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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兒

Game中尋寶—活用遊戲帶信息

　　「遊戲」對年輕一代（特別是青少年）的信仰成長所發揮的

功能實在有目共睹，然而導師在面對週會、各項聚會及營會的需

要時，往往為遊戲不足或不夠配合內容而煩惱傷神。

　　要面對這種事奉上的需要，導師何不學習自行設計既合乎聚

會需要，又配合服事群體發展程度的集體遊戲？

　　本課程以工作坊形式進行，一半教學、一半遊戲，讓學員能

在遊樂的過程中，學習遊戲設計技巧，以致能在事奉中更有效地

發揮「遊戲」的功用。

講師： 吳漢超長老（平安福音堂長老）

日期： 3月10 - 31日（逢週五，共4堂）

時間： 7:30 - 9:30pm

地點：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尖沙咀寶勒巷25號，港鐵尖沙咀站A2，N2或B1出口）

費用： $560 （早鳥優惠$480，於2月24日或以前報名）

＊本課程由尖沙咀潮人生命堂協辦

課程編號：231B03 學分：4

積木遊戲之開心學聖經
課程編號：231A12 學分：4

　　本課程以六色積木作為遊戲的媒介，幫助導師帶領兒童認

知抽象概念，透過互動培養溝通技巧，提升專注力及發揮創造

力；課程亦幫助導師使用六色積木，教導兒童學習聖經真理。

講師： 洪嘉雯小姐

 （幼兒教育文學碩士、資深教會兒童事工統籌、

 本會兒童事工部委員）

日期： 4月6 - 27日（逢週四，共4堂）

時間： 7:30 - 9:30pm

費用： $560（早鳥優惠：$480，於3月23日或以前報名）



兒

兒

ZOOM

課程編號：231A13 學分：4

如何成為網絡世代孩子的生命師傅
課程編號：231S09 學分：1

　　聖經提醒我們：「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22：6）但孩子成長總有起跌，在面對孩子不同的情

緒或行為狀況時，家長有時都不知道該怎樣說，才能讓孩子把教導

聽進心裏，加上疫情、網絡和電子產品的影響，使這代家長和孩子

常常因為各項生活事務、學習進度、處世態度等的衝突增多。

　　作為網絡世代孩子的生命師傅，這代家長或教育工作者，如何

與孩子同行成長路呢？講師於課程分享前線與孩子同行的經驗，從

宏觀角度開始，講解這代孩子的需要，掌握與孩子溝通的原則，緩

解親子衝突。

講師： 陳志耀先生

 （EDIT Workshop創辦人與課程總監）

日期： 6月3日（六）

時間： 10:00 am - 12:00pm

形式： Zoom

費用： $150 (早鳥優惠$130，於5月20日或以前報名）

初為人師

　　你是否很有負擔服事幼兒，但當面對他們時卻是無從入手、

力不從心，甚至雞手鴨腳？本課程專為有志服事幼兒的主日學導師

而設，從認識幼兒的基本需要開始，幫助你學習設計有趣、有創意

的課堂，讓幼兒快快樂樂地學習，在聖經真理中成長。

講師： 周淑卿女士

 （本會兒童事工部同工、資深兒童工作者）

日期： 6月6 - 27日（逢週二，共4堂）

費用： $560（早鳥優惠：$480，於5月23日或以前報名）



青 長 組兒

青 長 組兒課程編號：231E37 學分：3

崇拜與讀經：有效的聖道服侍
課程編號：231S02  學分：1

　　崇拜中以誦讀經文為聖道環節的開始是非常重要的，教會若

能重視崇拜中的經課及講道前的經文誦讀，這編排必能叫會眾專

注在向群體說話的神身上，且透過聖經領受神的話，尊崇神的聖

道。

講師： 蔡好香博士

 （美國羅拔韋柏崇拜研究院崇拜學博士、播道神學院實用 

 神學科助理教授及崇拜學文學碩士課程主任、

 中國神學研究院延伸課程崇拜系列客席講師）

日期： 5月20日（六）

時間： 10:00am - 1:00pm

地點： 宣道會利福堂（香港仔大道88號嘉寧大廈一樓）

費用： $220（早鳥優惠：$200，於5月6日或以前報名）

＊本課程由宣道會利福堂、東方基督教會聖光堂協辦

我要讀好本聖經：如何讀好新約書信

　　若你收到錯誤發給你的電郵，而你又不小心打開了看，相信你

未必會明白當中內容。若這封電郵是來自二千年前，你讀不懂它也

正常吧！新約書信就是這些「電郵」！然而，我們仍可以明白新約

書信。我們藉着多一點了解書信背景及特色，便可以更體會書中的

意思及作者情懷。

　　其實，新約書信好像可以帶人回到過去的時光機一樣，因為我

們在研讀它們時，可以一窺當時教會的面貌，明白當時信徒的

挑戰。本課程從歷史、文學及神學三個向度幫助信徒得到這張「時

光機」的門票，返回第一世紀初期教會之中。

講師： 區秉中先生

 （牧職神學院講師）

日期： 6月14 - 28日（逢週三，共３堂）

時間： 7:30 - 9:30pm

費用： $420（早鳥優惠：$360，於5月31日或以前報名）



1. 報名資格：信仰純正之基督徒（18歲或以上）

2. 報讀方式：可選擇以「短期課程」形式報讀（不修學分），或以「證書課程」修學

分形式報讀。

3. 證書課程：申請成為「證書課程」學員，必須繳交首次登記費$200。

4. 上課地點：

香港讀經會（個別課程上課地點請參課程簡介）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5號九龍廣場1801-02室（港鐵荔枝角站B1出口）

5. 查詢：2369 3384

電郵：su@hksu.org.hk

網址：training.hksu.org.hk

6. 報名方法：

A. 請填寫報名表格後，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讀經會有限公司」），

寄回：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5號九龍廣場1801-02室

B. 或將費用存入（i）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之往來戶口817-862907-838；

（ii）轉數快（本會識別碼：3519287）；完成過賬後，請把存款單收條

（i）或完成轉賬的確認頁截圖，（ii）上載至hksu.org.hk/fps，或連同存款

單收條及報名表郵寄／電郵到本會。

C. 或親臨本會報名（上述地址）。

D. 或網上報名：hksu.org.hk/registration（請按網頁指示報名及繳費）。

7. 所有報名學位一經核實，如欲轉讓，須額外繳付$30行政費。

8. 所有課程須達到足夠人數方可開班，敬請儘快報名。本會於收取報名表後一週內會

致電學員，確定收悉報名表；若課程正式開班，取錄者將於開課前最少一週獲電話

或電郵通知。

9. 若在開課前一週仍未接獲通知，請致電本會查詢。

10. 本會保留訓練課程一切決定權。

疫情安排
 費用已收    未收   現金／支票︰

收據編號︰  

經手人︰ 繳費日期︰ 

早鳥優惠︰ 是  否

證書課程學員登記費︰ 是 否

備註︰　　　　　　　　　　　　　　　　　　　　

網上報名
請按網頁指示報名及繳費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仍未明朗，課程將會按

當時疫情作安排，以Zoom形式上課或取消，

本會同工將於開課三天前通知學員有關安排。

若開課前三天仍未獲通知，請致電本會查詢。
網址

training.hksu.org.hk

課程須知課程須知



編號 課程名稱 學費 早鳥優惠 (於開課前2星期報名)

231B03

231A12

231S09

231A13

231S02

231E37

$560

$560

$150

$560

$220

$420

$480（24/2前）

$480（23/3前）

$130（20/5前）

$480（23/5前）

$200（6/5前）

$360（31/5前）

Game中尋寶—活用遊戲帶信息

積木遊戲之開心學聖經

如何成為網絡世代孩子的生命師傅

初為人師

崇拜與讀經：有效的聖道服侍

我要讀好本聖經：如何讀好新約書信

總額：$

姓名：（中）       性別：男 / 女*

年齡：18-25 / 26-40 / 41-60 / >60*　　    職業：　　　　　　　　　

聯絡電話：（手機）   證書學員編號（如適用）： 

中文地址：

電子郵箱：　　　　　　　　　　　　　　　　　　　

所屬教會：     事奉崗位：　　　　　　　　

*請圈出適用者

 我已知悉課程須知。  簽署： 

首次報讀證書課程請填寫以下資料

申請成為下列「證書課程」學員：

 兒童導師證書 青少年導師證書 長者導師證書 小組組長證書

申請成為「證書課程」學員，必須繳交首次登記費$200。經取錄後，將收到註冊確認信及上課通知書。

教會牧者姓名：   教會牧者簽署： 

課程優惠

1. 早鳥優惠適用於開課日期前兩星期報名的學員，以完成付款為準。

2. 凡完成基礎證書課程之學員，任何時候報讀課程均可享早鳥優惠，若於早鳥優惠期內報名，更可

享優先報讀（例如有名額限制之課程）

如何得悉此課程（可選多於一項）

路上光 讀經會聚會

教會宣傳 讀經會網頁

讀經會電郵通訊 朋友推介

讀經會書室 讀經會Facebook專頁

Sun Pilot Facebook專頁 其他媒體

此欄只供本會填寫

 費用已收    未收   現金／支票︰

收據編號︰  

經手人︰ 繳費日期︰ 

早鳥優惠︰ 是  否

證書課程學員登記費︰ 是 否

備註︰　　　　　　　　　　　　　　　　　　　　

香港讀經會 信徒裝備訓練課程報名表格
（如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或於本會網頁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