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 名 表> 
請填妥報名表聯同支票，寄九龍旺角彌敦道 602-608

號總統商業大廈 19 樓 B 室「時代論壇」收，信封面
註明「課程報讀」（如以信用卡付款，可填上信用卡
資料連同報名表格傳真至 2785 8335）。  
 

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電話：  

電郵：  

中文地址：  

  

事奉崗位：  

是否本刊訂戶：□是（編號：  

或登入電郵： ）□否  

報讀課程編號（可填多項）：  

  

合共費用：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正 

付款方法： 

□支票：劃線支票（抬頭或「基督教時代論壇有限公司」 

「Christian Times Limited」〔每一課程一支票〕）  

□信用卡：卡主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號碼：     -     -     -      

□Visa   □Master     信用卡到期日：______月________年 

信用卡驗證碼                （簽名位後 3 位數字） 

□我同意《時代論壇》將我的聯絡方法轉交講師，作為日後 

與講師聯絡之用。 

□我同意《時代論壇》使用上述資料來通知我有關時代論壇 

 的消息。 

※除非宣佈課程取消，否則一律不退回款項 

※額滿即止，訂戶價適用於印刷版及網上版訂戶 

※凡 5 人或以上集體報名者，可獲訂戶價報讀 

※凡上課前兩小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訊
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將取消上課，日後另行補課 

※不設託兒服務 

心靈治療：園藝（一）（B14-35） 

講師：徐玉心姑娘（現任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輔導員，擁有基督教婚姻

與家庭治療碩士及神學學士學位，有多年牧養教會和幼稚園家長經驗，曾進修園

藝治療、完形治療、催眠治療、藝術治療、遊戲治療等等，喜歡整合不同的治療

方法配合信仰，實踐在輔導工作上，亦曾在教會及機構舉辦有關園藝治療的課程。） 
 

 

簡介：急速的生活節奏，不同角色責任的張力，讓人壓力增加，不作調整，

久而久之，身心靈發出吶喊，可能出現失眠、頭痛、腸胃病、抑鬱、焦慮

等等。聖經中經常運用植物作為媒介，讓人有不同的領悟。而本課程透過

運用不同的觸覺，讓人與植物間產生心靈對話，讓心靈安撫及治療，從而

紓解壓力，身、心、靈更健康。（1）認識運用不同觸覺與植物對話；（2）

透過參與、默想及分享有關植物的過程，經驗心靈被安撫及治療，從而紓

解壓力；（3）互動過程中的信仰反省。 
 

《時代論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合辦  
日期：2014 年 10 月 6 日至 10 月 13 日（逢週一，共兩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費用：HK$4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300）材料費於堂上交約60-80元 

※9月29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當基督徒遇上婚外情（B14-36） 

講師：吳慧蘭姑娘（現任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中心主任、註冊社工、家

事調解督導，擁有基督教婚姻與家庭治療文憑，從事輔導已有十五年，主要從事

兒童、個人、婚姻及家庭輔導。她經常被邀往不同機構、教會、幼稚園、學校舉

行家長講座，在職培訓講座、工作坊，也曾在各大傳媒接受訪問及撰寫親子專欄。） 
 

簡介：從事十幾年婚姻輔導中，講員曾輔導不少基督徒夫婦或教會領袖

面對婚姻困局，要輔導正面對婚外情的夫婦不是容易的事，當中涉及情

緒反應、心靈創傷、內心矛盾與掙扎、對婚姻的信心、對配偶的信任等。

此課程（1）剖析輔導婚外情夫婦不同處境、成因；（2）處理面對婚外

情夫婦被揭發到饒恕與重生共丕個階段的介入重點及技巧。 

《時代論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合辦 
 

日期：2014 年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3 日（逢週一，共四堂）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30 

費用：HK$6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500） 

※10月6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福音魔術訓練班（B14-40） 

講師：雷普康先生（資深福音魔術導師，有十多年福音魔術教學及佈
道經驗） 

目的：將魔術作為實物教材，有效地帶出聖經的真理和信息，向不同的

人士傳福音。內容：福音魔術佈道的基本概念與運用，示範及講解十多

套不同類型的福音魔術，以魔術演繹聖經故事及帶出真理和信息（如救

恩、愛心、生命改變、人的價值、人與神的關係及聖經比喻等）。 
 

日期：2014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26 日（逢週三，共四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費用：HK$5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400），另須付道具費HK$250 

※10月29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哀傷處理及葬禮實務（B14-37） 

講師：黃民牧師（建道神學院神學士，加拿大神學研究院碩士，曾於
香港及加拿大牧會三十五年，對生死教育及長者服事富有經驗）  
 
簡介：香港現在每年有約五萬人離世，因此學會有關喪親的哀傷處理及

殯葬事宜，尤為重要。講者用其多年關懷喪親者及主持喪禮的經驗，與

你分享各方面的技巧及資訊，特別適合牧者、社工、輔導員及關懷者。 

課程大綱：（1）認識喪親後的情緒及心理反應；（2）失落與哀悼；（3）

如何安慰關懷喪親者；（4）辦理喪事的正確程序；（5）殯葬方式及骨灰

處理最新資訊；（6）喪禮後續關懷。  

日期：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21 日（逢週五，共六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費用：HK$1,4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1,300） 

※10月10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詩歌流行歌唱訓練工作坊（B14-38） 
講師：鄧婉玲小姐（Mimi）（自由身福音歌手，十年資深歌唱導師，

音樂節目主持人，演唱超過六十首詩歌作品，其中〈全因為你〉、〈是祢

應許〉、〈容我寧靜〉最為人所熟悉。）  

簡介︰（1）歌唱前的肌肉與聲線的運用；（2）腹式呼吸的運用；（3）

音準與音域的了解及應用（4）高音位置的處理方法；（5）歌曲的演繹

及心態；（6）歌曲的層次感；（7）聲帶的保健及保養。 

對象：願意一生事奉教會的敬拜者及熱愛唱詩歌、未曾學過唱歌、重新

練唱歌技巧。 

日期：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0 日（逢週一，共四堂） 

時間：晚上 7: 30 至 9:00 

費用：HK$1,000（《時代論壇》訂戶價 HK$900） 

※10月13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牧養Y世代：事工攻略技巧與門訓實戰課程（B14-39） 

講師：劉穎牧師（《青心》創辦人，資深青少年工作者）及伍德輝牧師 (《青

工盟》主席，資深青少年事工教練)合著有《Y世代事工手冊》2014年7月出版。  
 

簡介：「Y 世代」在傳媒、教會、成人眼中的論述以負面居多，例如追求享樂、急於

上位、自我中心、物質主義、責任感低等等。然而，Y 世代也有其獨特的一面，例

如創意思維、挑戰傳統、機會主義、敢夢敢作、有 Say 有 Way 等。我們的挑戰，就

是如何進入 Y 世代的世界，放下身段，謙卑自己，與 Y 世代同行（先同行後牧養），

一起尋夢、築夢、圓夢！ 

內容：牧養攻略──如何面對牧養 Y 世代的挑戰與實戰；事工策劃──如何發展可

持續發展的 Y 世代事工；門訓祕笈──如何作一位有效能的門訓教練；領組技巧──

如何有效帶領培增的門訓小組 
 

本課程對象是關心及服事 Y 世代的同工、牧者、導師、組長、家長等。希

望在煩重的牧養事奉上，提供適切本土的實用資源、實戰經驗，活學活用。 

日期：2014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25 日（逢週二，共四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費用：HK$6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500） 

※10月28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斜路上基督徒的身影」： 

中、上環辛亥革命史跡考察（B14-41） 

講師：白耀燦老師（資深戲劇、文化、教育工作者，曾以香港早期基

督徒參與社會改革及革命運動為題材，編導歷史劇，設計導賞行程，香

港電台「鏗鏘集：百年一願」特輯主題人物。 
 

簡介︰皇后大道原來叫大馬路，大馬路原來是海岸線；海岸線向上望，

是一條條長長的斜路，斜路上，每一拾級，每一踏步，盡是前人的足跡，

歷史的印記。可是，足跡褪色，印記模糊，只餘下數塊紅底金字的紀念

牌匾，在遺忘的渾噩與拆建的狂飇中奄息著。 
 

猶幸，行人碌碌，在依然喘不過氣的腳步、和抹之不盡的汗水中，側耳細

聽，依稀可聞百年前的奔走呼號，隱然仍見世紀初的沸騰鮮血。讓我們還

奄息以生命，踏步斜路，在風雨橫斜的晚上，重現百載先賢的掙扎和犧牲。 
 

備註：第二堂導賞團全程步行 3 小時，上落斜路，需要足夠體力 
 

日期及時間：講座：11 月 8 日上午 10:00 至 12:00《時代論壇》社址；

導賞團：11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2:30，集合地點：荷李活道公園，解

散地點：蘭桂坊。（逢週六，共兩堂） 

費用：報讀一堂HK$150，報課兩堂HK$200；名額20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說話培訓工作坊（B14-43） 

講師：白耀燦先生（資深戲劇及文教工作者，致群劇社核心成員，前

任中學副校長。先後八次獲提名舞台劇最佳導演、男主角及男配角獎，

並獲第三屆小劇場最佳男主角獎。創作歷史劇《風雨橫斜》獲香港教育

局編成教學資源套供全港中學使用，並獲優質教育基金等資助於學校巡

迴演出達 108場次。曾為香港電台文教節目《歷史文化學堂》及《講東

講西》客席主持。） 
 

簡介：說話可以「一錘定音」？還是「不言而喻」？真的「有商有量」？

抑或「話不投機」？話人人會說，但如何說得準確，說得清楚，說得有

理，說得動聽，說得令人心悅誠服，卻不是容易的事。本課程講師以其

數十年舞台實踐和說話能力培訓的經驗，以工作坊形式，帶領學員領略

戲劇傳情達意的意義，從而發掘、掌握和培養自身的表達能力，適當地

運用語言、文辭、聲音、形態，使訊息的傳遞和人際的溝通變得更為有

效和更具感染力。 

無論是公開演說、讀經領禱、崇拜講道，見證分享，還是團契交流，相

信都能從中得到裨益。 

日期：2014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8 日（逢週一，共四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費用：HK$720（《時代論壇》訂戶優惠價HK$620） 

※11月10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不一樣生態遊──成為海豚的好友（B14-42） 
講師：洪家耀博士（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香港鯨豚研究計劃總監、
香港基督徒自然保育工作者團契成員。過去多年為政府及環境顧問公司進行

長期監測中華白海豚及江豚的研究，又致力參與本港等地鯨豚的保育。） 
 
 

簡介︰（1）認識香港的中華白海豚、江豚；（2）曾在本港出現的鯨豚

品種；（3）近岸發展對鯨豚的影響；（4）保育鯨豚的信仰反思。 
 

 

日期及時間：講授課堂（11 月 13 日［星期四］晚上 7:30-9:30《時代論

壇》社址）；觀豚之旅（11 月 22 日［星期六］，將於大嶼山附近海域進

行，詳情於課堂安排。） 
 

費用：HK$350（包括豚船費）名額 25 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教會中的和事佬（B14-44） 

講師：吳慧蘭姑娘（現任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中心主任、註冊社
工、家事調解督導，擁有基督教婚姻與家庭治療文憑，從事輔導已有十

五年，主要從事兒童、個人、婚姻及家庭輔導。她經常被邀往不同機構、

教會、幼稚園、學校舉行家長講座，在職培訓講座、工作坊，也曾在各

大傳媒接受訪問及撰寫親子專欄。） 

簡介：現今，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家庭希望「家和萬事興」，亦知

道「家衰口不停」，基督教家庭也不例外。牧者或傳道同工經常接獲弟

兄姊妹夫妻問題、親子間衝突問題、婆媳間不和，各有各堅持己見，不

退讓，牧者或傳道同工往往變成「和事佬、調解員」角色，希望能幫助

當事人與另一方復和；但往往在幫助過程中遇上困難，盼望此課程能提

升「和事佬、調解員」技巧及介入手法。 

《時代論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合辦 

日期：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 日（逢週一，共二堂）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30 

費用：HK$4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300） 

※2014年11月17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福音氣球訓練班（B14-46） 

講師：雷普康先生（資深氣球造型導師，有豐富氣球造型佈道經驗） 
 

簡介︰（1）訓練學員使用氣球成為傳福音的實物工具；（2）運用氣球加

強福音信息和真理；（3）藉氣球帶出不同的福音主題如神的創造天地、人

犯罪及救恩等；（4）使用氣球設計遊戲及演繹故事如約拿故事、挪亞方舟

等。以不同造型的氣球來佈置課室，為特別聚會或節日增添氣氛及色彩。 

備註︰課程包括提供氣泵、Qualatex 造型氣球一包、福音演繹技巧及說

明講義等。 

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23 日（逢週二，共四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費用：HK$5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400），另須付道具費HK$200 

※11月25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心靈治療：園藝（二）（B14-45） 

講師：徐玉心姑娘（現任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輔導員，擁有基督
教婚姻與家庭治療碩士及神學學士學位，有多年牧養教會和幼稚園家長

經驗，曾進修園藝治療、完形治療、催眠治療、藝術治療、遊戲治療等

等，喜歡整合不同的治療方法配合信仰，實踐在輔導工作上，亦曾在教

會及機構舉辦有關園藝治療的課程。） 
 
簡介：急速的生活節奏，不同角色責任的張力，讓人壓力增加，不作調

整，久而久之，身心靈發出吶喊，可能出現失眠、頭痛、腸胃病、抑鬱、

焦慮……等等。聖經中經常運用植物作為媒介，讓人有不同的領悟。而

本課程是園藝（一）之延續，分別以「拆毀與建造」、「選擇」、「配搭」

和「看顧」為題，透過參與製作、默想反省及分享有關植物的過程，經

驗心靈被安撫及治療，從而舒緩壓力，身、心、靈更健康。（1）透過參

與製作、默想反省及分享有關植物的過程，經驗心靈被安撫及治療，從

而舒緩壓力；（2）互動過程中的信仰反省。 

《時代論壇》、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崇恩匯合辦 

日期：201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8 日（逢週四，共四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費用：HK$600（《時代論壇》訂戶價HK$500） 

※2014年11月20日之前報讀可減收$100 

 

 

 
時代論壇 

二○一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課程 

 

 

 

 

上課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 602-608號總統商業大廈 

19樓 B室（旺角港鐵站 E2銀行中心出口） 

查詢電話：2785 7688 植小姐 

傳真號碼：2785 8335／2744 4871 

電郵：course@christiantimes.org.hk 

網址：www.christiantime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