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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梁國良博士 Dr. Tommy LIANG

「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顏氏家訓‧勉學》
「與另一個人經營長久情愛親密關係乃生命所賜予的最大禮物。」（約翰‧葛文）

「幸福婚姻可磨礪」關係增潤課程
現代婚姻研究大師約翰 ‧ 葛文發現幸福
婚姻不單增潤關係，更能抵禦生活壓
力，促進身心健康。這正好與被譽為中
國家庭教育史上最巨影響力的《顏氏家
訓》所提出有志向者能磨練意志成就大
業的信念一脈相承。
本課程乃根據葛文 40 多年為超過 3000
對夫婦進行研究所歸納的成敗因素
(The 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 而提供嶄新正面的學
習經驗及有效可行方法，務求讓參加者
持續地維繫親密關係，提升具建設性的
衝突處理能力，並為個人及雙方在成就
夢想的人生旅途上締造希望。在美加及
世界各地已有過萬對夫婦因此心理教育
活動，關係獲得增潤。
研究亦指出完成以這些成敗因素設計活
動的參加者，其關係改善的成效可延續
最少12個月(Babcock, Gottman, Ryan,
& Gottman, 2013)。

目標

參加者將會在「關愛、安穩、信任、真誠」
的基石上學習並應用具研究成效的關係增潤
工具來：
鞏固情愛基礎
促進親密感
轉化衝突
加強解難及協商能力
共建人生意義
培養可持續成長的關係

形式

短講、示範、角色扮演、短片播放、伴侶練習
本活動並不要求伴侶向其他參加者作出深入分享)

(

對象

任何年齡及人生階段的準婚、已婚或關係持久
的伴侶（10對）

時間及日期

年 月 及 日（六）
；
（兩堂共12課時）

2023 2 11 18
10:00- 13:00 14:30- 17:30

報名截止日期為開課前一星期。

*

費用
原價：$4800 (每對)
早鳥優惠：$4320

年 月 日前報名及繳費)

(2023 1 6

建議可自行購買John Gottman 著作 ”The 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中文譯本為「七個讓愛延續的
方法：兩個人幸福過一生的關鍵秘訣」。

導師簡介

梁國良博士 Dr. Tommy LIANG
美國神學研究協會心理學博士（意義療法）
奧地利國際意義療法及存在分析協會認證治療師
美國葛文研究所婚姻培育工作坊認可導師
香港眼動身心重組療法協會註冊治療師
婚前及婚後關係 (T-JTA 、 Prepare/Enrich 及
Gottman Relationship Checkup)評估執行師

梁博士已完成Level 3葛文婚姻治療培訓，並獲取美
國葛文研究所 Seven Principles婚姻培育工作坊認
可導師資歷。他擁有超過25年輔導個人、夫婦及家
庭經驗。亦善於運用研究為本方法，有效協助夫婦
處理溝通和衝突問題。

報名表 2023 「幸福婚姻可磨礪」關係增潤課程
■ 恕不接受留位；報名截止日期為開課前一星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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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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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親臨本中心交費 (現金/支票/ EPS/ 轉數快)；或

以電郵通知，並會於上課時派發收據給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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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者倘因遺失收據要求本中心發出收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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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張需繳付手續費港幣 100 元。

■ 如參加者對收據抬頭等有特別要求，請於報名表上

➢ 帳戶名稱：Green Pastures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Centre
並將轉賬截圖/ 入數紙副本連同填妥的報名表一併傳真至 2771 7717 或電郵

註明，收據發出後恕不能作出修改。

至 enquiries@greenpastures.com.hk，標題請註明【報名____(活動名稱)】 ■ 本中心保留將活動改為網上/現場進行的權利。

請選項：

□ 準婚

□ 已婚 (包括同居) _________年

參加者(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性別：男／女
年齡組別：□ 18-25／□ 26-35／□ 36-50／□ 51 或以上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 Whatsapp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2)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性別：男／女
年齡組別：□ 18-25／□ 26-35／□ 36-50／□ 51 或以上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 Whatsapp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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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報名選項：
TL2301「幸福婚姻可磨礪」關係增潤課程
2023 年 2 月 11 及 18 日 （六）

收費(HKD)

□ $4,800／對

10:00-13:00；14:30-17:30 <兩堂共 12 課時>
注意：■

早鳥優惠(HKD)
$4,320／對
於 2023 年 1 月 6 日前
報名及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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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會為參加者開設所屬班別的 WhatsApp 群組，以便本中心於課程／活動舉行期間就突發事宜作通訊用。
群組成員只限該班別的學員、導師及個別行政同工。課程／活動完結後，本中心會刪除有關群組。
報名截止日期為開課前一星期。

參加者簽署(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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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