事工工作者的連結與同行，是培育年輕人信仰生命成長的

重要關鍵。此期間，我們推出了「健康對話」網上課程，為家長與青少

年事工工作者、家長與青少年子女提供互信和溝通的方法與實用技巧，

幫助個人、家庭和教會跨越兩代之間的鴻溝和文化差異。我們也定期舉

行青少年事工分享禱告會，連我們的週年晚宴上，也有這方面的交流與

互動。

	 我們感恩：為了服侍年輕人，上帝招聚了一班有心人走在一

起。他們真誠分享服侍中的秘訣和掙扎，那份對年輕人的愛與熱誠，令

人動容。

a深化期 (2021+)
當「新心行動」踏進另一個十年，隨著時代環境的需要，我們將更

多使用網上與社交平台，來提供各類型的教育培訓。此外，我們

計劃製作英語青年版「生命規劃課程」，透過生命的整合和轉化，

讓年輕人能在多元社會中活出基督信仰的智慧，傳承文化宣教的使命。

	 我們感恩：上帝呼召我們成立「新心行動」，並給與我們豐盛

的十年。當初的年輕領袖，今天大都已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不少仍

愛主依然、用心服侍。我們仰望主的恩典，但願能看見一代又一代的年

輕人，在信仰的路上成長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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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行動」十年大事回顧

27個活動

2,540 參加人次

23 條教育短片

27個活動
996 參加人次
16 條教育短片

12 個活動
573 參加人次6 條教育短片

誕生 (2011)
2011年1月：神給葉顏瑋茵博士異象，要設立「活現」青年事工部門

2011年6月：活現「新心行動」(RE:NEW a Presence movement) 成立

綻放期 (2011-2014) 
2011年11月：推出「滿有希望」部落格

2012年1月：第一期 RE:NEW 雜誌出版

2012年3月：首次發佈短片 - 「每一天」

2012年9月：「牽手同行校園領袖訓練計劃」首次培訓

2012年10月：信仰研討會 - 「認識回教」

2013年2月：交友戀愛研討會

2013年3至4月：第一次40天靈修挑戰 

2014年2月：青年理財工作坊（與「活現潛能」合辦）

2014年7月：徵求讀者人生故事

2014年10月：與一眾基督教歌手合辦「無懼旅程」大型音樂會

裝備期 (2015-2017) 
2015年2月：「無懼旅程」歌手訪問短片

2015年3月：乘風破浪青少年生命導師研討會 

2015年10月：「活現」影片發佈 - 「家庭」

2016年3月：推出職業採訪系列短片（與「活現潛能」合辦）

2016年4月：撰寫履歷/求職面試工作坊（與「活現潛能」合辦）

2016年8月：中學生軟實力夏令營：情緒、關係、時間和壓力管理

          （與「活現潛能」合辦）

2017年2月：跨代導師研討會

2017年11月：信仰大會 -「了解自己，活出基督的使命」

連結期 (2018-2020) 
2018年2月：父母、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者之間的「健康對話 」工作坊

2018年2月：「宣教始於家庭」工作坊

2018年9月：首次推出網上課程 -「 健康對話」系列

2019年2月：信仰研討會 -「傳福音的重要 」

2019年2月：推出「為父母禱告系列」部落格

2019年4月及9月：青少年事工禱告會 -「服侍年輕一代」

2019年5月：與橙縣角聲合辦「成為社區心理健康影響者」

  青少年全人培育研習會

2020年3月：「與父母溝通不暴走」工作坊

2020年6月：推出「職業與信仰」採訪系列短片

2020年7月：網上青少年事工禱告會 - 「教會重開 /『黑人命貴』的衝擊」

2020年9月：網上信仰研討會 - 「突破新常規、靈命續成長」

深化期 (2021+)
2021年2月：影音系列 - 「戀愛與關係：心靈伴侶」及「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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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個活動

2,540 參加人次

23 條教育短片

目前我在「新心行動」（「活現」的青少年部）
擔任企劃統籌。踏進在「活現」事奉的第四個
年頭，我在機構嘗試過不同的角色與工作，和同
工、義工一起服侍時學到很多東西。

這些年間，能夠與機構的同工團隊一起努力，為
社區提供活動和資源，是十分寶貴的人生體驗。
團隊中不同年齡、不同人生階段的成員，為了事
工走在一起，我學會了接納各人不同的能力（和
限制）、一起應變不同的處境。事實上，在小小
的團隊中，小障礙也可變成大挑戰，但總不會是
不可能的任務。透過彼此信任、各人發揮所長，
在工作上排除萬難，是一個蠻有意義的學習經
歷。每天我認識我的同工多一些，看見各人在事
奉中一點一滴的付出，成了我生命中莫大的祝
福。

信仰研討會是「新心行動」每年為教會及社區青
少年安排的主打活動。感恩縱使2020年在疫情
下，我們仍能在網上舉行這個聚會。此外，2019
至2020年間，我們亦舉辦了專為青少年事工牧
者、同工和領袖、家長和所有關心青少年事工者
而設的青少年事工禱告會。當中我們有機會與神
的僕人探討一些重要的議題，例如服侍青少年的
成功與掙扎、疫情下的新常規、以及社會公義

張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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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重要是，這禱告會讓一些關心青少年的有
心人，能互相學習、彼此交流、同心禱告。這些
體驗為我帶來了不少生命的感動。

美好事工的背後也充滿著挑戰，特別這一年在疫
情下工作，很需要不斷調節。疫境中與所服侍的
群體同行，與他們一起探索新的生活常規帶來的
挑戰、明白他們的需要，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謙卑
的學習。大小挑戰和任務中，常常看見主的恩典
和帶領，祂總在對的時間把擁有對的知識和技能
的人選，帶到我們中間。主的幫助盡都美好﹗

在「活現」和「新心行動」的服侍裡，不管在個
人或團隊配搭方面，隨著時間我都看見自己在成
長。一起事奉、一同面對挑戰，主讓我不但經歷
當中的喜樂，也教我學會超越自己的需要、看見
其他人的需要。

當「新心行動」事工踏進另一個十年，我盼望我
們能繼續成長、尋找更多更好的方法服侍年輕
人。我也渴望看見「新心行動」能持續成為青年
人敬拜和服侍的平台，並為青少年事工領袖提供
有意義的資源。期望透過與家庭和教會合作，我
們能激勵更多青年和青成年信徒，為了神的國
度，活出他們生命的意義。



恭賀「新心行動」十週年
普偉基傳道  ｜  羅省華人聖經宣道教會 英語青年事工 
“十年來，你們一直為教會、為年輕信徒提供靈命成長的資源和工具，
更獨有地為移民家庭兩代融和發聲。在此衷心感謝，並願主賜福你們和
你們的事工﹗”

李秉勤牧師 ｜羅省華人播道會  青年事工 
“恭喜「新心行動」十週年快樂﹗為著你們在社區對年輕人忠心持續的
服侍，我滿心感謝讚美主﹗很榮幸這十年間能與你們合作，牧養年輕
人、更新他們跟隨主耶穌的心志。願主在往後的年日繼續祝福和使用
「新心行動」，讓主的國度得以擴張、主的旨意得以成就。主祝福你
們﹗”
 

黎肇漢牧師｜「新心行動」企劃顧問
“恭賀「新心行動」及其同工經過十週年的事工。十分幸運可以跟你們
團隊及其他本地牧者一起引領青少年歸主。但願不論現在和以後，主的
恩常與你們同在﹗”

Elizabeth Hughes | 特約作者和編輯
“走過了十載豐盛、成功事奉的路，我為「新心行動」滿心讚美﹗過去
十年，我有幸能參與成為「新心行動」一份子，我很喜愛這個事工，當
中也認識了不少弟兄姊妹。在我年少認識主的日子，一些青年聚會和針
對少年人需要的靈修材料，給我的生命帶來很多激勵。如今我可以透過
「新心行動」服侍年輕人，讓他們的生命得到造就，像我年少時被牧養
一樣，令我覺得十分榮幸和蒙福。”

Joanna Wu | 前「新心行動」/「活現潛能」編輯
“「新心行動」十週年快樂﹗為上帝透過你們在過去十年所成就的感謝
讚美祂﹗你們忠心引導青年和青成年信徒成長，並為他們提供機會與平
台，以基督的愛和神所賜的才能，去服侍他人，多謝你們。”

Jessie Lo | 企劃助理
“恭喜「新心行動」，十年充實的服侍，幫助別人、與人分享上帝的恩
典﹗過去在「新心行動」快一年的工作裡，我看見團隊的努力和擺上，
讓信徒更注意社會、家庭的需要和議題，活出信仰和人生的目的。多謝
「新心行動」，也願上帝繼續保守和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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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們提到教練時，會令人聯想到訓練運動員邁向成功的導

師。這些教練一般曾經是運動員，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同時他們亦需要

特別的裝備，使他們能把科學、醫學的元素應用在體育的訓練上，這樣

他們一方面可避免運動員受傷，另方面也可以盡用各方面的知識和技

巧，讓運動員能找到並發揮自己的潛力、突破自己的缺點，增加比賽中

的勝算。究竟基督徒需要教練嗎？「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

編輯/採訪﹕馬王藹麗

能得冠冕。」（提後2:5），這裡將信徒比喻為運動員，因此，信徒若在生命中找到能陪伴自己的教

練，一定有助克服障礙、更有信心和動力踏上神為我們所定的路。

「活現」亦以培訓生命教練為目標，透過以下與葉顏瑋茵博士的訪問，讓你我更清楚看見生命教練的概

念如何植根在「活現」文化宣教的使命裡。

1. 生命教練的概念如何與 「活現」 的使命相連？

葉: 我們處於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一代與一代之間，在思維和核心價值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容易造

成分歧、甚至分化。這個現象形成兩代關係中的矛盾和張力，也令傳統價值的傳承遇到困難和障礙。

「活現」的使命是要幫助個人和家庭跨越兩代之間的鴻溝和文化差異，每天活出基督的信仰和價值觀；

我們一直以來注重培養年輕一代及其成長環境（包括父母、家庭、社區和教會），使他們成為能影響社

區、影響世界的領袖。過程中很需要屬靈原則與生活智慧的結合。生命教練，正好就是與人同行，助人

檢視生命、在生活層面上實踐真理的一個陪伴者。

2. 按你的觀察，為何現代人的心底裡，都渴望找到生命導師和教練？

葉: 一般人內心都有邁向成功成熟的願望，而對基督徒而言，就更有活出信仰、實踐真理的渴求。處於

現今複雜的社會裡，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自然希望有人陪伴自己探索和

尋求人生的智慧。生命的導師或教練，正好就是這個同行者。

生命教練與

   文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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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十八週年暨「新心行動」十週年特刊

5. 對於未來 「活現」 栽培生命教練方面，你有甚麼願景？

葉: 首先我們祈求上帝使用「活現」，透過這生命教練的培訓，引導

信徒和領袖結合聖經教導來自我探索、尋找生活的智慧、反思和轉

化生命。我們深切盼望能繼續與教會和神學院合作，裝備領袖、神

學生甚至傳道同工追求個人成長，也拉近他們與一般信徒的距離，

使他們能有效引導、促進 (facilitate) 信徒邁向成熟，把信仰落實、應

用到生活裡。

我們目前的計劃是﹕先推出華語「生命規劃」訓練，造就第一代來

美的信徒，並逐步把訓練推廣至社區，作為福音預工之用；並且透

過導師訓練，讓課程能發展得更廣更遠。下一步會發展英語課程，

幫助第二代青少年和成年人。深願這不獨是個人成長的工具，也可

成為拉近兩代關係的橋樑。未來「活現」三到五年的計劃，明顯會

朝這方向前進。

 活在多元文化社會裡，信徒和家庭充滿挑戰。求主賜恩與我

們，讓我們繼續努力，持守文化宣教的使命、培訓生命教練，與信

徒、教會同心同行，助人看見並活出信仰的美善。

3. 生命教練難找嗎？傳統教會門徒訓練的帶領者能否成為生命教練呢？

葉: 我們的社會充滿著多元性，在其中要尋找合適的生命教練並不容易。人與人之間，存在著許多地域

文化、社會文化的差異，價值觀、以致對聖經的詮釋都有不同，因此就算能找到願意幫助自己成長的

人，但經驗和智慧，卻因著這些差異而無法複製。

使別人作門徒是主耶穌升天前給門徒的大使命，因此門徒訓練的重要性無庸置疑。幫助別人活出信仰、

結合社會功能，培養令非信徒羨慕的生命特質，這是文化宣教的重點，也是「活現」一直以來的召命，

把使人作門徒的理念呈現得更為全面。

父母、團契小組導師、門徒訓練帶領者，其實都有成為生命教練的可能，只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因此除了聖經的教導以外，能附以結合聖經原則的技巧，是一個陪伴者很需要具備的質素。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就是為了這個目標而產生的。我們期望一方面使帶領者能透過課程檢視自己的

生命，突破一些個人的限制，尋著能結合聖經原則的生活智慧；另一方面，課程本身也是帶領別人成長

的工具，讓帶領者能以一個精心設計的系統去陪伴別人成長，幫助他人整合信仰和生命。

4. 生命教練的訓練，能用於親子關係與培育嗎？

葉: 家長通常很習慣以教導者的角色與孩子互動。孩子年紀越大，就越容易認為父母不理解自己的世界 ，

越容易對父母的教導產生抗拒。生命教練的訓練，能裝備家長所需的技巧，來引導和促使孩子思考，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生活智慧。這樣一來，不但可以更輕鬆有效幫助兒女成長，還能增加他們對父母的

認同感，有助溝通和關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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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反思中尋求突破，透過導師的引導，運用

學到的知識與技巧，發掘個人的能力與資源，

用來面對自己生活中的問題，享受箇中生命的

成長。聖經中的人物、事件，不再那麼遙遠，

而是可以與我們生活中所經歷的風浪、軟弱產

生共鳴的。

當人遇到難處時，很多時候都希望別人或教會

中的導師、弟兄姊妹能指點迷津，直接給一些

建議。這個課程讓我看到不同的畫面，導師不

是一個解答機，卻能提供專業知識、技巧和方

法，帶著正面的鼓勵，引導我們在小組的互動

中，善用每個人自己的資源，找到改進及更新

的方向，而不是大家都用同樣一個餅乾模子。

葉老師在帶領「生命規劃課程」時將豐富的專

業知識、自己生命及實際服事的經歷結合，在

耶穌基督恩典下流露出真誠、堅韌與關愛。使

徒保羅說：「你們應該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

督一樣。」 (哥林多前書11:1) 導師的榜樣激勵

我思想在現今這多變的世代中，除了自己享受

恩典外，我如何能活出信仰，讓人看見基督轉

化生命的大能，因而被吸引接受福音。這樣的

遠景及感動讓我踏上了「生命規劃課程」的導

師訓練，希望藉著這裝備，能善用神賜給我獨

特之處，超越過去的限制，在人生的下半場，

日子過得更有意義，也幫助別人活得更有智

慧，讓自己成為別人的祝福!

     翻轉生命理念的學習 -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

林靜美

2020年初報讀了正道LTI開課、由活現機構

葉顏瑋茵博士帶領的「生命規劃課程」。

剛開始時我心想：我已經準備從職場退休

了，還需要規劃人生嗎？上了第一堂課就

被吸引而且翻轉了自己狹窄的觀念!在課堂

中以及為自己寫悼詞的反思裡，讓我想到詩

篇90:12「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若沒有以終

為始的觀念，終結時留下的將是甚麼？生命

美好，時間有限，想完成的事情很多，我該

如何調整我所追求的腳步？原來這個課程不

僅僅是「坐著聽」的理論課程，而是一個藉

著遊戲、小組互動、反思報告、同學分享，

活潑又生動的互動課程，過程中讓我學習欣

賞每個人的巧思、接受不同的角度與觀點，

更讚嘆神在每個人生旅程的帶領。生命雖

不盡完美，淚水、悲傷、歡笑及感恩互相交

織，卻是能譜出動人音符的美妙樂章。

整個系列的課程內容豐富，大都是我們每天

生活相關的主題，比如親密關係、認識壓

力、追求健康的生活與心靈、拒絕誘惑等，

可惜我們往往沒有認真正視這些課題，很容

易忽略或淡化問題的所在，因此在認知與實

際面對問題中間會有鴻溝。然而「活現生命

規劃課程」的設計，卻接地氣的將信仰與生

活連接，並不是直接傳授妙招，而是挑戰我

們在忙碌生活中停下腳步，學習從生命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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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在疫情期間舉辦了多場親子講座，其中

家長常問的問題是：我的孩子日夜打遊戲劃手

機，每次說到最後都會吵架，弄得家裡氣氛緊

張，怎麼辦?

成年人和青少年的觀點有時非常不同。在「健康

對話」網上課程中，針對這些現象，從父母的角

度、青少年的角度、與青少年輔導的角度，都有

不一樣的探索與分析。以下是「健康對話」網上

課程的一個例子與部分分析：

對於青少年熬夜和網上聊天玩遊戲，許多成年人

或父母會說：「這對你的健康有害」，或者「這

真浪費時間」。其實有時候他們並非在網上聊

天，也許是正在學習，沒有浪費時間。 

父母可能認為網上遊戲沒有意義，孩子卻有完全

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與朋友建立關係的平台。

平日他們白天要上課，還有許多作業和活動，所

以並沒有太多時間來建立關係。因此，不少青少

年希望晚上能花時間與朋友交流，更認為在深夜

李薔

課程特色：除了提供青少年牧者同工與青少年之間、與家長之間；和青少年與父母之間雙向的界限與
溝通原則外，更會從核心價值觀、中西文化差異來探討根源問題，讓學員更認識自己的責任和角色。

課程使用與對象：
教會：團契小組材料，領袖同工訓練教材 | 社區：家長成長班材料

此教材有深入淺出的教導加上實用的討論問題，可以幫助學員學習後，在小組
討論、切磋，並應用到生活上，是一套十分適用於團體訓練與成長的材料。

          詳細資料，請查詢「活現」網頁 
          https://presencequotient.org/zh-hant/healthydialoguechinese/

跨代
    和諧相處
     的秘訣

他們更能思考，來滿足自我反思的需要。 

「健康對話」課程從2020年初重新推出後，就有

教會、家庭與個人來參加上課，深受好評。其中

一位傳道人用此教材作青少年同工訓練、並家長

小組的自助教材。他們在家自行上課，藉每週聚

集一同討論課程的題目。如此他們可以一起學

習、彼此支持鼓勵，將所學的用到生活上。他們

認為「健康對話」網上課程的好處是，內容精簡

且可自行學習，還有反思的討論問題，不用花太

多時間就可以學到改善親子關係的技巧。內容方

面與多元文化生活息息相關，有助了解彼此的差

異與價值觀的不同，進而減少誤會。

有一位青少年工作者原本和家長溝通時總是覺得有

障礙，有時甚至不認同家長的教育方式。在上了家

長與青少年工作者的「健康對話」系列後，她學到

培養青少年時與家長建立團隊關係的重要性，並要

從核心價值觀、文化的差異來了解對方。她願意主

動邀約家長喝咖啡聊天，與他們建立關係、並嘗試

了解家長的角度，一同建立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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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參與的奉獻直接支持活現

l 服事  21 間教會,  2,577 位參與者
l 合共  117 次實體和網上服務
- 21 場免費網上講座

- 18 次實體培訓, 諮詢, 親子和心靈健康工作坊

- 74 次網絡培訓, 諮詢, 親子和心靈健康工作坊

- 4 次臉書直播 (1,597 次點閱)

“疫情下如何保持健康的心靈和關係”
  （免費網上講座）

l 靈修信息和專業答問

l 服事在南、北加州和香港的教會

“活現關心你系列”
l 60+ 教育類帖子

l 4次臉書直播-“提升家庭抗壓力系列”

活現生命規劃證書課程
A、B+基礎課程(A)導師證書培訓
l 促進個人成長和智慧生活

“健康對話”網上課程
l 提升父母和青少年，父母和

  青少年工作者間有效溝通

活現潛能
l 專業評估和諮詢

l 幫助年輕人找到未來出路

活現新心行動（免費網上講座）

l 青少年事工禱告會

  -“教會重開/『黑人命貴』的衝擊”

l 青少年信仰研討會 

   - “新常態下如何保持靈命”

Your Support to Presence in a Nutshell
l Served 21 churches and 2,577 participants
l Total 117 Physical and Online Services
- 21 Free Webinars
- 18 Physical training, speaking, workshops, and 
consultation
 - 74 Online training, consultation, parenting and 
mental health workshops
- 4 Facebook Live events (1,597 views)

“Maintaining a Healthy Soul and Relation-
ships in the Pandemic” (Free Webinars)
l Devotional message + Practical Q&A
l Serving churches in NorCal, SoCal, & Hong Kong

“Presence Cares Series”
l 60+ Educational posts
l 4 FB Live events - “Improving Family Resilience 
to Stress Series”

Presence Life Planning Certificate Course A 
and B + Coach (A) Certificate Training
l Promoting Self Growth and Wise Living

“Healthy Dialogue” online courses
l Enhanc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
ents and youth; parents and youth workers

Presence Possibilities
l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and consultation
l Helping youth find their future path

RE:NEW (Free Webinars)
l Youth Workers Prayer Meeting
    -  “Church Reopening/Black Lives Matter Impact”
l Youth Faith Seminar 
    - “ Strengthening Our Spiritual Lives in the 
         New Normal”

®

活現潛能

TM

®

事工項目 2020  Ministr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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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十八週年暨「新心行動」十週年特刊

Year end December 31, 2020

Revenues 總收入: $245,955

Expenses 支出: $273,053

Balance 結存: ($27,098)

Total Assets 總資產: $141,801

Total Liabilities 總負債: $145,079

Net Liabilities  淨負債  : ($3,278)

Financial Report     活 現 財 務 報 告

By the grace of God, we have continued to serve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with all of our hearts and 
resources, even in the midst of the pandemic. In 
2020, we did not organize any large-scale fundraising 
events, but chose to devote all our human resources 
to the expansion of our online ministry to provide 
multimedia educational programs to equip churches, 
familie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working hours 
of our co-worker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re has been a continuous shortage of funds for 
Presence. To this end, we appeal to our dear partners 
and urge you to participate in a monthly or one-time 
donation to help Presence continue walking alongside 
the community and families.

靠著神的恩典，即使在疫情中，活現仍繼續全心

全意地為跨代不同年齡層的人服務。在2020年，

我們沒有舉辦大型籌款活動，卻選擇把人力資源

全投放在網上事工的拓展上，製作了多個多媒體

教育項目來幫助教會、家庭和新一代。同工們的

上班時間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不少，而活現

的資金則持續短缺，這情況也延續到2021年。爲

為此我們向親愛的同路人作出呼籲，懇請您參與

按月或一次性的認獻來支持活現，讓我們可以持

續與社區和家庭同行。

Please scan to donate: 

請掃碼奉獻：

(01/2020-12/2020)

Revenues and Expenses  收入與支出             
       (01/2020 - 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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