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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活現和諧家庭

•親職教育

•三代關係

•兩性、婚姻

•學習模式及

  多元智能評估

•夫婦性格測試

  和分析

個人全人成長：

活現智慧人生

•活現生命規劃

  證書課程

•活現生命規劃導師  

  認證課程

•精神健康

•活現心連心 - 

  小組帶領技巧培訓

   青少年：

活現健康對話

•健康對話課程

•跨代導師培訓

•大學選科和職業探索指導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除了有形的口罩阻礙人與人的溝通外，一些無形的因素和議題（完全開

放、實體相聚、打疫苗、戴口罩與否等），加上社會、政治不同的立場，製造了不少隔膜、分歧和紛

爭，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一個走向兩極化的世界，信徒要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生活中要活現信

仰的真諦，實踐使人和好（與神與人）的職分，毫不容易。作為一個推動文化宣教、也以家庭為核心的

機構，在這難以相連的時代，「活現」體會更需要積極提供合乎真理、實用、適時，使人連結的技巧訓

練。我們期待看見教會牧者和領袖能與信徒連結、同行，引導信徒與家庭和社區連結，活出使人和好的

使命。未來「活現」將繼續朝著這目標努力，並把我們的教育資源整合為三方面的培訓項目：一）個人

全人成長；二）家庭；三）青少年（參見圖一）。

活現編輯部

(圖一）：
「活現」培訓項目 個人全人成長：

活現智慧人生

•活現生命規劃

  證書課程

•活現生命規劃導師  

  認證課程

•精神健康

•活現心連心 - 

  小組帶領技巧培訓

     家庭：

活現和諧家庭

•親職教育

•三代關係

•兩性、婚姻

•學習模式及

  多元智能評估

•夫婦性格測試

  和分析

   青少年：

活現健康對話

•健康對話課程

•跨代導師培訓

•大學選科和職業探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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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全人成長：「活現智慧人生」

這部分的重點在於幫助信徒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

活出結合聖經原則的生活智慧，提升他們的處世

靈活度，裝備他們在家庭、職場和社區中發揮僕

人領導力，成為文化宣教士。我們將採用「活現

生命規劃」課程和其他關於精神健康的訓練材料

來進行培訓。

「活現」近一、兩年因疫情的緣故把「生命規劃

基礎證書課程(A)和(B)」轉到網上授課，效果非

常好。很多學員的生命被神觸摸而改變*，我們

為此感到鼓舞！此外，我們訓練了一群「活現生

命規劃(A)」實習導師。在2021年已有4位實習導

師分別在洛杉磯、加拿大溫哥華和德國曼海姆開

班教授「生命規劃課程(A)」! 感謝神奇妙的引

領，今年亦會有其他實習導師的課程陸續開課。

另外，我們計劃繼續製作更多國語和粵語版本的

訓練材料，訓練更多「活現生命規劃」認證導

「活現」培訓方式

1. 實體或網上教導：研討會、工作坊、退修會、主日學、團契教導、

   主日講道、神學院教學等

2. 認證導師培訓及實習、「活現心連心 - 小組帶領技巧培訓」

3. 小組研習套裝、小組網上課程（可加專業答問環節）

4. 透過不同的社交平臺（臉書、WhatsApp、Line、微信、Signal、IG、Twitter、

   電子郵件通訊等）發佈教育性的部落格文章、視頻、單張、「活現播客」等

5. 出版刊物：簡訊、特刊

6. 產品：

   a.籌款產品如音頻（MP3）、視頻（MP4）、書籍（實體或電子書）

   b.免費產品

7. 由「活現潛能」提供的專業評估諮詢：

   a.大學選科和職業探索

   b.多元智能和學習模式

   c.夫婦性格測試 (MBTI) 與分析

師在教會和社區中服侍。願神透過參加課程弟

兄姊妹的生命成長，祝福更多世界不同地方的

人！

今年，我們將開設另一個重點項目–「活現心

連心-小組帶領技巧培訓」–幫助教會訓練小組

組長或領袖。我們會裝備弟兄姊妹協調式的引

導技巧–適當地發問、傾聽別人的心聲、以同

理心回應他們的困難、然後引導組員自己找到

答案並嘗試應用–讓小組組長或領袖更能與組

員連結。

二）家庭：「活現和諧家庭」

「活現」第二個培訓項目的重點在於透過教導

實用的親職技巧、夫妻相處之道、三代溝通方

法等來幫助人建立和諧家庭。除了一貫的訓練

方式（參圖二）以外，我們在2021年亦開展了

「活現播客」的事工，方便現代人在繁忙的日

程中仍能收聽我們的教育資訊。感謝神，自  

「活現播客」開播以來，聽衆的反應非常正面。

(圖二）：「活現」培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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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活現」推出了一套名為「三代情深」的小

組研習套裝，包含視頻、小組導讀本及組員本。我

們將陸續製作更多小組研習套裝，引導信徒與家人

連結。「活現潛能」也於2021年推出了夫婦性格測

試 (MBTI) 與分析，幫助夫妻加深彼此的瞭解，從

而建立和諧家庭。

三）青少年：「活現健康對話」

「活現」與「活現新心行動」正重新整合我們的

「健康對話」網上課程和其他與青少年有關的材

料，盼望能促進青少年家長、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

者之間的連結和溝通。牧者也可使用「健康對話」

課程來訓練青少年事工的同工。「活現新心行動」

亦在籌備一個新的部落格系列，邀請青少年和他們

的家長一同閱讀屬靈書籍，營造一個互相交流、增

進連結的機會。

我們去年底進行了一項針對疫情以來青年人的不同

關係、對前途的計劃及精神健康的問卷調查，發現

不少年輕人正面對關係疏離和壓力、焦慮感增加的

挑戰**。有鑑於此，「活現」今年將加強製作關於

精神健康及關係的視頻與其他教育材料。另一方

面，我們將裝備家長和對青少年事工有負擔的人成

為青少年的跨代導師，使年輕人在探索這個複雜的

世界時，能有積極、正面的導引。

「活現」十分期待在未來的數年間，能藉著以上三

方面的培訓項目來協助教會訓練出能與人連結的領

袖，讓他們也引導信徒們彼此連結，並與家庭和社

區建立美好的關係。祈求這些關係和連結能彰顯神

的愛和美善，使信徒更親近主，也吸引未信主的朋

友來認識神。「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

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哥林多後書5章18節) 願一切榮耀歸於那位主動與

人連結的神！

*請參閱本年刊〈疫情下失聯世界中的連結〉一文

**請參閱本年刊〈回應華人教會疫情下年輕人事工重啟的當前

需要：活現問卷調查初步結論與前瞻〉一文



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有種種無形的牆，把我們

的心靈分隔。一場看不見盡頭的疫情，更打亂

了我們人際互動的日常。我們的相聚受到限

制，口罩也掩蓋了不少人生的喜怒哀樂，但同

時，有些人與家人天天一起卻相見而不相連。

「活現」一直以來的事工，很重視人的連結，

在疫情下，這份連結，更顯珍貴。以下三個故

事的主人翁，道出了人對連結的渴求與掙扎。

活現生命規劃基礎證書課程學員

 - 立峰

我的大女兒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從小就很有

主見，愛恨分明，喜歡媽媽而不喜歡我，三歲

時曾向媽媽建議把我趕走；進入青春期之後，

對我就更多不滿，抱怨我強勢、不願意聆聽和

了解她。

 

通過「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的學習，我對自

己有不少發現和反思，明白我對女兒沒有善用

同理心，關心時也表現出高高在上的姿態，令

她反感。我很想用課程中所學的，和女兒修補

關係。我觀察到女兒最喜歡的愛的言語是：肯

定的話和精心時刻。因此我邀請她每週共晉午

餐一次，席間我把握機會說一些肯定她的話，

也向她道歉，承認我曾對她的忽視，在她掙扎

疫情下
      失聯世界中 
   的連結

時沒有願意聆聽她的感受等。這些日子以來的努

力，讓我與女兒的關係出現轉機。她不再刻意迴

避我，對我不再抱怨，還很期盼我們每週一次的

午餐約會。感恩藉着這課程，我看到自己的誤區

並採取適當的行動，期望靠主幫助，我們能從關

係的轉機一步步走向關係的親密。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學員

 - Tina 

參加為期四個月的「活現生命規劃課程」，正值

是我生命非常艱難的日子，我報名是抱著一種自

救的心態。丈夫過去兩年得了重病，前後經歷六

次手術，由一個健健康康的人，一下子失去工作

的能力，就連走動的力氣都沒有。我要工作維持

生計，又要照顧丈夫的起居飲食，實在累透了。

人前我總是表現堅強，我也自覺撐得住，內心卻

覺得疲倦傷心，特別當自己在百分百付出、因病

而情緒低落的丈夫卻不欣賞時，自己感到十分委

屈痛苦。

課程讓我重新認識自己，明白自己並非想像中堅

強，有時有壓力也不自知。更難得是透過其他學

員真誠的分享同行，給我看見其實我的問題也不

是那麼嚴重，不應把自己的痛苦放大。第三個單

元討論建立親密關係的智慧，我學習在家中實踐

馬王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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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丈夫有腎病，不能吃咸，我決定每個星

期，花四五天跟他吃同一口味的食物，我開始明白

多一點他病中的苦；我也嘗試多些與他分享我內心

的感受，包括我的難處和脆弱的地方。忽然，我覺

得我們的心拉近了，就連我兩個女兒，都覺得我在

改變和成長。丈夫的病令我更感生命短暫，我慶幸

能夠參與了這個課程，讓我在人生優先序和生活的

智慧上拿捏得更好。

「活現和諧家庭」系列聽眾

 - 主望（化名）

別人眼中，我似乎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但我心底裡

卻明白我們夫妻間在溝通上其實存在不少問題。

看完了葉顏瑋茵博士的《夫妻關係之「愛人？仇

人？」》教育資訊，正好道出了我內心的一些感受

和難處。葉博士用了大衛和米甲的故事，提到本來

恩愛的夫婦，也會因種種問題，而導致關係逆轉。

這就好像是我和太太的寫照。與太太談戀愛和結婚

的初期，彼此十分相愛，總覺得她溫柔體貼，不知

從何時起，太太的表達變得強勢，要求變得苛刻，

有時更在孩子或我的朋友面前數落我，令我十分難

受。我一般選擇沉默，以和為貴。可是內心積壓下

來的傷害和不快，早前就因為太太對我的一些投訴

而突然爆發，情緒有些失控。我意識到該面對我和

太太之間的問題，也很認同葉博士提及大衛

和米甲在背景和價值觀不同所產生的矛盾。

明白了太太原生家庭的影響，和她的執著，

我會嘗試改變自己的習慣來配合，但另一方

面，我也覺得需要在自己不快時學習表達，

可惜不知從何做起，也想像不到表達時太太

會有什麼反應。我想也許先製造一些美好時

光，安排家庭渡假，或約太太單獨午餐，發

些關心的信息，希望能鬆鬆土，再看下一步

如何。人與人之間的愛與關係，千絲萬縷，

有學不完的功課，我仍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

方，但深信在主裡總有盼望的。

愛與關係的建立，是一生之久的學習；而家

又是我們渴望得到幸福的地方。我們感恩，

可以在事工中與這三位弟兄姊妹同行，一起

在主裡面尋找愛與連繫，體會生命轉化的喜

悅，用心建立和諧溫暖的家。我們的禱告

是﹕靠著聖靈的幫助，這些愛的種子在這三

個家庭，能發芽生長、開花結果；又願主使

用「活現」，將愛的智慧繼續傳遞，把連結

的希望帶給更多信徒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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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初開始，疫情肆虐，教會、學校、餐廳需要關閉，嚴重影響年輕人的社交和教會生活。青年人

特別需要與人相交，疫情下不但學習模式改變，教會生活中斷，還要重新適應網上課堂、生活各樣安排

的轉變，實在困難重重。活現機構一直重視新一代的全人健康發展，期望透過這次問卷調查，了解疫情

如何影響北美華人教會青少年和青成年的學習模式、職場發展、精神健康、社交生活、家人和教會的

人際關係。2021年9月至11月中，我們藉著活現網絡、社交媒體及電子媒介等，向居於北美年齡11至35

歲人士展開了問卷調查，共收集了104人的回覆。由於問卷的回應數目有限，不建議以報告作為普遍推

論，只適用作為華人教會青少年和青成年事工的參考。我們希望藉著問卷資料分析的結果，能幫助教會

更有效服事年輕的一代，提供適時適切的資源和教育滿足他們的需要。（問卷調查的詳細資料將於3月

回應華人教會疫情下

年輕人事工重啟的當前需要：

  活現問卷調查
初步結論與前瞻

問卷設計及資料收集: 活現問卷小組

資料分析: 李薔和熊凱希

摘要撰寫: 葉陳婉華

上載於活現網站）

問卷參與作答者

調查中共收到104份填寫的問卷，雖然收集問卷

的數目不算龐大，但樂見不同年齡層的年輕人

參與，年齡分佈平均，每個年齡組別均佔23.1%-

26.9%，青少年(11-18歲)和青成年(19-35歲)各佔

一半(見右圖)。

 

回應者當中有53.8%居住於南加州、20.2%居住於

北加州、25%居住於其他州份(當中以德州佔多

數)，亦有少數居於加拿大。

摘要

整體來說，調查結果反映疫情或多或少對年輕一代(包括青少年和青成年)帶來負面影響，特別是因為疫

情產生的新日常，例如：網上上課、減少社交、避免外出，這些都帶來了新的挑戰。當然求學中與剛畢

作答者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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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社會做事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很不一樣。在問卷調查結果中，我們了解到部份參與者對前面方

向仍存在不少擔憂和懼怕，特別是面對重開的不確定性。以下概括了問卷調查的結果和初步分析：

1.疫情下年輕一代所面對的挑戰

求學的年輕人面對的挑戰主要包括：網上學習時失去動力、專注力和積極性、容易分心、時間管理欠

佳、缺乏正常社交等。當中也有12人表示曾想過退學，雖然數字不大，但問題也不容忽視。

至於正就讀大學的青年在疫情下找實習時，所面對的挑戰包括：未能與人連繫、無法擴闊社交網絡、失

去動力、競爭不減反增。也有大學生表示對前途不知從何入手，不曉得自己適合做什麼類型的工作。

最後，在職的青成年在疫情下所面對的難題也不遑多讓，他們在社區重開後會擔心的包括：健康問題、

工種轉變、重新適應上班生活等。也有些

在疫情下發現新的工作機會，少數表示曾

想過自己開公司創業。疫情雖然帶來困擾

和不便，但也製造了新的機遇，如何抓緊

契機乃是關鍵。

2.疫情下年輕一代的心理精神健康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裡，我們發現年輕一代  

(包括青少年和青成年)在疫情期間所遇到

的精神健康問題比我們想像中更為普遍，

六成回應者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當中更有

27.2%同時出現焦慮和抑鬱徵狀(見右圖)。

我們亦發現有一半年輕人當遇到問題困難

時，會尋找朋友幫助，有三成半會找父母

幫忙，情況比預期理想。但找教會牧者或

專業輔導幫忙的較少，只有1.4%。疫情亦多少影響年輕人的社交生活，當中只有一半人仍能維持一貫的

社交生活，網上聯繫已成為新的日常，大部份青年人利用社交媒體和通訊軟件來維繫關係。有16.3%的

回應者在疫情期間出現社交焦慮，他們會對人際關係產生懼怕、戰兢、尷尬、甚至憤怒的感覺和情緒，

當中較嚴重者出現冒汗、自殘情況，有些則採取逃避態度，避免接觸任何人，情況令人關注。

年輕人精神健康問題不容忽視，建議教會牧者、青少年工作者和家長多加留意和關心他們的心理需要。

教會需要持開放態度積極與他們連繫，有效地利用社交媒體和通訊軟件，與家長和年輕人保持溝通。若

遇到較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和困難，不要忌諱疾醫，趁早尋求專業輔導，幫助有需要的人。

在疫情期間遇到的精神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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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疫情下年輕一代的人際關係

除了社交生活外，疫情亦影響了年輕人與家人和教

會的關係。調查結果顯示有六成人感覺與家人的關

係是正面的，他們有部份更認為疫情讓他們與家人

的相處時間多了，關係更形親密。不過亦有部分覺

得疫情使家人之間的磨擦增加，爭吵嘮叨不斷，因

此產生負面情緒。

至於疫情如何影響年輕人參與教會，調查結果發現

有四成明顯減少了參與教會，但大部分都期望疫情

後能重回實體教會聚會。至於對他們靈命的影響，

當中只有四成年輕人覺得沒有改變，有三成表示疫

情為他們的屬靈生命帶來負面影響，主要因為與教

會弟兄姊妹和牧者減少了互動，未能互相支援，亦

缺乏上網參與聚會的動力。雖然如此，當中亦有兩

成回應者覺得自己屬靈生命成長了，因為多了禱告

讀經的時間。教會重開後，需多了解青年人的屬靈

需要，幫助他們重新投入教會生活。

活現的承擔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疫情對年輕人各

方面均帶來不少影響，特別在精神健康、人際關

係、屬靈生命等的負面影響更為明顯。盼望教會牧

者和青少年導師能藉問卷調查結果更了解年輕一代

的需要，針對性地作出支援，預備他們重新投入學

校、職場和教會生活。

「活現」作為一個注重跨代文化的機構，亦盼望能

與教會合作，提供適切合時的支援。在年輕人面對

未來選科、職業抉擇方面，我們提供專業個人評

估，讓年輕人了解他們的學習模式、多元智能，從

而幫助他們認識自己，做最適合自己的大學選科或

職業選擇，更盼望能增加他們的抗逆力，擁有自信

面對未知的將來。在青少年與家人關係方面，我們

可以為教會提供「健康對話」(Healthy Dialogue)

課程，幫助家長和青少年事工牧者和同工，認識各

自的角色，透過家長和子女互相了解，建立更和諧

的關係；亦幫助青少年事工牧者與家長之間建

立互信、提供更有效的溝通和指導年輕人的方

法。在精神健康方面，「活現」可以提供有關

的講座、培訓，定期製作有關精神健康的視

頻、錄音、專題文章等，供信徒和社區免費閱

覽。我們亦會定期舉辦青少年信仰研討會，並

針對教會需要提供多元化的資源。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

愛心、信心和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4:12)

但願在這疫情下的困難時期，「活現」能與教

會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同行，幫助年輕人在各

方面迎難而上，在信仰、生活、關係和情緒

上，都能持續健康成長、發出光芒，甚至能以

生命祝福他人。

 

Copyright 2022 Presence Quotient®. 如果您希

望使用或發佈此報告，請通過電郵與我們聯繫 

info@presencequoti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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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職場、信仰路：
  「新心行動」職業座談會
               重點概覽 Elizabeth Hughes

或其他高科技公司也會提供學徒計劃，聘請沒有

電腦本科學位的員工，加以培訓，裝備他們成為

技術人材。Queenie Ho 體會到上帝用了不同的教

育和工作經驗，為她打好基礎，最終讓她可與丈

夫一起建立自己的婚紗攝影專門店。

信仰與職業
講員逐一分享上帝如何在他們生命和職業上的帶

領，並不約而同地鼓勵參與者在生活和職場上活

出信仰。

Jeff Chan 牧師鼓勵年輕人要留心自己個人內心

的感動，思想這些感動如何與世界的需要接軌，

以求明白上帝可怎樣用自己的職業技能。作為一

個基督徒，Peter Poon 認為在 LinkedIn 工作一

點也不易，因同事中大多思想十分開放，跟他所

持的聖經原則迴異。透過禱告，Peter見證了神

奇妙的帶領，他慢慢認識了不同的基督徒同事，

並一起查考聖經，在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Ed 

Lu 強調不論持任何工作，作為信徒的身份永遠

都是首要的，在教會如是、在生活和工作也如

是；因為我們人生最基本的呼召，是見證基督，

以真理影響和啟發他人。 

這個晚上充滿實用的智慧，一眾年輕人在探索不

斷在變的職場氣候上，也得到不少答案和指導，

使他們得著鼓舞、更深明白信仰與職業可如何

結合，領會到面對職場實際所需的一些智慧和技

巧。當晚豐富的內容，不久將來在「新心行動」

的網站及社交媒體，會有更詳盡的分享。

有感疫情對職場的趨勢多方面的影響，「新心

行動」、「活現潛能」與喜瑞都蒙愛羅省基督

教會於2021年11月5日聯合主辦這次職業座談

會，讓年輕人有機會與基督徒專業人士交流，

聆聽他們有關職場上的經驗之談，也探討一些

新的工作機會。講員同時分享了他們在現今職

場氣候下的信仰和生活。

雖然大部分與會者是高中生，但也不乏在職人

士在當中交流和發問。參與者十分專注聆聽講

員的分享，在答問環節亦非常踴躍提問。這座

談會也是「新心行動」的新嘗試，實體與網上

同步進行，讓與會者可以不同形式參與討論。

座談會講員分別有任職電子商貿企劃經理的 

Paul Auyeung、飲食集團 Taco Bell 資訊科技

經理的 Ed Lu、婚紗攝影專門店的夥伴店主及

藝術總監 Queenie Ho、青少年事工牧者 Jeff 

Chan，及LinkedIn 高級工程師 Peter Poon。

會中的討論和互動，乃由「活現」機構葉顏瑋

茵博士帶領。

教育與職業
按講員的分享，考試高分、成績卓越，甚至名

牌大學教育，也不一定是通往成功的必然路

徑。

Ed Lu 認為一般招聘時的面談，管理層會很重

視新入職者的工作經驗。 Paul Auyeung 提到

不論他現在或過去在迪士尼公司的上司，都不

像他擁有碩士學位。Peter Poon 指出 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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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碼奉獻：

2021 年活現財務報告  (01/2021-12/2021)

靠著神的恩典，即使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活現

仍繼續全心全意地為跨代不同年齡層的人服務。

在2021年，我們製作了多個多媒體教育項目來幫

助教會、家庭和新一代。若您認同我們所走的方

向是上帝所喜悅的，又或您曾被我們的服事祝

福，請您為我們禱告並且慷慨的捐獻，與我們同

心擔起文化宣教的使命!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總收入  : $440,821 

支出    : $293,754 

結存    : $147,067 

總資產  : $279,626

總負債  : $135,837 

淨資產  : $14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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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汝洲 (Bill Ma) 生命禮贊配對基金」的目標達到了！我們合共收到$195,129美元。

作為基督徒，Bill 和 Lindy 夫婦深信死亡不是終結，乃是進入與主耶穌永遠同在的開始 — 是 
Bill 弟兄永生的生日！為了慶祝 Bill 弟兄豐盛的一生及紀念弟兄地上的生日 (1951年2月9
日) 和永生生日 (2021年11與1日)，Lindy 姊妹特別與「活現」及「活現香港」設立了「馬汝
洲生命禮贊配對基金」，從2021年11月6日至2022年2月16日，一共收集到來自139個捐贈者/單
位的捐獻。

「活現」衷心感謝 Lindy Ma 姊妹和所有奉獻者的貢獻，共同達成目標。憑藉您們的愛心奉
獻，使我們和所服事的家庭和社區獲得了深深的祝福。願一切榮耀歸於神！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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