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項
1.於大會設有普通話傳譯之項目，有需要之參加者必須事先報名及網上登記。

2.講座需憑票入座，先到先得。

3.如欲參加工作坊或教牧同工培訓，請填妥報名表格或網上報名。本會將以電郵確認申請人之報名，參加

者請帶同電郵確認信於工作坊當日作憑據和簽到之用。 (截止報名日期為工作坊或教牧同工培訓舉行前二

星期。) 或親臨報名：香港銅鑼灣紀利佐治街一號金百利中心12樓1203室 (電話號碼：2600-4288)

4.如聚會前10分鐘未能到達，本會將位置再作安排

5.凡在講座或工作坊前兩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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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取消當日之活動。

6.不設託兒服務。

年會對象
   任何人士 (包括輔導/心理學教授及學生、輔導員、社工、領袖執事、教牧同工、牧養關顧員、

團契導師、小組組長、家長、教師及助人者)

整全心靈醫治年會目的：
1.探討信仰與心理學的整合，以及如何面對在實踐信仰化心理學中的危機。

2.探討何謂真自由，以及如何在教會群體中活出真自由。

3.提供交流平台讓不同的心靈醫治者商討彼此配搭服侍的肢體就探討真自由的課題，其中包括神學家、

牧者、基督徒專業輔導員、心理治療師、社會工作者、屬靈操練者等等。

4.探討如何幫助人面對真自由的價值，在信仰中真自由的甜美、掙扎及痛苦。

索取講座門票地點

主題訊息：

從社會對自由的訴求所引發議題的反思: 自由是

由內在而生或由外在的賦予？自由社會中所追求

的自由，是否從外在的社會架構而涵生？外在社

會付予的自由又是否真正滿足我們？究竟如何尋

找內在的真自由？聖經中指出耶穌基督釋放了我

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

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約翰福音8:36) 真正

的自由如何從基督中獲取，自由與愛的關係是甚

麼？究竟在基督裹的你的是否經歷了這份真的自

由？如果在自由的信仰中未能經歷這份自由，如

何在不自由的社會中尋找自由？如果已經擁有了

基督裏的真自由，社會未能給予的自由是否仍然

關要？ 盼望藉著今年年會的主題認識何謂真自

由？如何在不自由的社會中活出內在的真自由？

籬笆往往被我們視為束縛的象徵，但當我們走在
懸崖之上時，我們卻發現崖邊的籬笆能帶來一份
安全感，讓我們一路上走得輕鬆自在。同樣地，
那本來象徵權威和管教的「杖」和「竿」，原是
上帝所賜的一道真愛籬笆，堅立在我們心裏，
避免我們跌入放任、墮落的無底深淵。

葛琳卡博士

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司徒瓊珍
人生熱線主管

過去一年，政制議題引起了社會關係撕裂，無論
在社會群體、教會信徒之間，甚至家庭成員之間
，都深受影響。每個人都有自由用自己的方式去
表達立場，但若把自由當作放縱情欲的機會而沒
有規範，結果必然會帶來傷害和痛苦。聖經提醒
我們要用愛心互相服侍（加拉太書5章13節），
才能彼此尊重，化解仇怨，脫去捆綁，在愛裡得
享真的自由。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 8:32)。」沒有真理的自由是假的；同樣沒
有真理的愛，已經沒有意思了。因此面對香港今
天的社會，經過政治、中港兩地的差異及經濟等
等問題所帶來的撕裂，最需要的就是愛。但究竟
怎樣的愛，才能真正使人得自由呢？這正是拉發
基金會今年的年題需要處理的：愛中真自由。
心願個人或團體，都可以藉著這一個主題，去學
習怎樣去愛，而且是一種擁有自由的愛！

梁惠珍
福音證主協會副總監－培訓事工管

李錦彬牧師
角聲佈道團香港分會主任

主辨： 協辨：

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新堂

基督教恩霖堂長沙灣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區生命堂
查詢熱線：2600 4288

www.raphahk.org

香港區

新界區

元朗教育路18-24號元朗商業中心3字樓錦光生命書房 2477 6898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號金百利中心12樓1203室
拉法基金會

2881 8860

灣仔譚臣道5-11號信邦商業大廈7樓A室 2600 4288

銅鑼灣糖街3號銅鑼灣商業大廈11樓03室
天道書樓

2895 5877

北角電氣道180號百家利中心2樓01室 2570 0831

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15樓基道書樓基道書樓

香港讀經會書室

2996 5299

北角英皇道238號康澤花園1樓宣道書局 2578 2451

北角英皇道 500號港運城118號鋪方舟書室 2684 1122

灣仔軒尼詩道22號地庫循道衛理書室 2529 3285

荃灣綠楊坊商場2樓S9舖 2498 1931

沙田火車站連城廣場4樓407-408室
天道書樓

2691 7666

九龍區

尖沙咀彌敦道138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3字樓A室 2369 4350

宗教教育中心 深水埗巴域街45號地下 2776 6333

天道書樓 太子西洋菜北街215號四方大廈地下 2776 6887

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10樓 2396 3528
基道書樓

觀塘巧明街110號興運工業大廈一字樓B1室 2720 3670

種籽書室 旺角太子道141號長榮大廈12字樓H室 2380 9864

道聲閣 油麻地窩打老道50號地下 2388 7681

基督文藝書室 油麻地窩打老道東方街10號地下 2385 5880

The Altar
Shop

油麻地彌敦道523號禮基大廈4樓C室 2777 8688

道聲書局 油麻地窩打老道50號A信義樓地下 2332 4248

工作坊及教牧同工培訓 報名表 (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姓別 男 女

電話 電郵 本人需要普通話即時傳譯

本人願意索取貴會電子通訊地址

如何得知年會資料 網頁 朋友介紹 教會 書室 拉法學員 /義工

機構（註明                                  ) 其他

職業 所屬教會 事奉崗位



憑票入場：請前往門票索取地點 或網上登記索取電子門票大型講座 (費用全免) 

三日兩夜 心靈醫治佈道會 (費用全免) 
編碼 日期 時間 教牧同工培訓 / 工作坊及

教牧同工座談會 (費用全免, - 必須報名）

—從神學、文化哲學、社會歷史、心理角度探討

第一講：什麼是真自由？(15CC04)

《探討教會如何實踐聖經中的真自由？》
   (15CC01)

教牧退修營 (HK15C15) 

《實踐信仰中的真由》 「愛裡活出真自由」

《愛到底》
(15CC16) 及教牧心理劇退修營 (HK15C16)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格或網上報名

時間：9月12日(六)  晚上7:00-10:00

地點：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尖沙咀港鐵站Ｄ出口，向漆咸道方向5-10鐘

何謂真正的自由？為何在自由的社會中仍然不能自由？
究竟自由是由外在賦予或由內而涵生？

探討教會中如何幫助信徒去經歷基督裡的真自由，如何去
平衡不控制與不放縱之間的愛與真理的實踐

目的：此退修營與你一起檢視過去的經歷如何
導致你未能完全經歷這自由，發現真自
由背後的恐懼及所帶來的傷害和痛苦，
加入「生命自覺」( Focusing) 的教導，
幫助學員開放地去接觸自己內心的「意
感」(felt sense)，嘗試更全面去體會自
己在面對自由時所出現的恐懼，一同體
驗耶穌同在的醫治，感受主愛的擁抱，
學習更真實及自由地表達自己，活出基
督裡自由的生命！

講員：何善斌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

         關啟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余達心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並主恩澤傑出教授)

         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時間：8月31日(一)  下午2:00–5:30

地點：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香港筲箕灣東大街
      108A景輝大廈地下B座）筲箕灣港鐵站C出口

日期：9月20日(日)至22日(二)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講員：何善斌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

         陳恩明牧師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聯會會牧)

         張天和牧師（香港神學院教務主任及實用神學科專任講師）

回應講員：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教牧同工培訓 

《游走、控制與放縱之間
–如何實踐牧養中達致彼此的真自由》
   (15CC02)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格或網上報名

參加:請於網上登記

凡已報名參加教牧退修營(HK15C15或C16)者，
可獲五十元減免一次

(只供教牧同工及領袖
執事參與 -  必須報名) 

從研討會中探討實錢不控制、不放縱去以愛與真
理的牧養的困難及如何去突破？

時間：9月14日(一)  上午10:30-下午5:30

地點：基督教樂傳生命堂（香港尖沙咀柯士甸路
      20號保發商業大廈12樓）

講員：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時間：12月11日(五) 晚上7:30-9:30

15CC01

15CC02

HK15C16

15CC03

HK15C15

15CC08

15CC09

15CC10

15CC11

15CC12

15CC13

15CC14

15CC15

HK15C18

HK15C17

8月31日

9月14日

9月14日

9月20至22日

9月20至22日

9月13日

9月20日

10月4日

10月18日

10月25日

11月1日

11月8日

11月15日

11月6至8日

11月6至8日

下午2:00–5:30

上午/10:30開始

下午/5:30完

三日兩夜

三日兩夜

下午2:30-5:30

下午2:30-5:30

下午2:30-5:30

下午2:30-5:30

下午2:30-5:30

下午2:30-5:30

下午2:30-5:30

下午2:30-5:30

三日兩夜

三日兩夜

教牧同工座談會

教牧同工培訓(一)

教牧同工培訓(二)

教牧心理劇退修營

教牧退修營

從心理動力學探討自由與捆綁

我有真自由嗎?

愛中遇上真自由

放手的掙扎

教會自由嗎?

真自由的社會

家的自由

祈禱中得自由

「愛裡活出真自由」退修營
(適合所有人士，歡迎非拉法學員)

「愛裡活出真自由」心理劇退修營
(只適合拉法學員，必須曾參與Level 1退修營學員)

地點：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20號）

講員：陳恩明牧師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聯會會牧)
講員：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費用：＄1,200 (參加者可得兩天教牧

           同工培訓報名優惠)

日期：11月6日(五)至8日(日)

費用：＄1,400 (2015年9月1日，

            下午五時正或之後：HK$1,500 )

退修營 (HK15C17) 

及心理劇退修營 (HK15C18)

費用：$200 

第二講：為何沒有真自由？(15CC05)

時間：9月19日(六)  晚上7:00-10:00

地點：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尖沙咀港鐵站Ｄ出口，向漆咸道方向5-10鐘

人的創造已被賦予自由，這自由是否已遺失了？
人所不斷追求的自由又是否真正的自由？ 

講員：羅永光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系統神學及歷史神學教授)

         關啟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余達心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並主恩澤傑出教授)

         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第四講：愛裡活出真自由 (15CC07)

時間：11月13日(五)  晚上7:00-10:00

地點：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20號）

在基督愛裹已經賜予我們真正的自由，我們可以如何活
出及實踐？

講員：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第三講：愛與自由 (15CC06)

時間：10月23日(五)　晚上7:00-10:00

地點：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20號）

真正的自由從何處尋？是由愛而生？愛得越深越自由？
沒有愛的自由又是如何？ 

講員：羅永光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系統神學及歷史神學教授)

         關啟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余達心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並主恩澤傑出教授)

         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憑票入場：請前往門票索取地點 或網上登記索取電子門票工作坊 (費用全免) 

從心理動力學探討自由與捆綁 (15CC08)

時間：9月13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大角咀浸信會
     (大角咀通洲街51-67號新漢大廈2字樓)

約作者談及的自由，是「可以不作某事」的自由?還是
「可以完成某目標」的自由?還是其他?這跟第一世紀城市文
化追求的自由，有何分別?  教會有哪些真自由的共同生活，
可讓外人也被吸引，追求聖經應許的真自由?聖經中的真自由
跟現時世界人權宣言的自由觀，有何分別?

講員：許德謙博士 
           (美國註冊精神分析師、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靈修導師)

時間：10月4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大角咀浸信會
     (大角咀通洲街51-67號新漢大廈2字樓)

講員：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愛中遇上真自由 (15CC10)
愛與自由的關係—缺乏愛的人越難經歷自由，如何可以
進入愛中更深經歷這自由？是甚麼障礙你更深經歷主愛中
的真自由？

教會自由嗎? (15CC12)
現今教會裏，我們是否真正享受基督裏的真自由呢？在這個
放任的時代，到底什麼叫自由，其實我們在教會裏面或許自
由感到有頗多的規條、習慣、傳統，究竟是自由的結果，
還是沒有自由呢？讓我們共同探討，在主的面前仰望主，
以主的真理，得著真理中的自由。

家的自由 (15CC14)
家是否一個叫你又愛又恨的地方？ 有時希望遠走高飛， 
有時郤又鳥倦知還； 無論怎樣， 總是無法自由飛翔？！  
工作坊從中國文化和家庭理論來探討你的心結, 並從聖經尋
找出路。

我有真自由嗎？ (15CC09)
我是自由嗎？這工作坊幫助你認識自己自由的程度，找出自己
不自由的層面及其因由？如何從內在自己找到真正的自由？ 

放手的掙扎 (15CC11)
靈修：人來到神面前，靜默……沉澱……讓一切該如何安放
的就如何安放；靠著聖靈讓我們學習看透生命，再決定淡然
放手嗎？毅然執著嗎？珍惜嗎？離開嗎？愛嗎？恨嗎？人若
願意往心深處與神相遇，自有最佳眼光。真自由是一份恩典
，必須用心承受；讓我們清心以待，找出聖靈啟動下，自己
最真心的答案！

真自由的社會 (15CC13)
本工作坊探討現代人對自由的基本了解，討論聖經及神學對
自由的理解，從而指出真正自由的基督徒的生命樣式。

祈禱中得自由  (15CC15)
人你的禱告, 是為達成一己的想望, 還是滿足上主的心意?
其實,「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
的歎息替我們禱告。」(羅8: 26)不用介意, 也不要逃避---
你內心的混亂、掙扎、衝突….唯有那鑒察人心的聖靈, 能助
我們正視內心的實況, 更引領我們辨識心靈深處的渴望, 原來
在那裡, 主早已在等待; 原來在那裡, 正是祂的心意所在。
誠意邀請你, 透過聖經的提醒, 聖靈的引導, 看見心靈轉化的
契機, 到更廣闊自由之地…

時間：10月25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
    （香港筲箕灣東大街108A景輝大廈地下B座）

講員：陳恩明牧師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聯會會牧)

時間：11月8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基督教恩霖堂長沙灣堂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422-428號秋創商業大廈3樓)

講員：麥燕霞博士
           (播道神學院助理教授 )

時間：9月20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大角咀浸信會
     (大角咀通洲街51-67號新漢大廈2字樓)

講員：葛琳卡博士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

時間：10月18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香港鰂魚涌七姊妹道180號第一期地下D鋪)

講員：劉文亮博士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總幹事及靈修導師)

時間：11月1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基督教恩霖堂長沙灣堂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422-428號秋創商業大廈3樓.)

講員：鄧瑞強博士 
           (香港神學院講師、崇基學院榮譽助理校牧)

時間：11月15日(日)  下午2:30-5:30 

地點：基督教恩霖堂長沙灣堂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422-428號秋創商業大廈3樓)

講員：黃韻妍博士 (福樂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 

                                 及實踐神學科講師)

每人必須填寫一份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