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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顏瑋茵博士
活現香港的創辦人和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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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一轉眼已步進2020年，這同樣代表著一個新的

十年（英文的decade）的開始。雖然活現香港從2012年成

立至今不到十年的時間，但我們認爲這是一個合適的時候

重溫我們的歷史，然後校準視線、繼續前行，迎向我們的

第一個十年。

20/20 校準視線、繼續前行：
     從個人全人成長到社區文化宣教

活現編輯部

活現的成立

葉顏瑋茵博士回應神自2002年4月給她所啓示的異象，在2003年9月，於美國洛杉磯創立了「活

現」機構，培育家庭和下一代，並在2004年11月成功註冊為一間非牟利的基督教團體。因著香

港是葉博士和不少「活現」同路人的「根」，加上香港的家庭和青少年的需要與美國的有不少

相同之處，於是葉博士在2012年2月成立了「活現香港有限公司」，並註冊成為香港的非牟利

宗教團體，致力推廣活現在香港的事工。 

活現香港事工重點

I. 2012 - 2016 年

自成立以來，活現香港舉辦過一系列講座及訓練課程幫助青少年及成年信徒全人成長，題目包

括親職教育、兩性/夫婦關係、人際關係、領袖訓練、情緒健康和當今社會議題等。感謝神讓我

們在這期間舉辦了61項活動，服務了將近5,000人次，服務過的教會和機構來自不同宗派，遍

佈港九新界（詳情請瀏覽下頁之圖表）。

II. 2017年 - 現在

自2017年起，活現香港逐步推出「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為今日生於多元社會的信徒和青少

年，提供心靈教育和個人成長的培育，幫助他們在複雜的社會和生活中提升處人處事的智慧和

技巧。

2017與2018年的夏天，葉顔瑋茵博士於不同中學開展「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分別在粉嶺禮賢

會中學、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和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對中學生進行個別單元的課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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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現 生 命 規 劃

社 區 體 驗 日

活 現 生 命

規 劃 課 程

跨 代 師 友

小 組 

●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和跨代師友小組導師訓練

活現香港透過提供創新和系統性的「活現生命規劃課程」裝備不同教會的成人信徒和同區的中

學生，提升個人的正面價值和生命管理技巧。課程包括以下單元:      

內容著重遊戲與互動，學生反應非常熱烈。2018年全套「活現生命規劃課程」於香港浸信會神

學院的信徒神學教育部推出，成為平信徒個人成長的一個裝備系列。同時，葉顔瑋茵博士也有

機會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牧持續教育中心，帶領教牧同工進行兩個單元的學習。不論是牧者

或平信徒學員，對課程都有十分正面的回應。

活現香港在2019年雖然沒有籌辦任何活動，但在神大能的帶領下，我們把「活現生命規劃課

程」和之前在美國推出和使用的「跨代生命導師培訓」編制成一套完整多元文化宣教的社區項

目，將其命名為「活現生命規劃	-	培育城市韌力」。此項目藉着與資源匱乏地區內的教會、學

校和其他社區機構合作，透過「活現生命規劃課程」訓練處人處世的智慧和技巧，幫助學員跨

越多元文化社會的挑戰。「活現生命規劃 - 培育城市韌力」計劃同時裝備工人，持續以生命造

就生命，最終提升城市韌力。

這計劃包括有三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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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規劃主題

「尊重生命價值」–

確定人生優先序

「自我管理」–

建立健康的生活和情緒

「珍惜關係」–

學習經營生命中重要和

親密的關係

「拒絕誘惑」–

以健康的態度面對壓力，

來抵禦生命的挑戰和從比

較而來的誘惑

回應社區的問題

針對缺乏人生長期目標

缺乏生活管理的能力

缺乏正面的家庭支持

缺乏壓力應對和過度使用

社交媒體帶來的社會壓力

和比較

生命規劃技巧培訓

檢視和重新整理人生

優先序

學習多元的生活管理技巧

建立人際親密關係，

與家人正向溝通的技巧

社交媒體使用管理、

建立自尊、學習抗壓和

應對技巧

A1

A2

A3

A4

生命規劃主題

「懷抱生命」- 

尋找個人獨特身份、目標

和抱負

「超越限制」- 

有限人生中活得積極

「 放下成敗執著」– 

檢視個人和社會的成敗觀

「堅持善良公義」– 

灰色地帶中的生活智慧和

定位

回應社區的問題

缺乏身份認同和全面的發

展潛能

對生活中的限制感到焦慮

和失望

過度執著成與敗

灰色地帶中引起的生活抉

擇與困惑

生命規劃技巧培訓

探索和確定多重的自我身

份，發展潛能和實現人生抱

負

檢視對生活的期望與思維方

式，並學習以中庸之道應對

比較個人、社會和信仰的成

敗觀，確立指引方針

分辨個人原則、道德、倫理

和法律的界線，重整灰色地

帶中抉擇的態度與原則

B1

B2

B3

B4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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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課程的成人信徒將接受訓練，裝備成為跨代師友小組導師，學習與中學生溝通，以及如何

引導他們應用「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內容的技巧。

●	 跨代師友小組

跨代師友小組導師的責任乃是在小組中帶領討論和分享人生經驗，幫助中學生鞏固「活現生命

規劃課程」課堂所學，指導他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技能和知識，以提升個人的抗逆能力。

小組導師並藉著籌備和參與「活現生命規劃社區體驗日」，協助學生透過攤位活動或表演，傳

承正面社會價值和生命態度，使已受訓的導師和學生轉化為助人者，成為「社區生命大使」。

●	 「活現生命規劃社區體驗日」

「生命規劃社區體驗日」是「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的壓軸環節，由活現香港、合作夥伴、師友

小組導師、學生和其他義工組成的團隊共同籌備。體驗日為社區人士而設，傳遞生命規劃重要

性的信息。另外，藉著其他不同機構的攤位，讓社區人士認識更多區內可以運用的資源。此次

活動也能成為教會與社區聯繫的平台。

感謝神的恩典，活現香港邀請了石硤尾區的路德會協同中學、 路德會協同堂、信望愛石硤尾燃

亮社區綜合中心和其所屬教會一起合作，原定於2020年中上旬展開「活現生命規劃 - 培育城市

韌力」計劃。可惜礙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我們與其他合作夥伴決定把計劃延後至2021年舉

行。

活現香港同時也朝著文化宣教士裝備的方向發展。從2019年開始，我們積極籌備「活現生命規

劃-課程導師證書課程」。此乃活現的終極目標，為要裝備有多元社會文化觀的神國工人（文化

宣教士），得以在教會和社區使用我們的材料帶領「活現生命規劃課程」，發展更多社區合作

服務，使文化宣教這異象能夠被推廣得更遠，把韌性的源頭 -- 基督的福音帶進社區。

活現香港的網站亦於2019年進行了大翻新。我們把不同的資源按內容分類和整合，包括部落格

文章、多元媒體和影音產品，讓網站訪客能更輕易找到適合他們需要的資源。

請大家為活現香港禱告，求神使用「活現生命規劃 - 培育城市韌力」計劃祝福我們的城市，讓

人的生命更有韌力，做人處事更有智慧，能夠面對這個多元文化時代的挑戰，並讓基督徒能在

當中成為社區文化宣教士，見證我們的主！我們也祈求神賜我們異象和智慧，讓我們能不斷校

準視線，在培育個人全人成長和訓練社區文化宣教士上，與教會、信徒繼續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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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年財政報告可參見過往的簡報和網站)

2017年累積赤字: (HK$142,142)

活現香港有限公司財政報告: 

支持活現香港:

我們誠意邀請您以禱告和奉獻來支持活

現香港，讓我們可以不斷提供培訓和各

種服務資源。我們希望活現香港能成為

教會、家庭、特別是新一代適時的幫

助。願神賜福予您!

奉獻方式請瀏覽: 

www.presencehk.org

2018年1月-12月

收入: HK$233,851

支出: HK$147,780

盈餘: HK$86,071

累積赤字: (HK$56,071)

2019年1月-12月

收入: HK$68,026

支出: HK$151,375

赤字: (HK$83,349)

累積赤字: (HK$139,420)

奉獻方法：

(1) 劃線支票:劃線支票，抬頭「活現香港有限公司」或

    「Presence Hong Kong Limited」；

    請填妥奉獻表格(在活現香港網站下載)，連同支票寄到「活現香港」- 

    香港郵政總局 10948 號信箱。

(2) 存入戶口:匯豐銀行 813-248861-838；請填妥奉獻表格(在活現香港網站下載)，

    連同入數紙電郵回本會 info@PresenceHK.org

*奉獻港幣$100以上可獲免稅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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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 合作或服務的學校/教會/機構:

學校

中華基督教柴灣堂幼兒園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粉嶺禮賢會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嶺南鍾榮光紀念中學

機構

澳門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

國度事奉中心

環球聖經公會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天道書樓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明光社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香港浸會神學院

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中華基督教會小西灣堂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播道會靈泉堂

筲箕灣浸信會

九龍城浸信會

第一城浸信會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循理會恩田堂

清遠清城堂

中山員峰堂

中山三鄉堂

中山迦南堂



項目總數: 84項

參加人次總數: 5,320人次

主題分類

親職教育

兩性/夫婦關係
生命規劃

人際關係

教育與就業

心靈關顧與個人成長

情緒和精神健康

當今議題與信仰

事工探索和分享

青少年

2012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擁抱青少年

1/7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婚姻講座 - 他 ≠ 她 — 
男女溝通之別 6/7 筲箕灣浸信會 
(香港西灣河太寧街３號百里親子講座—不打不駡使孩子聽
話7/7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灣仔群愛道５號)7/7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這一年, 與子女歡渡青春期                                                 
8/7 明光社 
(九龍荔枝角長裕街８號億京
親子講座—了解8種學習風格
使孩子愛學習 14/7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香港灣仔愛群道３６號)認識同性戀                                        
15/7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親子講座—如何培養孩子愛做
事21/7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香港灣仔愛群道３６號)活現香港異象分享大會                       
22/7 播道會靈泉堂 
(香港灣仔克街６號廣生行大
加州法案對青少年和家庭事工

的影響 24/7 播道會恩福堂 
(九龍長沙灣長沙灣道789號)共10 項活動 76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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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12-2018 Presence Hong 
Kong's Activity Summary 
活現香港講座、訓練活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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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 活現香港舉辦之活動
項目總數: 84項

參加人次總數: 5,320人次

親職教育

兩性/夫婦關係

生命規劃

人際關係

教育與就業

心靈關顧與個人成長

情緒和精神健康

當今議題與信仰

事工探索和分享

青少年

2012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擁抱青少年

1/7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婚姻講座 - 他 ≠ 她 — 男女溝通之別 
6/7 筲箕灣浸信會 (香港西灣河太寧街３號百里居二樓)
親子講座—不打不駡使孩子聽話

7/7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灣仔群愛道５號)
7/7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這一年, 與子女歡渡青春期                                                 
8/7 明光社 (九龍荔枝角長裕街８號億京廣場１１樓１１０５室)
親子講座—了解8種學習風格使孩子愛學習 
14/7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香港灣仔愛群道３６號)
認識性別迷思                                        
15/7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親子講座—如何培養孩子愛做事

21/7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香港灣仔愛群道３６號)
活現香港異象分享大會                       
22/7 播道會靈泉堂 (香港灣仔克街６號廣生行大廈Ｂ座１－２樓)
加州法案對青少年和家庭事工的影響 
24/7 播道會恩福堂 (九龍長沙灣長沙灣道789號)
共10 項活動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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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 活現香港舉辦之活動
項目總數: 84項

參加人次總數: 5,320人次

活現香港簡訊 第九期

8

2012-2018 活現香港講座、
     訓練活動或其他事工總覽



2013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事工分享                                               
3/1 國度事奉中心 (香港九龍灣啟祥道22號開達大廈7樓A室)
i時代的服事                                                    
6/1 中華基督教會小西灣堂 (小西灣新業街8號廣場) - 2堂
13/1 循理會恩田堂 (沙田新翠邨 第一校舍循理小學) - 2堂
活現個人成長訓練 /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協辦

11/1 - 12/1 伯特利神學院 (香港九龍嘉林邊道 45-47 號)   
羣體與偏見                      
12/1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六牧團契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
認識性別迷思 - 3堂                                                                   
9/1 播道會恩福堂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
15/1循理會恩田堂 (沙田新翠邨第一校舍循理小學)   
19/1 播道會恩福堂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
戀愛大過天──如何與青少年談「戀愛」                           
18/1 明光社 (九龍荔枝角長裕街 8號 億京廣場 11樓 1105室) 
培養有志氣又聽話孩子的六大要訣  (主辦:第一城浸信會)
18/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沙田第一城得榮街二號)
從交友、戀愛到婚姻                         
19/1 第一城浸信會 (沙田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3樓)
成為健康家庭的教會- 3堂
20/1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東貿廣場12樓BCD室) 
活現個人成長訓練初階 - 3課
18/11, 25/11 香港浸會神學院 (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8樓)
準媽爸訓練課程 - 4課
19/11, 21/11, 26/11, 28/11 第一城浸信會 (新界沙田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3樓) 
了解8種學習風格使孩子愛學習 (主辨:第一城浸信會)
22/11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沙田第一城得榮街二號)
認識不同的學習風格與溝通模式

23/11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六牧團契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
活現CBT認知行為療法  (協辦：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30/11 義匠工房 (九龍觀塘工業中心一期 3 樓 J-K)
共26 項活動 1,748

55

20

83

304

111

32

159

30

64

335

71

171

30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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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夫妻衝突處理

1/11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九龍旺角弼街５６號基督教大樓８樓８０１室)
做個滿足快樂人

1/11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和撒那團契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７８９號恩福中心９樓)
實用的基督徒約會觀

2/11 九龍城浸信會普通話事工 (九龍馬頭涌福祥街3號, 香港培道小學211室)

壓力應對

2/11 九龍城浸信會普通話事工 (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六樓)
探索人生的主題和成長中的個人強弱處

3/11 清遠教牧成長營

了解不同的依附模式以及人際關系上的情緒和行為反應

4/11 清遠教牧成長營

建立健康界，並與受助者之間的異同，減少投射和控制

4/11 清遠教牧成長營

祈禱會講道

5/11 清遠清城堂

親子及婚姻講座 - 3堂
6/11 中山員峰堂, 7/11 中山三鄉堂, 8/11 中山迦南堂

憂鬱與人格障礙

9/11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九龍旺角弼街５６號基督教大樓８樓８０１室)
男人的七個季節

15/11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九龍旺角弼街５６號基督教大樓８樓８０１室)

如何面對家人或朋友患有人格障礙

16/11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九龍旺角弼街５６號基督教大樓８樓８０１室)

共14項活動 917

350

21

28

24

30

30

30

130

4

160

70

40

2015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親子大翻身：不打不駡，孩子也能聽話

31/7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衝突處理 - 2堂
1/8 播道會恩福堂和撒那團契 (九龍長沙灣道789號, 恩福中心9/F)
9/8 九龍城浸信會普通話青年團契 (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六樓)
三人行的祝福 - 升呢篇/維繫篇/建立篇 - 3堂
2/8 循理會恩田堂 (新界沙田新翠村循理小學)
<過癮、成癮、戒癮>: 為您打開網癮和其他多種沉溺背後的真相

7/8 澳門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100號宣道堂地下)
活現家庭教育課程：家庭八陣圖/愛在起跑線/家庭新轉機 - 3課
8/8, 15/8, 16/8 恩賢教育中心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8-520號彌敦行二樓)
夫妻大翻身：幸福療法，夫妻永遠恩愛

14/8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共11項活動 1,050

2016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醒目家庭」

22/10 中華基督教柴灣堂幼兒園週年慶 (香港柴灣東貿廣場12樓)

活現個人成長訓練：克勝恐懼、羞恥和罪疚感 - 4課

24/10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牧持續教育中心 (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8字樓)

29/10-31/10 循道會恩田堂 (新界大圍新翠村循理小學內)

反轉壓力成助力

28/10 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雅比斯團契 (九龍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二字樓)
共6項活動
 266

120

19

278

120

106

40

160

310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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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 - 活現香港助教訓練

25/6 辦公室

格格不入！處理事工中的人際衝突

26/6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牧持續教育中心 (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8字樓)

活現生命規劃課程-導論課 - 3課
5/7 粉嶺禮賢會中學(中四) (新界粉領聯和墟聯益街一號)

8/7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中二至中四) 朋輩領袖訓練營 (九龍何文田石鼓街22號)

10/7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中四) (新界葵涌荔景山道)

處理人際衝突

8/7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和撒那團契 (九龍長沙灣長沙灣道789號)

共6項活動 297

2018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活現生命規劃 - 成人課程- 8課
21/6, 28/6, 5/7, 12/7, 19/7, 26/7, 2/8, 9/8,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信徒神學教育部) 
(九龍旺角山東街47-51號中僑商業大廈10字樓)

活現生命規劃 - 教牧課程 (尊重生命價值/懷抱生命) - 2課
25/6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牧持續教育中心) (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8字樓)

活現生命規劃 - 香港青少年課程 - 管理生命 (追求健康生活和情緒)
5/7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中四) (新界葵涌荔景山道)

共11項活動 282

176

76

30

28

106

153

10

2015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親子大翻身：不打不駡，孩子也能聽話

31/7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衝突處理 - 2堂
1/8 播道會恩福堂和撒那團契 (九龍長沙灣道789號, 恩福中心9/F)
9/8 九龍城浸信會普通話青年團契 (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六樓)
三人行的祝福 - 升呢篇/維繫篇/建立篇 - 3堂
2/8 循理會恩田堂 (新界沙田新翠村循理小學)
<過癮、成癮、戒癮>: 為您打開網癮和其他多種沉溺背後的真相

7/8 澳門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100號宣道堂地下)
活現家庭教育課程：家庭八陣圖/愛在起跑線/家庭新轉機 - 3課
8/8, 15/8, 16/8 恩賢教育中心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8-520號彌敦行二樓)
夫妻大翻身：幸福療法，夫妻永遠恩愛

14/8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共11項活動 1,050

2016
活動和舉辦地點 參加人次

「醒目家庭」

22/10 中華基督教柴灣堂幼兒園週年慶 (香港柴灣東貿廣場12樓)

活現個人成長訓練：克勝恐懼、羞恥和罪疚感 - 4課

24/10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牧持續教育中心 (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8字樓)

29/10-31/10 循道會恩田堂 (新界大圍新翠村循理小學內)

反轉壓力成助力

28/10 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雅比斯團契 (九龍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二字樓)
共6項活動
 266

120

19

278

120

106

40

160

310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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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家庭教育系列:
粵語 
MP3/CD

訂購方法或查詢﹕info@presenceHK.org           歡迎瀏覽我們網頁﹕www.PresenceHK.org

活現 籌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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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系列: 
哀傷情緒處理 
(國語)
MP3/CD/DVD

親子家庭
教育系列:
家長如何與 
孩子談性並
建立親密關係 
(國語)
MP3/CD

心理健康系列: 
認知行為療法給
輕度抑鬱和焦慮
者的自助訓練 
(國語/粵語)
MP3/CD

父母與青少年子女
溝通之難,難在?
(粵語)

MP3/CD/DVD

健康家庭須有的基
本心理概念 (粵語)
MP3/CD

親子家庭教育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