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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集體報名」特別優惠表格 

課程基本資料 (詳情請參閱海報/網站) 

課程目標：建立青年人勇敢面對時代挑戰，學習承擔神國事工及謙卑服侍他人作僕人領袖。 

課程對象：有穩定教會生活，有志承擔神國事工的 16-30 歲青年信徒及 

 有志服侍青年群體的青年領袖及教牧同工 

課程題目：生命敬拜、時代覺醒、同行牧養、教會使命、逆境智商、屬靈操練、關懷實踐、事工突破 

導師團隊：高銘謙博士、王董智敏博士、黃國維博士、葉漢浩博士、葉美𡣖老師、霍志鵬老師、馬啟邦老師  

課程日期(隔周四，七堂導師講課及一堂社區關懷實踐課，共八堂)： 

2019 年:14/11、28/11、19/12 及 12 月社區關懷實踐課*
  2020 年:2/1、16/1、30/1、13/2 

上課地點：同心圓會幕禮堂(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 27 號日昇中心 6樓 606B 室)  

上課時間：晚上 7:45-9:45 

課程要求：1.課堂出席率需達 80%以上  2.課堂完成後繳交 500 字之學習反思文章 

優惠費用：HK$3000(6-10 人)/10 人以上每人 HK$300(參加者須來自同一教會及需得到教會牧者推薦) 

詳情及報名：http://www.onecircle.org.hk/lss1920/ 

教會報名資料 （請以中文正楷填寫） 

教會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職銜）：               (      )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恆常青年人聚會人數：_______人   （年齡分佈：初中____人 高中____人 大專____人 初職____人） 

參加者資料(請仔細填寫) *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姓名 聯絡電話 年齡 事奉崗位(如有) 社區關懷 

實踐課選區
*
 

金額 

1.      

HK$3000 

2.      

3.      

4.      

5.      

6.      

7.      

8.      

9.      

10.      

11.      +HK$300 

12.      +HK$300 

13.      +HK$300 

14.      +HK$300 

15.      +HK$300 

  總數: HK$ 
*
請填寫選區編號︰1.九龍西區  2.土瓜灣區  3.港島南區  4.慈黃區  5.銅鑼灣區  6.觀塘區  7.佐敦區(實踐課詳情請參閱附錄) 

詳情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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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小組討論形式 

由教會牧者/導師自行帶領(教會自成一組)    由同心圓同工帶領(與其他教會弟兄姊妹分組) 

 

從何得知「GLOW 青年僕人領袖訓練計劃2019-20 (第三屆)」? 

教會推介  同工／朋友推介 同心圓聚會 刊物／網站 Facebook／IG  WhatsApp 

其他___________ 

 

本人及參加者已細心閱讀「GLOW 青年僕人領袖訓練計劃 2019-20 (第三屆)」基礎課程之課程要求。 

聯絡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教牧推薦 

教會牧者:本人_______________(牧師/傳道) 謹同意本會弟兄姊妹參加「GLOW 青年僕人領袖訓練計劃

2019-20 (第三屆)」。 

教牧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遞交報名費用方法： 

郵寄表格 

步驟一 1.以劃線支票抬頭「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有限公司」或「One Circle Limited」，或  

2.現金存入本會於中國工商銀行(亞洲)之賬戶 072-702-502-00667-7，或  

3.自動櫃員機轉賬至本會於匯豐銀行之賬戶 033-850033-001(以櫃抬方式存款，銀行將向本會收取額

外服務費) 

步驟二 請在支票或存款收據 正本 背面註明教會報名:「GLOW 僕人領袖 2019-20」及 教會名稱、聯絡人姓

名、電話；連同此報名表格，寄回：九龍觀塘成業街 27 號日昇中心 6 樓 606 室；封面註明教會

報名:「GLOW 僕人領袖 2019-20」。 

親身遞交報名 

親身前往同心圓辦事處(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 27 號日昇中心 606A 室)以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10am–6:30pm，

其他時間及公眾假期休息)，現金繳交費用及報名表格。 

 

備註： 
1. 課程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若報名期間名額已滿，報名之款項將全數退回，敬請盡快報名。 

2. 課程早鳥優惠報名於 21/10/2019（一）截止，恕不接受「傳真」報名。課程報名於 7/11/2019(四) 截止，非

早鳥優惠報名將以一般費用收取課程費用。 

3. 成功報名將會收到 WhatsApp 短訊作實。 

4. 除因突發事件，大會取消課程或報名名額爆滿外，報名一經確認，恕諒不能退款；參與人數一經確定後，不能

更改，名額亦不能轉讓，敬請留意。 

5. 如香港天文台於課堂前二小時，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及「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以上信號，當日課堂將會取消。

倘若課堂舉行前兩小時，香港天文台宣布發出紅色或黃色暴雨警告、一號戒備信號及三號強風信號，該課堂將

照常進行。 

6. 如欲得知「GLOW 僕人領袖 2019-20」最新消息，請即讚好「GLOW 敬拜青年」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glow1c）。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3955-3995/Whatsapp:65107735（劉祉康同工） 

  

http://www.facebook.com/glow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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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社區關懷實踐課詳情 

課堂目標： 

推動僕人領袖訓練學員一同參與「Boxing LOVE‧打開愛」，走進社區，在聖誕佳節打開愛（聖誕禮物

袋）、分享愛（分享禮物及歡笑）和實踐愛（陪伴、聆聽、禱告），身體力行實踐基督的愛！願更多信

徒帶着祝福，將溫暖帶給基層家庭及勞動群體，將基督的愛在節日中分享出去，傳遞耶穌基督降生的

大喜訊息！ 

 

實踐課堂費用： 

需自行預備價值約$100 的禮物，並鼓勵自由奉獻支持同心圓關懷社區行動。 

(我們鼓勵參加者奉獻$100 為目標作購買探訪物資及支持關懷事工日後跟進探訪者之用) 

 

注意事項： 

請按你優先次序選擇你能參與的區域。同工會按你的選項分配你參與的區域。 

 

1. 九龍西區(基層勞動群體) 名額 15 人 

日期︰2019 年 12 月 3 日（二） 

時間︰7:45 pm – 10:30 pm 

地點︰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喜德堂(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202-204 號瑞星商業大樓 11 樓) 

 

2. 土瓜灣區(基層勞動群體) 名額 20 人 

日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五） 

時間︰7:45 pm – 10:00 pm 

地點︰中華傳道會紅磡基督教會（九龍土瓜灣道 307 號潮樓一樓 E及 F 座） 

 

3. 南區(基層勞動群體) 名額 20 人 

日期︰2019 年 12 月 14 日（六） 

時間︰10:00 am – 1:00 pm 

地點︰基督教宣道會利福堂（香港仔香港仔大道 88 號） 

 

4. 慈黃區(基層勞動群體) 名額 20 人 

日期︰2019 年 12 月 14 日（六） 

時間︰3:00 pm – 5:00 pm 

地點︰鑽石山浸信會（九龍鑽石山鳳德道 52 號） 

 

5. 銅鑼灣區(基層勞動群體) 名額 20 人 

日期︰2019 年 12 月 15 日（日） 

時間︰2:30 pm – 4:30 pm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香港島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 12 樓) 

 

6. 觀塘區(基層家庭) 名額 10 人 

日期︰2019 年 12 月 15 日（日） 

時間︰3:00 pm – 5:00 pm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觀塘福音堂 (九龍觀塘雲漢街 77 及 79 號地下) 

 

7. 佐敦區(基層勞動群體) 名額 20 人 

日期︰2019 年 12 月 17 日（二） 

時間︰7:45 pm – 10:15 pm 

地點︰基督中心堂(佐敦堂) (九龍佐敦道 14-16 號 嘉信樓一樓 A-E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