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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大變身



後母與白雪公主的啟示



有人話女人最靚係….

✓女人最靚係擁有幸福愛情既時候，有愛情既
女人係最靚既！相反失去愛情既女人就最....

✓一向都有人話大肚婆係最靚，最有自信的

✓“情人眼裡出西施”所以是你鍾情於她時 … 

✓青春期－因為青春期女性特別注重自己的儀
容，扮得比較漂亮..所以青春期的女性特別靚
女.. 

✓我覺得女人最靚係結婚的時候最靚，因為她
會穿得非常漂亮。



城中最靚？？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eg_Ryan_2009_portrait.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Julia_Roberts_in_May_2002.jpg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Nicole_kidman3cropped.jpg
http://data.ent.sina.com.cn/roll/picture.php?image=images&type=star&id=348&pictureindex=0&dpc=1
http://pic.ent.163.com/showpart.jsp?setid=5537
http://jacso.hk/chrissie


城中最靚？？

http://evchk.wikia.com/wiki/%E6%AA%94%E6%A1%88:YuMulian.jpg


城中最靚？？



讓妳變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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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妳變靚法



我們生活的時代, 將美麗的標準提
昇到盲目崇拜的地步, 以致許多婦
女不明所以地受困於這種美貌文化, 

手足無措, 不知如何應付.



現今女性美麗的標準取決於和芭比的相
似性, 胸脯要大, 又要身輕如燕; 這是高難
度的目標.   

Professor Pauline Bart 

Faculty of Sociology of Illinois University



窈窕壓力與飲食失調



妳的定義？



靚的內涵

✓ 外在打扮

✓ 內在修養

✓ 生活模式

✓ 人際關係



活得更豐盛和自信

✓接納自己

✓肯定自我

✓欣賞所有

✓拓闊眼界

✓呈獻社會



城中叻男



男人最叻係？………



男人最叻





好叻男人的指標

1.會做菜和家事

2.肯照顧小孩

3. 高

4. 羅曼蒂克

5. 專情

6. 老實穩重

7. 孝順父母

8. 脾氣好

9. 忠實的聽眾

10.幽默風趣

http://www.lifestylecode.com/articles-036.htm



最欣賞的靚人和叻人



前鳳凰衛視女主播劉海若



http://61.135.142.194:89/gate/big5/www.cnsphoto.com/


海若鼓勵受困苦兒童及青少年積極面對人生，盼望孩子們
未來生活得更好，為夢想而奮鬥。

海若接受「積極人生大使」殊榮



柯德麗夏萍的美麗祕訣

The following was written by Audrey Hepburn, who 

was asked to share beauty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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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ttractive 
lips, speak 
words of 
kindness.

要有吸引人的雙
唇，請說好意的
言語。



 For lovely eyes, 

seek out the good 

in people.

要有美麗的雙眼，請
尋索它人的優點。



For a slim 
figure, share 
your food with 
the hungry.

要有纖細的身材，
請與飢民分享你
的食物。



For beautiful hair, 

let a child run his 

or her fingers 

through it once a 

day.

要有亮麗的頭髮，
請讓小孩每日觸摸妳
的頭髮。



 For poise, walk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never walk 
alone.

要有自信的態度，
請學習妳不曾學過
的知識。



People, even more 

than things, have to 

be restored, 

revived, reclaimed 

and redeemed; 

never throw out 

anyone.

人之所以為人，是必
須充滿精力、自我悔
改、自我反省、自我
成長；並非向人抱怨。



As you grow older, 
you will discover that 
you have two hands, 
one for helping 
yourself, the other for
helping others.

當你成長後，你會發覺
你有二隻手，一隻幫助
自己，一隻幫助它人。



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clothes she wears, the

figure that she carries, or the 

way she combs her hair. The 

beauty of a woman must be 

seen from in her eyes, 

because that is the doorway to

her heart, the place where love 

resides.

女人的美麗不存在於她的服飾、
她的珠寶、她的髮型；女人的美
麗必須從她的眼中找到，因為這
才是她的心靈之窗與愛心之房。



 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a facial mode, 
but the true beauty in a 
woman is reflected in 
her soul. It is the caring 
that she lovingly gives, 
the passion that she 
shows.

 女人的美麗不是表面的，
應該是她的精神層面－是
她的關懷、她的愛心以及
她的熱情。



The beauty of a 
woman grows 
with the passing 
years.

女人的美麗是跟著
年齡成長。



Your “beauty” should touch the soul of people,

Otherwise it’s nothing!



她的靚，在於………

Mother Teresa

(1910 – 1997)



她的靚，在於………



愛迪生與他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我成
功的因素。她是
很真誠的，我十
分肯定；並且我
感到我需要為某
事生存，我不能
使她失望。」



她的靚，在於………

《讀者文摘》於去年10月舉行本港「最受信任的人物」網上調查



他的叻在於……

米克森（Phil Mickelson）-顧家好男人

「以後我或許可以繼續贏得其他冠軍，但能在這裡
獲勝，意義非凡；我為我的太太，為她辛苦對抗癌
症的歷程感到驕傲；今年對我們來說相當艱苦，可
以拿下這座冠軍，我很感動。」



他的叻在於……

發哥「回歸」簡樸，也以
「民」為首，處事盡量令
身邊的人感覺舒服。

-文匯報



力克(NICK VUJICIC) 傳奇一生
無手無腳，無煩惱！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4DACTION/W4D_CWREAD/17606/20/BACK

我雖然沒有手也
沒有腳，但我很
感恩自己還有ㄧ
隻小雞腿，因為
靠這隻不算完整
的小小雞腿腳，
可以利用電腦打
字超過每分鐘40

字，也完成了大
學雙主修的學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2NDQ3MjA=.html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4DACTION/W4D_CWREAD/17606/20/BACK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2NDQ3Mj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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