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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多變的世界和充滿挑戰的社

會環境下，能掌握生命的方向、價值和

意義，十分寶貴。過去幾年，香港經歷

了疫情和大小不同社會問題的衝擊，能

夠明白自己的立足點，運用智慧面對生

活的各樣抉擇與關係建立，十分重要。

我們深信「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對香港

信徒甚至社區，是一個適時的學習。以

下兩位曾參加這課程的學員，與我們分

享課程為他們帶來的生命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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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生命規劃基礎證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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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說肯定她的話，也向她道歉，承

認我曾忽視她，在她掙扎時沒有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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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 參加為期四個月的「活現生

命規劃基礎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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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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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現香港」簡訊第11期 2022年6月

馬王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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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言4:23) 在複雜的社會和充滿挑戰和壓

力的人生中，要有效與別人結連，必須

先從與自己的心結連開始。

 未來的日子，我們盼望「活現生

命規劃課程」能成為我們在香港的重點

培訓，透過生命的檢視，幫助學員更認

識自己，在重要的關係上達至心連心。

疫情下跨地域的網絡課程十分普遍，我

們發現這課程在網上進行效果也十分理

想，除了方便不同地區（包括加拿大、

德國、台灣與美國各州）同學參與，當

中也有人會覺得在屏幕前分享內心更容

易。當然也有不少人仍是享受面對面交

流的，因此在不同地區開辦導師訓練非

常關鍵，透過一班得到認證的導師，就

可把面授課程，帶到更多不同角落。

備注：請瀏覽「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網

頁。完成八個單元證書課程者，有資格

申請參加「活現生命規劃」導師課程。

 課程讓我重新認識自己，明白

自己並非想像中堅強，有壓力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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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參與這個課程，讓我在人生優先

序和生活的智慧上拿捏得更好。

 作為「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的實

習導師，我也見證了學員中許許多多

坦誠又真實的生命探索和改變，與我

拍檔的實習導師形容這是另類的屬靈

操練。當然我明白這全是上帝工作，

但同時看見當人願意打開心扉，上帝

就能使用這課程成為引導學員檢視生

命、培養生活各樣智慧的工具。能夠

在這生命工程中有份，是我莫大的福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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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疫情和不同的社會、

政治問題中，我們看見了

社會和關係中的互不信任、

分離甚至敵意。

這是需要醫治和重新連結的時刻！

「深刻我心」

經文創意演繹比賽
及分享會 

約翰福音14章21節上

說：「有了我的命令又

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

的」。愛神的話語就是

愛主。

「心連心」父母與 

 青少年閱讀部落格

透過一起閱讀來培養父母

與青少年子女的關係

（從3月份開始）

神
的

在 家

教
會 社

區

「活現心連心」

 小組帶領技巧培訓 

透過訓練組長引導性的帶

領小組技巧，幫助教會肢

體更自然投入學習，鼓勵

愛中心連心的互動。

活現生命規劃進階
證書課程（B） 

助您發現自己的獨特性，

在有限人生中活得積極，

並在面對灰色地帶時有智

慧地生活。

www.PresenceHK.org 

活現香港 自2012年支持基督教和家庭價值，推廣新一代文化宣教。



愛神的心在成長-  

    活現「深刻我心」

       經文創意演繹比賽

 在長達兩年多的疫情裏，大家一

定遇到不少挑戰和困難，但深信你們同

時有從神而來的恩典。「從前所寫的聖

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

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羅馬書15:4,和合本）為了鼓勵弟兄

姊妹與更多人分享這段時間從上帝而來

的特別安慰、鼓勵和提醒，活現聯屬夥

伴（活現機構、活現香港和活現加拿

大）於今年五月份起舉辦一個名「深刻

我心」的經文創意演繹比賽，希望透過

此活動讓弟兄姊妹藉著創作，一同用心

默想背誦神的話，在群體中互相鼓勵和

建立，彼此連結，使愛人愛神的心一起

成長。

 是次比賽歡迎所有居住香港、美國

和加拿大的信徒參加。比賽不設年齡限

制，只限2人或以上的家庭、教會、

同事等以小組形式參與。比賽分開兩

個組別進行，分別是視覺藝術和表演

藝術組。我們設了五個大獎，獎品非

常豐富。我們會邀請得獎者在九月份

的活現19週年網上聚會分享他們的

得獎作品；作品亦會於各個活現聯屬

夥伴機構網站發表。有關詳細的參賽

要求，活動進程、獎品及其他比賽須

知，請瀏覽活現香港的相關網頁。

 願這些創意的經文演繹能幫助更

多信徒把上帝的話「深刻我心」，使

我們的心與神更連結！

活現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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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呈交﹕2022年5月1日至7月31日

網上投票、專業評選：將於8月由評   

審團進行評審，得獎名單將於8月底   

公佈。

頒獎和參賽作品分享

將於活現十九週年網上聚會中舉行。

詳情容後公佈。

獎金豐富，所有參加者均獲贈

機構產品一份。

比賽和報名詳情

請掃描 QR code

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創作，

用心默想背誦神的話，

並以神的話互相建立，

藉以促進群體的連結，

讓大家愛神的心成長。

我
心

主辦單位：

活現聯屬夥伴機構

活現商數

活現香港   活現加拿大

參賽組別：

   A) 視覺藝術

   B) 表演藝術

歡迎居住美國 / 加拿大 /香港

的信徒參加。

只限小組參與（2人或以上家

庭 / 教會 / 同事 /其他組別)。

www.PresenceHK.org

活現香港 自2012年支持基督教和家

庭價值，推廣新一代文化宣教。

神
的

在

聯絡我們：
info@presence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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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份香港民意研究所做了
一項統計，發現每四人就有一人計劃
移民。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於去年六月
至八月做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整體
教會有22.7%(61,023人)已經移民或
已有具體時間表準備移民。無論上述
調查是否全面、準確，香港移民潮的
確已出現了。
	
移民對香港教會的影響和契機

	 移民對香港教會造成不少的影
響，特別是家庭事工。筆者居港時的
教會，其中一個兒童主日學小組幾個
月內解散了。不過有危也有機，不少
香港教會在移民潮中不斷求變，不分
你我，服侍弟兄姊妹的需要。有舉辦
海外留學或移民資訊講座的，有邀請
過來人分享經驗的，也有自組移民小
組幫助計劃移民弟兄姊妹的，一方面
提供實質支援，也可一起禱告尋求主
心意。
	
	 留下來的弟兄姊妹不但成為移民
海外弟兄姊妹的後盾，更因為事奉者
的離開，讓更多有心人能參與事奉。
筆者一位在港朋友分享，因為兒童主
日學出現人手短缺，令她本來內向害

葉陳婉華

羞的女兒看見需要，敢於承擔，願意
踏出安舒區，服侍教會的兒童們。

移英後建立支援系統

	 至於移居外地弟兄姊妹的屬靈境
況和教會生活，筆者一位朋友於半年
前移居英國，夫婦二人沒有小孩，對
於教會生活的適應，較一般有小孩的
家庭容易，所以他們很快就在當地教
會安頓下來。

	 這半年裡，他們仍繼續參與香港
教會的網上團契，與弟兄姊妹維持聯
絡、代禱，感覺跟離開前分別不大，
他們甚至繼續事奉，為人手緊拙的教
會出點綿力。網路發達，確實令不少
信徒在異地仍得到屬靈支援。

	 一般移居英國的信徒適應當地教
會生活不難，英國華人教會因為香港
移民潮新增了不少港人團契，有些香
港教會甚至在英國設立分會，讓教會
弟兄姊妹可以繼續一同聚會。香港信
徒在英國的支援系統也很足夠，甚至
幫助很多非信徒，朋友舉例說曾有位
年輕女子初到英國，想找車子代步，
苦無門路，後來求助教會群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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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呼百應，短時間內就為她找到車
子。這一來，不但幫到有需要的人，
而且能將未信者帶進教會。移民外地
也可帶來拓展事工和傳福音的新契機。	

移澳後尋找教會的經歷

	 筆者另一位朋友則舉家移居澳
洲墨爾本，她有兩名分別就讀小學和
高中的兒子。他們參加當地一間華人
教會後，發現那教會青少年和兒童不
多，孩子們不太適應，最後落腳於一
所較大的本地教會，這教會提供四種
語言的祟拜，而且青少年事工興旺，
很切合他們家庭的需要。他們尋找，
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期間他們繼
續參與香港教會的網上聚會，與母會
的弟兄姊妹互相分享和支持。

	 她寄語計劃移民的信徒們最重
要是不要怕：首先，離港前做好資料
搜集，不要怕麻煩、多問幾句。到
埗後，嘗試不同教會，不要怕浪費時
間、多走訪。參與教會時，不要「怕
醜」(害羞)，多與人溝通、多認識教

會。若到最後還未能找到一間合適的
教會，不要怕尷尬，應繼續參與香港
網上聚會和祟拜，與母會弟兄姊妹和
牧者保持聯繫，在靈命上得到支援，
不要怕接受幫助，因助人和受助的同
樣蒙福。

散居各地的天國子民

	 疫情下Zoom或網上跨國界聚會變
成新常態，筆者在年半前離港後，朋
友圈中不少也分散世界各地。透過大
家的互動，對各國疫情、衣食住行的
行情更瞭如指掌，感覺大家就像活在
地球村。耶穌在復活升天前囑咐信徒
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太28:19-20)不論神帶領
我們留港或離開，最重要是明白上帝
在自己生命中的計劃和呼召，沒忘大
使命，隨時留意身邊的福音機遇，不
管身在何方，繼續見證主，高舉祂的
聖名。



      日期 
5月1日 - 7月31日

6月18日（六）
下午3:00 - 4:30

6月19日（日）共兩堂
早上9:00
早上11:00 (設網上直播)

7月2日（六）
下午3:00 - 5:00

6月16日（四）
6月20日（一） 
6月25日（六）及

7月16日-8月27日（每週六）

7月4日-8月22日（每週一）

9月11日（日）
早上6:30-8:30 

               活動
活現「深刻我心」經文創意演繹比賽
作品收集及網上投票

如何傾聽內心的聲音 - 與哀傷同行
（*團契活動對外開放，歡迎參加）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和撒那團契）

父親節證道：靈根栽植的健康婚姻與親職（*歡迎參加）

香港循理會恩田堂

靈根栽植的健康婚姻與親職工作坊（*聚會不對外開放）

香港循理會恩田堂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簡介會-實體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簡介會-網上
活現生命規劃基礎證書課程(A)（信徒領袖班）

活現生命規劃基礎證書課程(A)（信徒領袖班）

活現「深刻我心」經文創意演繹比賽
作品網上分享會及頒獎禮

葉顏瑋茵博士在港日期為:6月12日至7月8日。
若有興趣邀請葉博士成為講員，請電郵info@presencehk.org

2022 活現香港最新活動

活現香港 2021事工項目

於網站和社交媒體（臉書、YouTube和播客）

發佈免費教育材料：

l 109 個帖子 

l 1,089 次臉書點閱

l 4,742 次 YouTube 觀看 

l 120 次播客播放 (於2021年9月啟播)

l 最受歡迎教育視頻:《夫妻關係之「愛人？仇人？」（一）》，

  《如何傾聽孩子的內心聲音？》，《得不到孩子欣賞的母親，

   怎麼辦?》

l 最受歡迎部落格文章:〈夫妻關係之「愛人？仇人？」〉，

  〈與青少年子女溝通的秘訣〉，〈做個懂得生活的媽媽〉

推出新產品:「三代情深」小組研習套裝

您的奉獻支持活現香港:

詳情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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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汝洲 (Bill Ma) 生命禮贊配對基金」的目標達到了！「活現」和「活現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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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香港」及「活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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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一共收集到來自139個捐
贈者/單位的捐獻。

「活現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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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現香港有限公司財政報告:
(1/1/2021 - 31/12/2021): 

 靠著神的恩典，即使在

疫情持續的情況下，「活現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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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2月

收益: HK$385,733

支出: HK$157,062

綜合收益總額: HK$228,31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總資產: HK$156,539

總負債: HK$131,518

累積收益: HK$25,021

支持活現香港:
https://presencehk.org/donate/

* 奉獻港幣$100以上可獲免稅收據

詳情及報名：

11活現香港簡訊 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