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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芝婷

聰明小女人 . 馴服大丈夫
旅美作家黃芝婷可說是聰明小女人的代表，她有自己的事業也給老公充分的成就
感；她看似弱不禁風、小鳥依人，在緊要關頭卻能大小事一手包辦，聰明小女
人，就是深諳柔弱勝剛強之道。

巧
笑倩兮的美女作家與曾是媒體總
經理、上市公司執行長的婚姻，

看起來一方柔弱、一方強悍，卻能讓老
公甘心為她拖行李箱赴通告？他們的幸
福婚姻除了是﹁主的安排﹂，也有很多
﹁人的智慧﹂在裡面。她花了很多時間
上的投資，從相處中觀察對方細微處，
推算未來他可以給自己多少幸福；彼此
公私往來信件，一定附件給對方，營造
深刻信任感；雖然擁有自己的事業，只
要老公需要，一定出席為伴︙看起來完
全以夫為尊，卻充分贏得老公對自己的
尊重與愛，我們怎能不學習這個聰明小
女人的婚姻之道︙︙

愛的模樣
媒體強人甘願提行李
真愛到底存不存在？幸福又是什麼呢？
︽魅麗︾特別安排了專訪，想要探索黃
芝婷幸福的秘訣，不想，竟在專訪現場
得見其馬來西亞籍夫婿，一頭華髮的
拖著小登機箱進來，裡頭裝著的
James

都是芝婷採訪時所需要的物件，以及他
重要的筆記型電腦，一站定就連忙幫他
自己與芝婷跟︽魅麗︾交換名片，活脫
露出老頑童的笑容向芝婷
James

脫是經紀人的模樣，等到芝婷也進到會
議室，
報告，已經都幫她交換完名片了。
芝婷露出溫柔的一笑，那笑，讓人深刻
感受到夫妻倆的默契與深刻的愛意。

一再謙稱自己只是為太座拖
James

有話直說
刺耳但理解是出自愛
儘管

行李的小弟，然而，兩夫妻間的互動，

眼神，與適時地幫對方補充採訪內容，
不時讚美對方的好。夫妻與伴侶之間的
一
James

相處，重在互相尊重與提攜，因著要彼
此共同的進步與成長，芝婷與

旦發現了對方的小謬誤，就會直接告訴

對方，儘管常常在乍聽之下頗感刺耳，
但他們也能理解到這完全是出自愛，因
為外人不會擔任這種不討好的角色，那
麼，除了自己與伴侶之外，還有誰可以
提醒彼此呢？

，在退
James

夫妻間最難的或許是完全的信任，講話
大嗓門，用詞活潑幽默的

休前是叱吒一時的上市公司執行長，也

習慣把所
James

就在這兒與同為工作夥伴的芝婷愛戀起
來。因著工作的緣故，

有的電郵、訊息都附寄一份給芝婷，不

久，芝婷也學得這樣的習慣，除了工作
欣賞，這樣密
James

內容之外，也將自己從網路上見著的新
知或優秀文章傳給

集地讓彼此知道自己一舉一動，除了經

營出對彼此的信任之外，也可以深切地
達成跟對方溝通的效果。
這樣的習慣其實並不容易培養，特別是
在大家都想要擁有隱私空間的現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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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責任心、愛清潔等等，藉此推算

投資時間相處，並且要觀察細微處，像

出看法，﹁婚前交往的男女朋友一定要

都是很大的挑戰。芝婷針對這個部分提

會，要如此緊密連結彼此的空間與時間

真是很糟糕。﹂芝婷聽完，淡淡地笑著

著睡衣，或是不梳頭也不刮鬍子，這樣

己最美好的一面，怎麼婚後就都成天穿

前熱戀時，每個人都努力讓對方看見自

聽覺動物，男人真的是視覺的動物，婚

的筆電中抬起頭說道，﹁相對於女人是

要參加重要會議與宴
James

去？如果工作上需要夫妻同行，芝婷就
道，﹁平時我不必去搶著做啊，讓丈夫

事，說到此，她再次露出溫柔的笑容說

要他們的照顧，這對夫妻之間的關係有

有成就感，讓他們以為我們非常非常需

他的妻子，只要丈夫認為有需要，我無

為了我們的家在打拼，我是
重 ， James

會挪出時間陪在丈夫身邊，﹁這是尊

稿，也只會問丈夫，是需要還是想要她

會，希望芝婷可以同行，即便她正在趕

此，假若

而芝婷對待丈夫與家庭的細心不只於

以夫為重
也能包辦家中大事

子的打扮都只為了丈夫。﹂

說道，﹁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認為妻

出對方未來可以給予自己多少幸福。﹂
而婚後的歲月，每天都要騰出一些時間
跟對方相處更是馬虎不得的過程，不但
跟伴侶討論當日的心情與見聞，還要把
自己打扮的整整齊齊。﹁這點她真是沒
突然從他
James

話說，不管放假還是上班，芝婷總是把
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夫妻與伴侶之間的相處，
重在互相尊重與提攜，
因著要彼此共同的進步與成長。
很大助益。﹂

聞言，一旁哈哈大
James

論如何也會安排出時間陪同前往。﹂
而芝婷對丈夫的尊重不僅如此，她深諳
有什麼愛情會比這些時刻更美呢？！

上眼中卻是滿滿的，掩不住的愛意，還

笑，笑稱被芝婷騙了這麼久，但他的臉
男性極為重視尊嚴與面子，因此芝婷
一位是豪邁的前上市公司執行長，一位

決定與處理家中內外大小
總 是 讓 James

事，一直讓人視她為弱不禁風、小鳥依

人親友都很擔心芝婷挺不住，結果在大

因為重病生死關頭前徘徊了四十天，家
病死，他們都將緊緊握著彼此的手，實

長的 ，正是這分對彼此的愛，不管生老

的幸福家庭，而支持著他們一路前進成

是暢銷作家，才子佳人成就了一個美滿

家的驚訝中，芝婷毫不含糊地處理完所
踐這難能可貴的愛的體現。

曾經
人 的 小 女 人 ， 直 到 前 些 年 ， James

有住院、保險以及家中醫院兩地跑等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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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笑倩兮的美女作家與曾是媒體總經
怎能不學習這個聰明小女人的婚姻之
麗︾交換名片，活脫脫是經紀人的模

站定就連忙幫他自己與芝婷跟︽魅

James

道︙︙
樣，等到芝婷也進到會議室，
露出老頑童的笑容向芝婷報告，已經

處，推算未來他可以給自己多少幸

間上的投資，從相處中觀察對方細微
探索黃芝婷幸福的秘訣，不想，竟在

呢？︽魅麗︾特別安排了專訪，想要

真愛到底存不存在？幸福又是什麼
意。

刻感受到夫妻倆的默契與深刻的愛

芝婷露出溫柔的一笑，那笑，讓人深

都幫她交換完名片了。

福；彼此公私往來信件，一定附件給
專訪現場得見其馬來西亞籍夫婿，一

愛的模樣
媒體強人甘願提行李

理、上市公司執行長的婚姻，看起來
一方柔弱、一方強悍，卻能讓老公甘
心為她拖行李箱赴通告？他們的幸福
婚姻除了是﹁主的安排﹂，也有很多

對方，營造深刻信任感；雖然擁有
頭華髮的

﹁人的智慧﹂在裡面。她花了很多時

自己的事業，只要老公需要，一定出
裡頭裝著的都是芝婷採訪時所需要的

拖著小登機箱進來，
James

席為伴︙看起來完全以夫為尊，卻充
物件，以及他重要的筆記型電腦，一

是在大家都想要擁有隱私空間的現代

這樣的習慣其實並不容易培養，特別

趕稿，也只會問丈夫，是需要還是想

會，希望芝婷可以同行，即便她正在

此，假若

一再謙稱自己只是為太座
James

一旦發現了對方的小謬
James

，
James

再次露出溫柔的笑容說道，﹁平時我

行長，也就在這兒與同為工作夥伴

在退休前是叱吒一時的上市公司執

話大嗓門，用詞活潑幽默的

夫妻間最難的或許是完全的信任，講

呢？

己與伴侶之外，還有誰可以提醒彼此

任這種不討好的角色，那麼，除了自

到這完全是出自愛，因為外人不會擔

乍聽之下頗感刺耳，但他們也能理解

誤，就會直接告訴對方，儘管常常在

芝婷與

攜，因著要彼此共同的進步與成長，

侶之間的相處，重在互相尊重與提

內容，不時讚美對方的好。夫妻與伴

動，眼神，與適時地幫對方補充採訪

拖行李的小弟，然而，兩夫妻間的互

儘管

有話直說
刺耳但理解是出自愛

分贏得老公對自己的尊重與愛，我們

一面，怎麼婚後就都成天穿著睡衣，

夫妻與伴侶之間的相處，
重在互相尊重與提攜，
因著要彼此共同的進步與成長。

的芝婷愛戀起來。因著工作的緣故，
糟糕。﹂芝婷聽完，淡淡地笑著說

或是不梳頭也不刮鬍子，這樣真是很

寄一份給芝婷，不久，芝婷也學得這
道，﹁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認為妻

習慣把所有的電郵、訊息都附
James

樣的習慣，除了工作內容之外，也將
子的打扮都只為了丈夫。﹂

欣賞，這樣密集地讓彼此
James

以夫為重
也能包辦家中大事

自己從網路上見著的新知或優秀文章
傳給
知道自己一舉一動，除了經營出對彼
此的信任之外，也可以深切地達成跟

社會，要如此緊密連結彼此的空間與

要她去？如果工作上需要夫妻同行，

對方溝通的效果。
而芝婷對待丈夫與家庭的細心不只於

時間 都是很大的挑戰。芝婷針對這個

芝婷就會挪出時間陪在丈夫身邊，

要參加重要會議與宴
James

部分提出看法，﹁婚前交往的男女朋

讓他們以為我們非常非常需要他們的

不必去搶著做啊，讓丈夫有成就感，

打拼，我是他的妻子，只要丈夫認為

照顧，這對夫妻之間的關係有很大助

友一定要投資時間相處，並且要觀察
細微處，像是否有責任心、愛清潔等

有需要，我無論如何也會安排出時間

益。﹂

為了我們的家在
﹁這是尊重， James

等，藉此推算出對方未來可以給予自

陪同前往。﹂

聞言，一旁哈哈大笑，
James

己多少幸福。﹂

她真是沒話說，不管放假還是上班，

還要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齊齊。﹁這點

不但跟伴侶討論當日的心情與見聞，

間跟對方相處更是馬虎不得的過程，

而婚後的歲月，每天都要騰出一些時

小鳥依人的小女人，直到前些年，

大小事，一直讓人視她為弱不禁風、

決定與處理家中內外
婷總是讓 James

諳男性極為重視尊嚴與面子，因此芝

而芝婷對丈夫的尊重不僅如此，她深

美滿的幸福家庭，而支持 著他們一路

位是暢銷作家，才子佳人成就了一個

一位是豪邁的前上市公司執行長，一

有什麼愛情會比這些時刻更美呢？！

眼中卻是滿滿的，掩不住的愛意，還

笑稱被芝婷騙了這麼久，但他的臉上

芝婷總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曾經因為重病生死關頭前徘徊
James

真的是視覺的動物，婚前熱戀時，每

道，﹁相對於女人是聽覺動物，男人

家中醫院兩地跑等瑣事，說到此，她

不含糊地處理完所有住院、保險以及

不住，結果在大家的驚訝中，芝婷毫

了四十天，家人親友都很擔心芝婷挺

現。

此的手，實踐這難能可貴的愛的體

不管生老病死，他們都將緊緊握著彼

前進成長的，正是這分對彼此的愛，

突然從他的筆電中抬起頭說
James

個人都努力讓對方看見自己最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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