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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只供參考-資料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疑問，歡迎與本會聯絡。~~ 

合辦課程備忘錄  

 

一. 拉法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 與  xxxx  (以下簡稱「合辦機構」) 同意於 

2014 年 1-12 月) 期間，合辦「整全心靈醫治系列」，第一階段(Level 1)課程：

《情緒四重奏－同行生命中的憂怒哀樂》，課堂包括：七次講座及七次小組。 

二. 合辦細則  

1. 學員需按課程中 DVD 講座及小組的編制，完成每一階段的學習。 

2. 「基金」負責工作包括： 

a. 課程設計及內容。 

b. 以 DVD 播放形式提供課程的講授。 

c. 與「合辦機構」合作設計宣傳材料。 

d. 講義的編制。 

e. 每一位學員必須自備課程指定之課本，「基金」可提供優惠價為學員集體訂購所

指定的課本。 

f. 對是次的課程宣傳，「基金」將於本會的刊物、通訊或網站內進行宣傳。 

g. 負責督導小組組長。 

 

3. 「合辦機構」負責工作包括： 

a. 宣傳刊物印製和主導該課程的宣傳工作。 

b. 解答課程上的查詢。  

c. 通知及提醒學員上課的詳細安排。 

d. 提供上課場地、獨立小組房間。 

e. 提供所需的課堂設備，包括音響、咪、電腦(可播放 DVD)、投影機等。 

f. 講義的影印及派發。 

g. 在開課前提供一份參加是次小組的學員名單，並輸入參加學員的資料在指定的文

件檔案內，指引組員被編排的小組，及該的小組編號。 

h. 「基金」會提供一套 DVD 作「合辦機構」於講座時播放，並於課程完結後，交

還完整的 DVD 給「基金」。(參附頁二) 

i. 協助課堂上點名，「合辦機構」會於第一堂時取到點名紙，並存放至最後一堂後

交回「基金」。 



 

2 

j. 提供每課堂前約 5-10 分鐘的敬拜(可按個別堂會需要安排或取消)、報告本會消息

及收奉獻(5 分鐘)。 

k. 協助收集每次課堂的獻金，並填妥「奉獻點算表」，可於最後一堂一次過交回「基

金」。 

l. 指引學員跟隨 DVD 講座時所做的活動、遙距視像解答問題(視像解答通訊，只安

排在講座課堂的其中 2 節進行，並於 DVD 播放後開始，解答問題的時間約 15 分

鐘。若堂會無法安排視像會議，也可以電話代替。)、按 DVD 中練習的指示停頓

時間，暫停播放，鼓勵學員完成練習等。 

m. 密切與「基金」聯絡有關播放 DVD 講座及小組時所遇到的問題。 

n. 在特別情況下(例如：惡劣天氣、講員有病或急事等)，需要安排課堂的變動，並

通知學員。 
 

4. 組長及小組安排 

a. 「基金」負責提供組長帶領小組，也歡迎「合辦機構」提供合適的組長帶領小組；

「基金」提供對組長的培訓及督導。 

b. 「合辦機構」負責按學員可以參與的時間而編排小組，也歡迎為該「合辦機構」

之牧師、傳道人、教會同工及會友編排小組。 

c. 如果學員在課程進行期間出現情緒起伏或困擾，可安排約見一次免費的危機輔

導。 

 

5. 課程收費及報名安排 

a. 整全心靈醫治系列課程共分三階段，課程的每一部份均需報名。詳情

請參考附頁二：課程收費表。 

b.  由於編排小組的過程繁複，學員需繳交報名表格及費用；費用分兩個時間收取，

優惠期後，需多繳交港幣$100(Level1、2)、港幣 $120(level 3A/3A1/3A2、

3B/3B1/3B2)。  

c. 如因經濟問題未能負擔全部費用者，下載本會「申請課程資助表格」申請資助。

「基金」將考慮報讀人士的個別經濟情況而再作安排。所有資助申請必須經由「基

金」審核及批准。 

d. 一經報名，如因特殊原因而必須退出課程，費用將不獲發還。所繳費用可以用作

參加「基金」下次開辦的課程 ，有效期為 24 個月。但學員已參加了第一次的課

堂或小組者，費用則不獲發還及不能用作申請延期使用。 

e. 「合辦機構」可接受本堂的牧師、傳道人、教會同工、職工及會友報名；而「基

金」則接受其他公眾人仕報名。如該課程報名的名額有限，將以「合辦機構」的

名額為優先考慮。但是，如果「合辦機構」只接受自己會友報名(不公開接受報名

者)，其牧師、傳道人、教會同工、職工及會友均需要支付正價的課程費用。 (詳

情請參「附頁二」) 

f. 「合辦機構」需於截止日期後 14 天內，儘快安排將報名表格及各學員之報名費

遞交給「基金」，以作分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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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合辦機構」透過「基金」訂購相關書籍，需於開課的一個月前估計所需數量，

以安排訂購事宜。 

h. 完成課程後，「合辦機構」需於最後一小組後(最後的總結講座前)，把講座及小

組名單電郵傳送給「基金」，「基金」將為合資格的學員製作證書；即學員最多

缺席講座及小組各一次。另「合辦機構」請確保學員交回課程後之「情緒及靈命

狀況問卷」及回應表，收齊資料後，「基金」將安排於香港每年的週年紀念會暨

頒發證書典禮上頒發課程出席證書。 

 

6. 收奉獻及回應表 

a. 「合辦機構」負責於每堂講座內代「基金」收取奉獻。並簡介奉獻將用作支持「基

金」資助經濟上有需要的學員，及「基金」的事工發展。 

b. 「基金」也會在該階段的最後一堂，派發每位學員「回應表」、「義工招募表」

及「情緒及靈命狀況問卷」，其中包括呼籲捐助「基金」的工作。 

 

7. 「基金」負責與課程有關之版權及商標責任事宜。 

 

8. 「合辦機構」負責與課程有關之場地使用責任事宜。 

 

 

 

拉法基金會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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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各階段課程簡介 

課程介紹： 

「整全心靈醫治系列課程」是透過心理學的認知、藉著神過往在人身上所施行的心靈醫治、

靈命更新及聖經的教導，從中整理出一套心靈醫治的理念。目的是幫助人更了解自己，更

認識神，更能活出基督裏豐盛的生命。 

課程共分三個階段，每一階段以不同的著作，為課程的基礎，包括：《情緒四重奏—同行

生命中的憂怒哀樂》、《曠野之旅—生命中的情緒更新》、《生命更新的醫治—與耶穌共渡生

命中的憂怒哀樂》。 

 

(各階段的課程結束後，均設有獨立的退修營，目的：幫助學員以體驗的方式，更深入整合

所學習的內容，更專注的認識自己和認識神。營會非課程要求，並需另繳費用，但鼓勵學

員自由參加。) 

 

第一階段 (Level 1) 

《情緒四重奏－同行生命中的憂怒哀樂》：透過對情緒的認知，加深了解自我防衛機制、

逃避痛苦情緒的人際關係模式、及自我信念是如何受過去經歷所影響。課程結構：7 次講

座及 7 次小組。 

I. 情緒的成因與運作、情緒的意識和防衛機制 

II. 情緒的接納 

III. 情緒的經歷 

IV. 情緒的調節 

V. 情緒的轉化 

VI. 情緒的關懷 

VII. 問題解答、總結與分享 

第一階段退修營 (3 日 2夜)，主題：喚醒與神阻隔的心靈，目的：讓參加者更意識到自己

的「適應原始性情緒」及「防衞機制」，更能經歷上帝的醫治及更新，走出情緒的困擾。 

  

第二階段 (Level 2) 

《曠野之旅－生命中的情緒更新》：幫助學員如何去更認識神、建立對神的信心、了解自

己對神的質疑、如何等候神、聆聽祂的聲音、奉獻自己、委身於神、倚靠聖靈的大能及活

出聖靈的果子。課程結構：7 次講座及 7 次小組。 

I. 生命的委身—信心之旅 

II. 生命的委身—等候神 

III. 遵守神的旨意—完全倚靠神 

IV. 活出新的生命—靠著聖靈衝破生命中的恐懼 

V. 衝破內心的幔子—以愛化解苦難 

VI. 經歷愛中的自由—接納真我獻上為祭 

VII. 問題解答、總結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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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退修營 (3 日 2夜)，主題：突破與神阻隔的心靈，目的：讓參加者更專注及深入

的體驗上帝的安慰、醫治與更新的恩典，走出情緒的荒漠。 

 

第三階段 A (Level 3A) 

《生命更新的醫治－與耶穌同渡生命中的憂怒哀樂》：幫助學員能夠認識我是誰，包括我

的形像、情緒、性格、身體、身分、性別、愛的語言、心及夢。並且學習重整現在的我、

回顧我的屬靈生命的軌跡，以及自己與聖父、聖子和聖靈的關係。 
 

Level 3A  – 課程結構，9 次講座及 20 次小組。 

I. 我是誰：我的形像、情緒 (3A1) 

II. 我是誰：我的性格、性別、身體  (3A1) 

III. 我是誰：我的身份、我愛的語言  (3A1) 

IV. 我是誰：我的心、我的夢、第一部分總結(潔淨的生命) (3A2) 

V. 我的屬靈生命—回顧我與神的關係、我與靈界的接觸 (3A2) 

VI. 我的屬靈生命—我屬靈的家、天父與我(3A2) 

VII. 我的屬靈生命—耶穌與我、聖靈與我 (3A2) 

VIII. 我的屬靈生命—第三部分總結(聖潔的生命) (3A2) 

IX. 3A/3A1/3A2 總結—問題解答與分享 

 

Level 3A 課程，可按需要而分為 2部份進行，(1) 3A1：4 次講座(I、II、III、IX)及 8 次小

組，(2) 3A2： 6次講座(IV、V、VI、VII、VII、IX)及 12 次小組。 

 

第三階段 A 退修會(3 日 2 夜)，主題：潔淨生命的扭曲、邁向聖潔的生命，目的：找出因

過去創傷導致現在生活中的捆搏，並求神開啟學員屬靈的眼睛和耳朵，明白自己捆搏背後

的痛苦，讓學員經歷神的同在和醫治，以致生命可以真正自由！ 

 

第三階段 B (Level 3B) 

《生命更新的醫治－與耶穌同渡生命中的憂怒哀樂》：幫助學員回顧自己的前半生，

與耶穌共同經歷母腹中的我、嬰孩的我、幼兒的我、孩童的我、少年的我、

青年的我及年青的我。學員需要面對自己的破碎及過去的傷，以致可以被醫

治，讓真理在糾纏不清的關係中照明，切斷一些不合神心意的連繫，被神分

別為聖。並且展望將來的我如何可以活出真正的我，活出在基督裏的豐盛與

自由。  

 

Level 3B – 課程結構，7 次講座及 20 次小組。 

I. 過去的我：我的前半生、我的原身家庭、母腹中的我 (3B1) 

II. 過去的我：嬰孩的我、幼兒的我 (3B1) 

III. 過去的我：孩童的我、少年的我 (3B1) 

IV. 過去的我：青年的我、成年的我 (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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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將來的我：壯年的我、老年的我、真正的我 (3B2) 

VI. 第二、四部分總結：問題解答、總結與分享 (3B2) 

VII. 問題解答、總結與分享 (3B1/3B2) 

 

Level 3B 課程，可按需要而分為 2 部份舉行，(1) 3B1：4 次講座 (I、II、III、VII) 及 10

次小組，(2) 3B2：4 次講座 (IV,V,VI,VII) 及 10 次小組。 

 

第三階段 B 退修會 (3 日 2 夜)，主題：從捆搏中被釋放、活出真我，目的：找出因過去創

傷導致現在生活中的捆搏，並求神開啟學員屬靈的眼睛和耳朵，明白自己捆搏背後的傷痛，

讓學員經歷神的同在和醫治，以致生命可以真正自由！ 

 

 ~~ 備註：本課程的內容及結構，或會按需要及資料的更新而作出改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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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二：課程收費表 (2013 年 9 月起生效 )  

 

各階段的學費，本會有權調整有關費用：  

課程  原價  八折  半價  優惠期後  

Level 1 HK$900 HK$720  HK$450  
需另加 HK$100 

Level 2 HK$1,200 HK$960  HK$600  

Level 3A HK$2,600 HK$2,080  HK$1,300  

需另加 HK$120 

Level 3A1 HK$1,000 HK$800  HK$500  

Level 3A2 HK$1,600 HK$1,280  HK$800  

Level 3B HK$2,600 HK$2,080  HK$1,300  

Level 3B1 HK$1,300 HK$1,040  HK$650  

Level 3B2 HK$1,300 HK$1,040  HK$650  

 

合辦機構 (堂會 )—可接受公開報名，優惠：  

1.  合辦機構會員 /會友：八折  

2.  合辦機構教牧同工：半價  

3.  合辦機構會員 /會友的旁聽學員 (不參加小組者 )：半價  

 

合辦機構 (堂會 )—不公開接受報名，優惠：  

1.  合辦機構會員 /會友：正價  

2.  合辦機構教牧同工：八折  

3.  合辦機構會員 /會友的旁聽學員 (不參加小組者 )：半價  

 

合辦機構 (堂會 )以外人士：  

1.  教牧同工、全職神學生、65 歲或以上長者、重讀生、旁聽生 (不參加小組

者 )：八折  

2. 一般學員、自行研習 DVD(只參加小組 )：正價  

 

合辦機構借用「課程 DVD」須知：  

1.  只外借予成功申請與本會合辦課程的機構，作上課時播放之用。  

2.  合辦機構無需繳付按金，但有責任保管本會財產，特別是知識產權上。  

3.  未經本會同意，不能外借給其他機構、活動、課堂及個別學員、職員等。 

4.  借用限期為課程完結後 2 星期內。  

5.  歸還時，必須連同收據  (白色 )  與 DVD 一併交回，若 DVD 有損毁及刮花，

需繳付 (學員價 )：HK$120 一講，作為賠償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