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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關懷 心的關懷 課程 2023課程 2023

主題：主愛中得力主題：主愛中得力

課程日期︰ 2023 年 7 月 6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逢禮拜四（共 9 堂）
上課時間：下午七時至九時三十分
上課地點：循道中學禮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50 號）
學　　費：$1,000

報名須知：課程包括敬拜、專題及分組。
　　　　　出席率滿 80% 及分享文章一篇（字數不限），獲頒發證書。

查　　詢：白穎慧（電話：9639 2591）/ 劉玉瑜（電話：9200 5401）

電話：2338 9694　　傳真：2338 9644
電郵：heartfelt@lfkc.org.hk
網址：www.lfkc.org.hk （提供報名表格下載）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 主辦
電話：2338 9694　　傳真：2338 9644

電郵：heartfelt@lfkc.org.hk

課程前預備課課程前預備課

地點：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九龍九龍城嘉林邊道 39 號）

費用：免費，自由奉獻
報名：白穎慧（9639 2591）／劉玉瑜（9200 5401）

＊座位有限，報讀「心的關懷課程 2023」同學優先＊

盼望的畫
趙敏華女士
《畫中默想》創辦人
中國神學研究院延伸部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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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關懷者）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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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願作人間雨
吳振智牧師
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總主任

願祢的心意行在地上
關懷生命與傳福音

葉菁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羅馬書信的《心的關懷》
歐穎宜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聖經科）

請勿好心做壞事
關懷者的 Dos and Don'ts，成長與挑戰
林偉廉牧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

先靈修，再事奉
王淑華女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
靈修神學、教牧學及實用神學講師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主辦 

心心的的關關懷懷  課程（2023年） 
 

課程報名表（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心的關懷義工》、《心的關懷同學》優先參加） 
 
 

姓名：                 所屬教會：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性別：     

 

本  人：曾修讀心的關懷課程   現任教牧同工   現任院牧同工 

 

事奉經驗：探訪  詩班／敬拜  司琴  聚會總務  聚會影音／電腦 

 

申請人簽名：X X                    

 

牧師／院牧／教會傳道人簽名：X X           （適用於首次報讀） 
 

課程日期︰2023年 7月 6日至 2023年 8月 31日，逢禮拜四（共 9堂） 

上課時間：下午七時至九時三十分 

上課地點：循道中學禮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50號） 

報名須知：課程包括敬拜、專題及分組。 

報名要求：出席率滿 80%（即出席七課或以上）、分組分享、及分享文章一篇（字數不限）。 

截止日期：2023年 6月 23前報名。額滿即止。 

費    用：學費 $1,000 

查    詢：白穎慧（電話：9639 2591）／劉玉瑜（電話：9200 5401） 

 

報名表可從 www.lfkc.org.hk下載。 

填妥表格後，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有限公司」（背註：心的關懷），

或銀行入數收據（恒生銀行 208-006411-001）： 

(1) 寄回「九龍城聯合道 154號聯合大樓一樓前座」，信封面註明「心的關懷課程 2023」，或 

(2) 傳真至本辦事處（傳真 2338 9644），或 

(3) 電郵至 heartfelt@lfkc.org.hk，或 

(4) 經WhatsApp傳回 9639 2591 

心的陪伴同行
如何陪伴哀傷者同行

康貴華醫生
資深精神科醫生

心的質素
如何培育關懷者的心靈質素

陳嘉璐醫生
資深精神科醫生

約翰書信的《心的關懷》
郭鴻標牧師
建道神學院副院長（行政）

親抄聖經，親近主
書寫恩言靈修

李偉立先生
沙鼠老師，書法家
《盼望—舒寫恩言》作者

陳啟興牧師
金融業福音團契總幹事

蘇振強牧師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主席
中國基督徒會堂主任

吳振義牧師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副主席
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主任



愛，願作人間雨
吳振智牧師
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總主任

願祢的心意行在地上
關懷生命與傳福音

葉菁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羅馬書信的《心的關懷》
歐穎宜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聖經科）

請勿好心做壞事
關懷者的 Dos and Don'ts，成長與挑戰
林偉廉牧師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

先靈修，再事奉
王淑華女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
靈修神學、教牧學及實用神學講師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主辦 

心心的的關關懷懷  課程（2023年） 
 

課程報名表（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心的關懷義工》、《心的關懷同學》優先參加） 
 
 

姓名：                 所屬教會：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性別：     

 

本  人：曾修讀心的關懷課程   現任教牧同工   現任院牧同工 

 

事奉經驗：探訪  詩班／敬拜  司琴  聚會總務  聚會影音／電腦 

 

申請人簽名：X X                    

 

牧師／院牧／教會傳道人簽名：X X           （適用於首次報讀） 
 

課程日期︰2023年 7月 6日至 2023年 8月 31日，逢禮拜四（共 9堂） 

上課時間：下午七時至九時三十分 

上課地點：循道中學禮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50號） 

報名須知：課程包括敬拜、專題及分組。 

報名要求：出席率滿 80%（即出席七課或以上）、分組分享、及分享文章一篇（字數不限）。 

截止日期：2023年 6月 23前報名。額滿即止。 

費    用：學費 $1,000 

查    詢：白穎慧（電話：9639 2591）／劉玉瑜（電話：9200 5401） 

 

報名表可從 www.lfkc.org.hk下載。 

填妥表格後，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有限公司」（背註：心的關懷），

或銀行入數收據（恒生銀行 208-006411-001）： 

(1) 寄回「九龍城聯合道 154號聯合大樓一樓前座」，信封面註明「心的關懷課程 2023」，或 

(2) 傳真至本辦事處（傳真 2338 9644），或 

(3) 電郵至 heartfelt@lfkc.org.hk，或 

(4) 經WhatsApp傳回 9639 2591 

心的陪伴同行
如何陪伴哀傷者同行

康貴華醫生
資深精神科醫生

心的質素
如何培育關懷者的心靈質素

陳嘉璐醫生
資深精神科醫生

約翰書信的《心的關懷》
郭鴻標牧師
建道神學院副院長（行政）

親抄聖經，親近主
書寫恩言靈修

李偉立先生
沙鼠老師，書法家
《盼望—舒寫恩言》作者

陳啟興牧師
金融業福音團契總幹事

蘇振強牧師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主席
中國基督徒會堂主任

吳振義牧師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副主席
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主任



先先
靈靈 修修

親近主
　最重要 再再 事事 奉奉

關懷服侍
主心意

心的關懷 心的關懷 課程 2023課程 2023

主題：主愛中得力主題：主愛中得力

課程日期︰ 2023 年 7 月 6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逢禮拜四（共 9 堂）
上課時間：下午七時至九時三十分
上課地點：循道中學禮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50 號）
學　　費：$1,000

報名須知：課程包括敬拜、專題及分組。
　　　　　出席率滿 80% 及分享文章一篇（字數不限），獲頒發證書。

查　　詢：白穎慧（電話：9639 2591）/ 劉玉瑜（電話：9200 5401）

電話：2338 9694　　傳真：2338 9644
電郵：heartfelt@lfkc.org.hk
網址：www.lfkc.org.hk （提供報名表格下載）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 主辦
電話：2338 9694　　傳真：2338 9644

電郵：heartfelt@lfkc.org.hk

課程前預備課課程前預備課

地點：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九龍九龍城嘉林邊道 39 號）

費用：免費，自由奉獻
報名：白穎慧（9639 2591）／劉玉瑜（9200 5401）

＊座位有限，報讀「心的關懷課程 2023」同學優先＊

盼望的畫
趙敏華女士
《畫中默想》創辦人
中國神學研究院延伸部客席講師

25．3．202325．3．2023（禮拜六）（禮拜六）

2PM2PM

心的禱告
如何為有需要的人士，及
自己（關懷者）祈禱

李寶珠博士 - 牧師
中華神學院院長

24．6．202324．6．2023（禮拜六）（禮拜六）

2PM2PM

報報
參參

加加
名名

歡歡
迎迎

基督教樂城院牧事工 主辦

常常 欣欣 賞賞
生活中靈修
心親近 常常

感感
恩恩

主愛中得力
仰望主


	2023 course poster_p1
	2023 course poster_p2
	2023 course poster_p3
	2023 course poster_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