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份週六下午⼩組 ：*線上進⾏
2022年 6⽉4、11、18及 25⽇

(六) 16 :00-18 :00

參加者能享受創作，

並與⾃⼰的⼼靈交流，平靜思緒

Soul Art
聆
⼼
藝
術
⼩
組

六⽉份週四晚間⼩組 ：*現場進⾏
2022年6⽉9、16、23及 30⽇ 

(四) 19 :30-21 :30

⻘草地全⼈發展中⼼ 個⼈成⻑系列

導師：陳婉萍⼥⼠
 Ms. Adalyn CHAN2022



內容：

在導師的指導下，學習使⽤⽔彩繪畫

⾃⼰的⼼情，感受內在，了解⾃⼰的

狀態，並在⼩組安全的環境下分享，

帶出意思和情感，釋放壓⼒。

Soul Art
聆⼼藝術⼩組

費⽤：
$2,800 
(每期4堂，合共8⼩時，連材料費)

⽬標：

參加者能享受創作，並與⾃⼰的⼼靈

交流，平靜思緒。

形式：
每組4-6⼈，每期⼩組4次訓練，
每次2⼩時，無須任何藝術基礎。

六⽉份週六下午⼩組 *線上進⾏ 

2022年 6⽉4、11、18及 25⽇
(六) 16:00-18:00

六⽉份週四晚間⼩組 *現場進⾏

2022年6⽉9、16、23及 30⽇ 
(四) 19:30-21:30

導師簡介

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

⾹港中⽂⼤學專業進修學院西⽅藝術(優異)⽂憑
⼼像術HeartImageryⓇ「釐清過去與⾃我更新」認證導師
JPHAA⽇本和諧粉彩認證準指導師 及 認證正指導師
藝術治療認⽤ (Art in Therapy) 執⾏師證書
靈修藝術及紓緩藝術指導，聖像畫員

⾃我認識

放鬆及情緒健康

專注⼒及⾝⼼連結

⼼智省察及⾃我覺察能⼒

團隊溝通和共融

創意表達能⼒

內在感受的愉悅

靈性修持

陳婉萍⼥⼠ (Ms. Adalyn CHAN )

陳⼥⼠提供結合藝術創作過程的⼩組成⻑指導

服務及冥想訓練，尤其擅⻑以藝術增潤和提昇：

提供結合藝術創作過程的⼩組成⻑指導服務及冥想

訓練，尤其擅⻑運⽤藝術本質的⼼⾝連結、揭⽰和

愉悅的⼒量，設計和導引繪畫藝術創作過程，來增

潤和提昇⾃我認識、情緒健康、⾃我覺察、專注⼒

和⾝⼼⾃在放鬆。

陳⼥⼠是前任道⾵⼭基督教叢林藝術部經理(2006-
2016)，⾃2008年起主領藝術默想靈修⼯作坊。

⽇期及時間：

⻘草地全⼈發展中⼼ 個⼈成⻑系列

地點：
線上舉⾏(ZOOM) 或

(SA2207z_AC)：

(SA2208n_AC)：

※線上⼩組學員可於開課前⼀個星期親臨中⼼領取材料包※
※海外參加者請⾃備⽔彩⽤具，如欲報名請先電郵⾄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 查詢※

⻘草地全⼈發展中⼼
九⿓彌敦道555號 九⿓⾏ 12樓1202室



 

報名表 2022 聆心藝術小組 
 

 
 

◼ 報名及付款方法： 

(1) 請填妥此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 (抬頭：「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恕不 接受期票) 寄回本中心 (九龍彌敦道 555 號九龍行 12 樓 1202-03 室)；或 

(2) 親臨本中心交費 (現金/支票/ EPS/ 轉數快)；或 

(3) 轉數快：識別碼 167328202／直接將款項存入本中心的渣打銀行戶口： 

➢ 銀行名稱：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帳戶號碼：405-1-110004-3 

➢ 帳戶名稱：Green Pastures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Centre 

並將入帳收據圖像連同填妥的報名表一併傳真至 2771 7717 或電郵至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標題請註明【報名______(活動名稱)】 

■ 恕不接受傳真留位；歡迎參加者於報名前致電

本中心查詢名額餘位。 

■ 本中心收妥報名費用後，報名方作落實， 

本中心會以電郵通知，並會於上課時派發收據

給參加者。 

■ 參加者倘因遺失收據要求本中心發出收據 

副本，每張需繳付手續費港幣 50 元。 

■ 如參加者對收據抬頭等有特別要求，請於報名

表上註明，收據發出後恕不能作出修改。 

■ 本中心保留將活動改為網上/現場進行的權利。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性別：男／女 

年齡組別：18-25／26-35／36-50／51 或以上 (請圈出選擇)   職業／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日間／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記成為「青草地的同儕」，收取青草地的資訊及活動消息：□  我已登記   □  我要登記   □  我無意成為「青草地的同儕」 

收據抬頭(如非報名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得知活動的途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聲明： 本人自願向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提供以上的資料作為中心處理活動報名及日後通訊之用，並且明白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 

豁免範圍外，本人有權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本人清楚知道，為確保活動之質素，整個活動過程可能會被攝錄，以作為本中心 
導師檢討及教學參考之用。本人也同意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把過程中拍攝的照片用於網站及印刷品作為推廣宣傳之用。 

 

請報名選項： 收費(HKD) 

□  SA2207z_AC聆心藝術小組—6 月份週六下午小組  *線上 ZOOM 進行 
2022 年 6 月 4、11、18 及 25 日； 
星期六 16:00-18:00 

 <每次 2 小時， 4 堂共 8 課時> *連材料費 

$2,800 

□  SA2208n_AC聆心藝術小組—6 月份週四晚間小組  *中心現場進行 
2022 年 6 月 9、16、23 及 30 日 ； 

星期四 19:30-21:30 

 <每次 2 小時， 4 堂共 8 課時> *連材料費 

$2,800 

 

注意：■ 本中心保留延期、取消或改為網上/現場進行的權利。 

■ 如課程取消，本中心會盡快通知，並以郵遞支票方式將報名費全數退還。 

■ 參加線上小組的學員可於開課前一個星期親臨中心領取材料包。 

■ 參加者報名後如欲退出，必須於小組開始的 3 星期前以書面通知本中心，並必須交回收據，以便本中心辦理退款手續。

如未能交回原有收據，恕不辦理，敬請留意。不足 3 星期通知者亦不獲任何退款。 

退款安排如下：扣除港幣$400 作為行政費後，退回餘款。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 HKD：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現金 EPS 銀行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數快／銀行入帳 (附入帳收據副本) 
 
 
 

中心專用：金額 HK＄______________ 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理智選擇。真誠付出。快樂收成。珍惜所有 

青草地全人發展中心  九龍彌敦道 555 號 九龍行 12 樓 1202-03 室 

電話 2771 1370  傳真 2771 7717  電郵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  網址 www.greenpastures.com.hk 

*報名截⽌⽇期為開課前兩個⼯作天。

http://www.greenpastur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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