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3 年
人生熱線

全 力 策 動

日期： 2013年2月25日至4月8日(逢星期一，4月1日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 晚上7：30至9：30
導師： 陳漢祖博士、陳國平博士、朱源和先生、楊永祥先生、
 梁德森導演、梁藝齡小姐、袁文輝先生、黃耀榮先生
地點： 影音使團總辦事處
 觀塘鴻圖道19號富登中心1字樓 (牛頭角地鐵站B6出口)
費用： 全期港幣$500(包六課堂費及「導賞指南套裝」乙份)
 ＊教牧傳道及全時間神學生優惠港幣$300
報名及查詢電話： 2209 6280

全力支持：

艷陽國際

香港心理中心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Practice

人 生 導 賞

媒體宣教課程
你有想過全時間或部份時間投身於

甚至成為終身事業，影響世界﹖
基督教演

藝及媒體
宣教，



人 生 導 賞

媒體宣教課程 
第一屆

 

全球華人基 督 徒大招募

由傳統免費電視，發展至網上及智能
電話自選的影視模式，及最新的微電影
等，我們已進入一個由媒體主導生活及
思想模式的世代。有專家指出︰每一個
人都可變成一個獨立的媒體，今天的網
絡世界能隨時將你打造成最佳主角，但
到了明天，亦可將你變成最壞歹角。無
數人認為媒體是洪水猛獸，今日的教會

及信徒已經不能再逃避。影音使團開辦
第一屆「人生導賞媒體宣教課程」。無
論是傳道牧者、團契導師、小組組長，
以及立志投身演藝或媒體事業的年青基
督徒，我們都歡迎參與。在專業講員的
指導下，打造及裝備新一代媒體宣教新
力軍，將上帝的精采藉多角度展現於觀
眾眼前，更多人認識福音！

你的故事可網上萬人 like ﹖

荷里活電影《孤星淚》可舉辦佈道會﹖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也可導賞人生﹖

微電影傳福音可大收果效﹖

如何運用 youtube 十大最感動短片﹖

你想擁有「十種最有效的說故事方法」﹖

如何藉「福音電影」《生命因愛動聽》、《童夢奇蹟》領人歸主﹖

	 如何在教會聚會使用「教會電影」	 ＞＞＞《因愛之名》系列
	 如何製作及運用「微電影」作感動分享	 ＞＞＞ youtube 十大最感動短片
	 如何有效使用「見證故事」分享見證	 ＞＞＞「中國麥當奴之父」見證，「足印」見證
	如何藉「荷里活商業電影」訊息導賞人生	 ＞＞＞《孤星淚》、《少年Pi 的奇幻漂流》、《海嘯奇蹟》等
	 如何藉「福音電影」訊息領人歸主	 ＞＞＞《生命因愛動聽》、即將開拍的《童夢奇蹟》

課程重點內容包括：

名額有限，請立即回應！



陳國平博士
於美國加州取得婚姻
與家庭研究哲學博
士、臨床心理學博士
及教牧學博士，其學位皆獲美國婚姻與
家庭治療協會及美國心理學協會認可。
在過去二十年，陳博士常應邀到美國各
州、加拿大、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中國及香港主領公開講座、教牧
及夫婦營，並教授輔導及領袖學之碩士
及博士課程。陳博士為美國愛家協會創
辦人之一，也連任該機構董事會副主席
達七年之久。陳博士有二十多年輔導及
牧會經驗，現時為香港心理中心總監及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堂
主任。

朱源和先生
現任生命使者佈道團團
長，曾於 70 年代辭去
中學校長職務加入麥當
勞公司，先後擔任麥當勞公司的營運總
監、總經理及副總裁，被譽為「中國麥
當勞之父」。

陳漢祖博士
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資
研中心主任兼研究學
者，學術範圍包括：
大眾傳播、神學及教育科技等。透過輕
鬆惹笑手法，解答基督徒常遇生活問題
的「創世電視」《信仰無添加》節目。
2010 年當選為馬來西亞十大傑出青年。

楊永祥監製
資深傳媒人兼教會長
老，監製及執導多部大
型紀錄片，包括連續六
年獲得最高欣賞指數的《尋找他鄉的故
事》、《孫中山歲月留聲》、《地球深
度行》系列等。

梁德森導演
澳門出生，日本留學，
主修電影導演及編劇。
1988 年進入嘉禾電影
公司。1999 年創立同道製作至今。製作
範圍主要包括電影、廣告、電視及出版
製作。2010 年執導福音電影《最‧危
險人物》。	

袁文輝先生
「影音使團」創辦人兼
總幹事，資深基督教傳
媒人。2006 年成立香
港首個 24 小時基督教電視台——「創
世電視」。多年來不斷實踐多元化佈道
方式，着眼新媒體趨勢和挑戰，致力發
展跨媒體基督教製作，與潮流文化並行。

梁藝齡小姐
基督徒藝人，前香港無
綫電視當家花旦，更獲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
女主角」提名。信主後加入「影音使團」
成為全職事奉同工，目前為「創世電視」
節目主持及參與發展藝人佈道和牧養事
工，拓展神國。

黃耀榮先生
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
畢業，主修電視電影。
2000年加入影音使團，
曾監製大型福音紀錄片《天經地義》、
電影《最‧危險人物》等，現任「創世
電視」製作經理。	

課堂資料

第四課‧
罪人見證 v.s. 聖人見證
日期：3 月 18 日 ( 星期一 )
主講： 梁藝齡小姐
 袁文輝先生
內容：誰人可以講見證？基督徒藝人梁
藝齡透過廿多年演藝經驗，與你分享能
深入人心的見證及信息分享秘訣、作為
公眾人物分享見證時面對的掙扎及難
題，與及見證者應抱持的態度。

第五課‧
高科技低 IQ？
日期：3 月 25 日 ( 星期一 )
主講：陳漢祖博士
內容：在互聯網的世代如何避免成為一
個擁有高科技卻低 IQ 的人，被網絡支
配。如何更有智慧地運用媒體來宣揚神
國福音，把人引到上帝面前。

第六課‧
為《聖經》製作
《瘋狂聖經補習社》
日期：4 月 8 日 ( 星期一 )
主講：楊永祥導演
內容：為何會有「悶化福音」的現象？
解說《聖經》不一定會沉悶，楊永祥導
演以資深傳媒人角度作剖析，揭開《聖
經》內容多姿多采的真面目，為《聖經》
製作《瘋狂聖經補習社》！	

講員介紹（排名不分先後）

第一課‧
跟耶穌學傳播
日期：2 月 25 日 ( 星期一 )
主講： 袁文輝先生
 朱源和先生
內容：學習主耶穌以日常生活及天地萬
物為題材，配合新世代媒體，展現最強
大宣教力量。

第二課‧
遊走電視電影世界
日期：3 月 4 日 ( 星期一 )
主講： 梁德森導演
 袁文輝先生
 黃耀榮先生
內容：教你解讀電影中的「有神世界」，
如何以電視電影來舉辦佈道聚會。並透
過媒體重塑上帝及基督徒的正確形象。

第三課‧
「小故事．大道理」
的力量
日期：3 月 11 日 ( 星期一 )
主講：陳國平博士
內容：這是一個講故事的年代 ! 如何幫
助你成為說故事的能手，道出令人難忘
的天國道理。



人生導賞媒體宣教課程報名表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情況：現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辦法：

□	信用卡：	□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_______	月 _______	年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The	Media	Evangelism	Limited」或「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連同此表格一併寄回影音使團總辦事處。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熱線：（852）2209	6280 或電郵至 info@media.org.hk
填妥表格請傳真至（852）2309	2739 或寄回

影音使團總辦事處：九龍觀塘鴻圖道 19號富登中心 22 樓

WEB-TC1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