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
訊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 提後二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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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於新論壇於9月11日調查結果，61%受訪者認為應先落
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21%受訪者寧原地踏步。於民調
中未有表態的市民若作出決定，或可反映出一個主流意
見，影響泛民議員的投票，使政改可以開始，否則將會
留待將來向更高的理想努力。此外，提委會的組成及當

陸輝院 長

政改與我
近日市民最關心的課題相信是有關於政改的發展。我們
作為一個時代工人，可以怎樣從道德抉擇、學術研究、
神學教育的角度來看這個時代的政治課題，並且透過關
懷參與，實踐傳道服務的使命？
2017普選特區行政長官的政改五部曲其中第二部於8月
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政改框架後，經已完成。眾多
較為溫和的建議皆未被採納，大部份港人對結果都表示
意想不到，以及失望。「佔中」三子在9月8日與40人齊
齊剃光頭，以示抗議，估計「佔中」將於10月1日公假
進行。學聯亦計劃於9月22日發起在大專院校為期一週
的罷課，而學民思潮亦正醞釀中學生罷課。至於27位泛
民立法會議員，在多個場合中表明一定會在立法會否決
政改方案。
去年六月筆者在院訊《「佔中」多面睇》一文中，以約
翰．傅瑞姆（John Frame）的基督教倫理判斷架構—處
境角度、準則角度及實存角度來思考，今天可以再次沿
用此架構來思考。一個道德的抉擇，需要同時綜合三個
角度的資料來思考及決定，之後便可以具體的參與。
從處境角度看，人大常委會按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議
決，參考特區政府提交的政改諮詢報告，最後決定以提
委會方式進行提名，及以過半提委通過才可定出候選人
名單，並且直接指出沒有「國際標準」這回事。1香港人
可以商議的，只有在此框架下一些具有安排，最後由立
法會決定否決或接受政改方案。不同立場的人都同意目
前政治架構先天不足及管治困難。照目前的情況，立法
會將較難取得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方案，由於如要通過
方案，就需要從泛民27票中，取得4票或以上，目前朝
野都朝這方向努力。9月5日無綫電視委託嶺南大學進行
的民意調查結果，有三成半受訪者不接受人大的框架，
比接受的多一個百分點。另外有四成半人支持立法會通
過按人大框架制訂的政改方案，反對的則有四成一。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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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數的計算方式，也是影響泛民議員的投票關鍵。
從準則角度看，經過一年的討論，對「公平公義」、2「愛
與和平」、「公民抗命」等社會運動關心的經文的解
釋及應用，大致已有一定的討論範圍及一定理解。過程
中，可留心「國際標準」的普選，在聖經基礎上是怎樣
建立起來的？若是沒有「國際標準」的普選，是否必然
屬於不公義？就是有了「國際標準」普選，是否表示必
然公義？環顧全球各國的選舉制度，若按「國際標準」
的準則來看，有多少是符合這個準則？有多少不符合這
個準則？試以香港處境嘗試實踐「愛與和平」及「公民
抗命」的「佔中」為例，經過一年正反方面的討論，雖
然也出現被「騎劫」情況，籌辦者仍繼續嘗試及實踐，
今天的理解與實踐與去年所公佈的有著明顯的差異。
盛傳會在10月1日進行的「佔中」，去年是以「癱瘓中
環」為目標，今天則選擇10月1日進行，盡量減低「癱
瘓」效應，相信正是相關討論的成果。此外，坊間正開
始探索一些城市聖徒的例子，如尼希米、但以理等，看
他們在城市面臨危機時，如何透過關懷參與，來實踐傳
道服務的使命。這些從聖經得到亮光及準則，也可以對
我們現今處境有肯定的指引。
從實存角度看，則要考慮動機，擬達到的目的，以及要
計算付出的代價。若以一條橫線代表政治光譜的不同
立場，位於兩端者明顯傾向原地踏步，決為保持現況對
兩者都有利：既得利益階層繼續享受利益，而在另一端
的激進人士則可藉此強化信念及擴大影響。在政治光譜
中間者，相信動機都是為了本港民主進程及整體福祉。
然而困局在於過程的緩急。一方面的立場期望可以盡快
實踐真普選，另一方面的立場則接納政改框架也是一種
普選。目前似乎要在「要」一個不理想的普選，與「不
要」一個不是理想的普選中來抉擇。執著真「普選」的
定義，在可見的將來估計沒可能實現，是一個我們可有
的選擇。接受「普選」的另類定義，在三年後可以實
施，是我們另一個選擇。最終每一個市民都要作出決定
及表達意願，讓決策者可以曉得作最終決定。
城市信徒要有正向心態，在複雜及困難的政治決定上，
多思考、判斷、取向、禱告、決定、委身及承擔，然後
按上帝給我們的感動關懷參與，實踐傳道服務的使命。

佔中信念書提及「每名公民享有相等的票數、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參選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權利。」至於中央則指出各國都有因時制宜不同的選舉方法，因此沒有什麼國際標準。
主要經文來自先知對不義的責備。然而亦有建制中的先知如以賽亞等向君王發出公義之聲。

專 題 文章

屈偉豪博士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主任

婚姻家庭治療課程
使命、訓練與專業認證
課程設計與使命
有見教會中信徒對婚姻家庭治療有極大需要，伯特
利神學院特為有志投身輔導事奉之教牧同工及教會
領袖，提供專業的基督教婚姻家庭治療訓練，務使
學員能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對有關不同的輔導學
派作整全了解，能純熟地掌握各種輔導技巧，在所
服侍的崗位上有效地牧養輔導，使人得益，建立和
諧健康的家庭關係，而各科目皆以家庭系統治療理
論 (Family System Theory) 為經絡，按本地實際處
境，盡量符合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 (AAMFT)
之要求。更以聖經及基督教信仰為基礎，以教會及
福音機構中的信徒牧養為訓練背景和應用，強調聖
經神學與心理學的會通，教學時也著重理論與實踐
的結合，達到個人生命素質與技巧訓練的均衡發
展，學習時除著重學員靈命與事奉的整合外，還特
地為學員提供個人成長課程及輔導機會，學院首要
期盼學員能整理自己的生命，有能力建立健康的婚
姻家庭，進而在牧養弟兄姊妹，為教會設計事工活
動時，有家庭意識，在佈道宣教時亦能顧及家庭整
體的需要，而在會友婚姻家庭出現問題時亦能有效
地作出治療與挽回。

MCMFT專業資格之訂定與認證
同學自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MCMFT）課
程畢業後，常對自己的訓練與專業定位感到疑問：
可否自稱為「婚姻家庭治療師」？在名片上能否冠
以這個稱號？問題是香港目前並沒有法定的認證機
構去審核婚姻家庭治療師的專業資格，雖然專業資

格難以清楚訂立，但是我們仍可以從「法理」與「
專業道德」兩個層面去作全面的論述和評估。
從「法理」而言，如果香港政府已經立法要求某專
業界別人士，需經政府授權之機構進行考核其學歷
及能力，才能註冊確認其專業身份。任何人士未經
法定機構確認而私下宣稱擁有其專業身份，即屬違
法，例如未經香港醫學會確認而私下宣稱自己為醫
生即屬違法，就算外地醫學權威具有海外醫生資
格，未經該程序而在本港執業或宣稱自己為本港醫
生亦須負上刑事責任。可是現時香港政府並未對「
婚姻家庭治療師」之專業資格作出任何規管，亦從
未授權任何機構對該專業作出考核認證，那麼宣稱
自己為「婚姻家庭治療師」並非香港法律的管轄範
圍，按理就無從違法。當然，有人會提出學員應先
行考取美國的認證，方能擁有「婚姻家庭治療師」
之名號，因為若未考獲「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
會」臨床院士資格，在美國亦不能宣稱自己為「婚
姻家庭治療師」。有這樣的期望亦屬正常，有認證
總比沒認證為好，有考核總比沒考核安全。不過我
們亦需仔細思考這觀點的法理邏輯，認證為何是要
「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而不是加拿大婚姻及
家庭治療學會？當然，一般而言，美國的學會是比
加拿大的學會著名，會員人數較多，影響力也比較
大。其實這觀點亦有其困難之處，顧名思義，「美
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只能規管美國本土運作的
資格，他們的管核權實在無法在本港伸延應用，香
港政府也沒有給予該學會在港的法定地位。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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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美國法律在港擁有管轄權，若真認為未擁有美
國認證人士而自稱為「婚姻家庭治療師」即屬違法
的話，那我們也應對極大多數沒擁有美國醫生執照
的香港醫生，即使已獲香港政府認可仍作出起訴，
刑事罪名為「在未擁有美國醫生執照下在港行醫及
自稱為醫生」！反過來又可指責美國醫生因未擁有
印度或馬來西亞醫生資格在美國執業而違法及違反
專業誠信，這樣的推理，未必可反映專業界別在國
家之間的法律權限分野。其實美國的認證情況相當
複雜，美國五十二個州都有自己的法律和要求，就
算取得「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認證，只能代
表擁有這專業名號，仍不能自動在某州份獲得執業
資格，持證人還須達到期望前往執業州份之專業要
求，以及取得該州執照方能執業，按要求要獲取「
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臨床院士資格需在碩士
畢業後在學會認可之督導指導下實習一千小時，若
要在瑪利蘭州執業只需實習五百小時，因此擁有瑪
利蘭州執照的「婚姻及家庭治療帥」未必擁有「美
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臨床院士資格，擁有「美
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臨床院士資格卻沒有瑪利
蘭州執照人士可自稱為「婚姻家庭治療師」卻不能
執業，若在加州就更複雜，要在加州執業，就要在
碩士畢業後先實習三千五百小時，再經州政府的筆
試和口試及格後方能執業。「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
學會」臨床院士因已有一千小時實習之認證，在瑪
利蘭州可直接申領執照，但在加州就要再實習二千
五百小時及經筆試口試及格後方能領取執照執業。
按此理解，由於香港政府並無立法，獲取「美國婚
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臨床院士資格雖可為業界提供
客觀的學歷指標，卻不應勉強升格為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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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夠處理在社工界別一般對所有輔導員認證一
樣，包括心理輔導員，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
家及婚姻家庭治療師等。可惜至今仍在商討階段。
不過沒立法不等同沒專業資格，這就如香港開埠時
尚未有婚姻註冊處我們亦絕不能否定當時夫婦的婚
姻，缺乏了法律規管，我們仍可按當事人的學歷與
訓練，合情合理地作出評審。

香港缺乏法定的認證機構，情況實在有點特殊，
「香港專業輔導人員協會」為香港輔導業界志願成
立之專業學會，旨於推廣輔導專業及推動政府為輔

從「專業道德」的角度來看，專業身份的名號必須
能夠反映該人士的專業訓練與能力，如果一個人從
未接受某項專業訓練而宣稱擁有該項專業稱號，
誤導及欺騙別人對其專業能力的信任，即屬專業
失德。為求學術及訓練能達國際專業水平，學院要
求畢業於香港伯特利神學院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
碩士課程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二十科婚姻家庭治
療科目，八科聖經神學科目，三百小時符合「美
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要求的畢業前實習（Prepracticum）之專業訓練，再經嚴謹之畢業口試，
方能合格（該畢業口試之及格率約為六成，每年都
有四成同學須重修及重考），方獲授予「基督教婚
姻及家庭治療碩士」學位，其科目和實習時數要求
極高，整個課程之資格，獲「香港專業輔導人員協
會」確認。我們有畢業生獲協會頒授「檢定輔導
員」資格，有畢業生再進修取得臨床心理學博士學
位，有畢業生獲美國大學取錄，攻讀婚姻及家庭治
療哲學博士課程，有畢業生在港已完成「美國婚姻
及家庭治療學會」臨床院士的實習時數，正在申請
其臨床院士資格。再者，此類課程，在一般大學如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亦有開設，亦有多
間神學院開辦，務求在心理學與家庭治療的理論與
技巧上增添神學和信仰的反省與整合，服侍眾教
會。各院校及神學院的畢業生中，未必人人會申請
「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會員資格，但接受了
院校正規嚴格的訓練而宣稱自己為「婚姻家庭治療

導員資歷立法評審認證，多年來都匯聚力量，尋求

師」亦實屬合理。

校 園 生趣

猶如尋寶的神學旅程

黎華同學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晶瑩瑰麗的寶石叫人目不暇給！在伯神的兩年神學生
活中，上帝猶如將瑰麗的寶石逐粒逐粒貼在我的生命
上，是超乎我所想所求的！
這兩年在伯神就讀婚姻及家庭治療真的是在尋找寶
石！我身為一位妻子、媽媽和教會幹事不同身份，要
兼顧家庭、工作和學業，真的一點也不容易。不得不
承認曾經捱過一些苦的日子，但尋寶總是會叫人興奮
雀躍，這些寶石既有知識又有自我認識。兩年所讀的
科目都不是由我所計劃，但卻是立即可以在工作崗位
上應用，讓我的事奉更容易、更得力。這兩年我還尋
見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子女名份，祂看我是寶貴的，並
且不斷雕琢我的生命，如同雕琢寶石一樣。

神學旅程不單裝備我，也讓我的家人得著祝福，與家
人的關係更勝從前，這顆寶石是更難能可貴。我與丈
夫在六年前領養一位嚴重創傷的小女孩，要讓她痊癒
需要很多愛心和心血，而這兩年的裝備幫助我與家人
的關係得著轉化，與父母、丈夫和女兒的關係比以前
更甜蜜穩固！
要懂得欣賞上帝所賜的寶石，我相信要常存開放及感
恩的心，視自己如一個嬰孩，慢慢的接收、慢慢地成
長，並從中建立自信。感謝老師們的愛心和關懷，感
謝天父的帶領讓我有機會進入伯神接受裝備。盼望未
來能與同學們攜手得著更多的寶石！

2014年畢業禮花絮
畢業禮於2014年6月8日在大學會堂舉行

主禮人與眾畢業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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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講員：麥希真博士

會眾一同歌唱讚美

院長主持差遣禮

2014年 開學營 點滴

8月27至29日在突破青年村舉行

大合照

陸輝院長與何志滌牧師
2014畢業班同學致送禮物給本年度新生
同心敬拜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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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生趣

學位新生
名單

姓名

所屬教會 / 非所屬教會*

姓名

所屬教會 / 非所屬教會*

教牧學博士
金劍秋
余超鷹
吳婉玲

播道會尖福堂*

神學研究碩士-教牧輔導
何嘉俊

基石教會興田堂

轉化型領導學博士

黃燕文

播道會同福堂

宣道會東涌堂

王慧賢

平安福音堂*

宣道會北角堂

崔永賢

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道學碩士- 經卷研究

謝大偉

基督教兩會大場堂*

呂顯江

中華基督教會英華堂

黃文廣

深圳耶和華以勒教會*

高凌宇

中華基督教會英華堂*

王曉暉

廣東深圳海濱教會*

鄒東利

基督之家*

道學碩士- 教牧輔導
陳潔芳

Calvary Charismatic Church*

劉盈秀

611靈糧堂*

麥婉碧

宣道會信愛堂

高健

廣東省東莞市寮步教會*

黃佩珊

恩典浸信會*

何瑋琪

澳門下環宣道堂

鄭蘭英

土瓜灣浸信會

梁松興

基督徒會堂

李狄祥

靈糧之家*

楊娟麗

信義會生命堂

楊新萍

沙巴衛理公會兵南邦頌恩堂

張貴清

香港仔浸信會

陳秀美

浸信宣道會明道堂*

陳小玲

大埔浸信會

鄭蓉妹

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
道學碩士- 基督教教育

郭敏儀

青山浸信會

神學研究碩士-領導及靈命塑造
廖書琦

神學研究碩士-城市事工
馬光祥

信道會宣德堂*

周修禮

教會聚會所(基督徒管家)

道學碩士-領導及靈命塑造
李世傑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香港萬善堂
道學碩士-青少年事工培訓師

The Vine Church*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王勝武

播道會恩福堂*

郭嘉淩

香港華人基督會(何文田堂)*

陳愛明

元朗浸信會

張秀英

播道會同福堂*

劉凱琪

播道會愛秩序灣堂*

張慧

Isl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文學碩士-青少年事工培訓師
黃寶賢

般福堂*

李麗玲

香港聖公會聖安德烈堂*

房大偉

播道會恩福堂*

沈慧珍

宣道會*

陳德晶

宣道會宣愛堂*

陳倩華

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施慧寧

香港迦南堂*

神學研究碩士- 經卷研究
楊潔明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施熙慶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

李嘉駿

澳門下環宣道堂*

邵嘉賢

觀塘喜樂福音堂*

梁永賢

加略山香港教會

尹秀儀

李彩嫻

沙田浸信會*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鄭嘉麗

沙田浸信會

陳潔蘭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胡善芬

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

黃婉詩

鰂魚涌浸信會

許家欣

宣道會北角堂

神學研究碩士-青少年事工培訓師
羅俊德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袁珏

救世軍九龍中央堂*

王華峰

上海牧青教會*

*代表非所屬教會（即非受浸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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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播道會恩福堂*

饒敏玲

又新浸信會*

林笑華

香港宣教會恩基堂

何偉圻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劉智慧

香港浸信教會

黃偉雄

紅磡基督徒會堂*

陳桂芬

宣道會馬灣宣麗堂*

林婉婷

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

周淳芳

崇真會救恩堂

蘇敏慈

台北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
信友堂*

許祖宏

大埔平安福音堂

羅志良

又新浸信會*

廖佩霞

南屯門平安福音堂*

黃春艷

衛理公會天道堂*

李金鳳

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甘健濠

播道會恩福堂*

鄭玉君

中央華人浸信會

蔡寶玉

真理基石浸信會*

吳玉

又新浸信會*

梁寶珊

廣東道平安福音堂
神學學士

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學士
-成癮預防與治療
徐加文

循理會恩田堂*

王淑卿

富山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學士
-醫院事工與紓緩治療
張義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恩堂

楊鳳勤

香港仔浸信會

鍾美如

豐盛生命堂*

杜禮衡

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代表非所屬教會（即非受浸教會）

曾嘉豪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富善
佈道所*

李慧嵐

沙田浸信會

李子軒

香港浸信教會顯理福音堂*

劉家興

基督教主恩會

余綺雯

宣道會宣基堂

石芝蘭

沙田浸信會

• 青少年事工證書/文憑課程 2人

陳嘉兒

基督教主恩會

• 聖經及神學研究深造證書/文憑課程 5人

黃鎮升

勝利道潮語浸信會

• 基督教輔導學深造證書/文憑課程 21人

范偉鴻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陳曉瑩

青山浸信會

王敏珠

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

吳雪容

慈雲山潮人生命堂

何欣霖

荃灣基督教惠荃堂
神學研究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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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學士

何敏儀

古惠芬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恩堂

張增深

循理會良田堂*

黃美君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 延伸課程共79人
(截至2014年8月31日止)
• 聖經及神學研究證書/文憑課程 9人
• 基督教輔導學證書/文憑課程 42人

校 友 專區

學習與事奉
陳鏡榮牧師

本院神學研究學士、道學碩士、教牧學博士畢業生
剛剛過去的六月份，有機會探訪緬甸一間華語神學
院。雖然與師生第一次接觸，但是對於他們學習和相
處的氣氛，心裏有一股莫名的親切感和一種似曾相識
的感覺；大概是自己九年來一直在伯特利神學院學習
和成長的關係吧！
在最後一天晚上，自己被邀請對師生給予一些鼓勵和
勸勉的說話。其實，這也是我心底的說話。在學習的
過程中，總是苦樂參半；有時出盡全力而得不到好成
績，卻有時稍微付出而得到極好的成績，又或有時對
某個同學、老師的不滿，但是無論怎樣，這些都不是
重點。有一些同學選擇埋怨老師不公平，甚至懷恨於
心，視為一個不好的經歷，但是我想，盡管人看來是
一個極差的經歷，在神手中也是一個特意為我們預備
的好經歷。我們實在要感恩，可以被神揀選和接受裝
備，能夠有機會事奉正是莫大的福氣。

校

其實，我發現在畢業後的事奉生涯中，怎樣去回應上
司或同工對自己的批評、不滿，甚至不公平的對待，
這正是我們需要學習最重要的功課。從來有人的地方
就有分歧、紛爭，而導致各種分離和受傷。神學就是
要學神；無論是對人、對事都是要活出像基督。神學
院的學習不僅只是停留於知識的層面，而是在整個學
習的過程，能否建立與各同學和師長真摯的感情。同
樣，事奉也是一樣，關鍵是要建立關係而不是拆毀。
當然，與人建立關係是一生的功課，但如果現在我們
能在神學院打下這方面的基礎，便可預備將來面對更
惡劣的處境。神學院的學習是要學懂怎樣事奉，而事
奉中要學懂怎樣可以持續的事奉。

會 消息

友

1. 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5：00在母院禮堂地下舉行專題講座，題目為「教
牧如何面對變性與同性----婚姻條例之修訂」。
2. 2014年11月3日（星期一）上午11：30在九龍城好彩酒樓舉行茶聚及賀黃卓
英牧師生日。敬請各校友向陳浩昌牧師報名。

校

消息

友

1. 1998年校友林秀春的父親林世薰弟兄於6月15日安息主懷。
2. 1978年校友方信恩牧師於6月23日安息主懷。
3. 2007年校友胡英華的母親於6月27日安息主懷。
4. 2014年校友楊順儀的母親招秀芳姊妹安息主懷。
5.1980年校友陳炳輝的父親陳海利先生安息主懷，其安息禮已於8月3日舉行。
求主安慰以上各校友家人，並在禱告中記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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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事工 ． 代 禱 事 項 ． 財 務 報 告

學
院
事
工

•

黃天相博士於今年二月至七月的安息假已完結，期間完成了天道聖經註釋《哈巴谷書、西番雅書、
哈該書》，快將出版。

•

2014年基督教聯合書展於10月17至24日舉行，本院將在書展正式推出3.15「城市人的成癮與心靈
釋放」講座DVD 售賣。書展攤位在F7，歡迎參觀。

•

IT部聘請電腦程式員，有意者請參閱http://bethelhk.org/N/?c=280

•

請預留時間，並留意本院網站最新資料：
2015年2月7至9日 (六至一)
舉辦培靈會及召命探索日，主題「來•看看」

代禱事項
•

2014年秋季課程已於9月1日正式開課。請為新生的適應、同學的學習、講師的教學
工作禱告，求主賜精神及體力，繼續走裝備的路。

•

為2014年的畢業同學尋找或適應事奉崗位禱告。

•

為2014年籌備基督教聯合書展禱告。

•

求主供應經濟需要及感動更多的弟兄姊妹支持神學教育工作。

收入

財務報告 2013至2014年財務報告 － 9月至8月（審計前）
(港幣,000)

學費			
經常費奉獻		
伯特利輔導中心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其他		
總收入		

11,382
1,565
1,846
1,829
1,020
17,642

支出

講師薪津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行政運作及其他事工		
伯特利輔導中心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總支出		
盈餘		

督印人：陸輝
編委：黃天相、周美蘭、汪善儀、洪桑梓
地址：香港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設計：God-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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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000)
6,944
3,373
2,802
2,149
1,829
17,097
HK$545

伯 特 利輔 導 中 心消 息 ． 柏 祺 城市 轉 化 中 心 消 息

伯
特
利
輔
導
中
心
消
息

1. 今年為輔導中心成立十五周年誌慶，主題口號：「主恩豐盈十五載‧全人關懷展未來」。中心
將於10月11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假本院禮堂舉行感恩崇拜（會後薄具茶點招待），歡迎各界
人士參加。
2. 2014至2015年度中心共有105位義務輔導員。8月26日晚上舉行義工迎新會，約有50位輔導員
出席，重新接受新一年度的任命。
3. 中心於8月期間舉行四次表達藝術治療初體驗工作坊，會員免費參加，參加人次達50人。反應
踴躍，中心計劃再次開辦類似課程。
4. 首屆香港基督教歷奇輔導會議將於11月1日舉行，伯特利輔導中心是其中的協辦單位，大會主
題是：愛‧匯‧動。主要講員包括：蔡元雲醫生（突破機構）、謝智謀教授（台灣華人磐石領
袖協會)、李德誠先生（會議召集人)、黃葉仲萍博士（伯特利輔導中心總監)。會議舉行地點為
馬灣基督少年軍營地。是次會議，期望能結連香港及台灣不同的歷奇輔導單位，預計參與人數
150人。
5. 中心再次邀請簡約身心治療法導師Rob Fisher來港授課，「深入探討：性格策略」工作坊於明
年1月16日至18日（三天)舉行，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1. 中心於6月5日晚假尖沙咀青年會酒店舉行異象分享晚會，當晚除柏祺博士外，還有多位嘉賓及
同學的分享，亦有不同形式的精采表演及饒宗頤大師的作品拍賣，約150人出席，籌得善款超
過一百萬。
2. 英國劍橋懷理堂（Ridley Hall)倫理及領導學講師赫傑遜牧師博士（Revd Dr Richard Higginson）
在8月15至22日期間，除了為學院教授密集課程外，也為中心在不同場合講授和探討職場倫理，
工作神學及中國信徒現今的特定位置和對世界的影響力。
3. 中心與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合辦的課程在七月底完滿結束，於8月25日在大圍「一號雲頂」
會所舉行期終慶典，除頒發證書，並由講師及學員分享學習所得和應用，互相勉勵、守望。
4. 中心舉辦的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轉化城市：從處理衝突做起……」很榮幸邀請到香港大學
心理系副教授許志超博士於9月17日晚上在金鐘播道會港福堂與我們探討「轉化城市：從處理
衝突做起……」，並由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廖德漢牧師作回應，在這個衝突日益惡化的社會
上作「和平之子」。
5. 中心會於10月13至24日在柏祺博士的帶領下，一行約40人探訪土耳其，除追索保羅行蹤及啟
示錄七教會外，還會跟當地基督徒領袖及學者交流。

柏
祺
城
市
轉
化
中
心
消
息

以上活動之報名、詳情及查詢
伯特利輔導中心 http://bpcc.bethelhk.org 3586 0399 seminary@bethelhk.org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http://rbc.bethel.hk.org 2148 -5577 rbc@bethelhk.org

11

2015年 冬 季密集課程
學士及碩士課程（3個學分）、博士課程（4個學分）
MF8323家庭壓力與危機處理（粵語授課）
日期：2014年12月18至19（四至五），29至31日（一至三）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講師：屈偉豪教授（本院教牧輔導科教授）

PC4013／PC8013 輔導進階（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日期：2015年1月26至30日（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講師：譚月生教授（本院教牧輔導科教授）

PC4323／PC8323 內在家庭系統（英語授課、粵語傳譯）
日期：2015年1月5至9日（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講師：曹安純博士Dr. Greg Johanson（本院客席講師）

PC4563／PC8563 小組治療（普通話授課）
日期：2015年1月12至16日（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講師：唐右群講師（本院教牧輔導科客席講師）

PT3093-2／PT7093-2 基督化管理與行政：管理與應用（粵語授課）
日期：2015年1月26至30日（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講師：汪善儀博士、陳敏斯博士（本院實踐神學科講師）

TH2053／TH6053 中國教會史（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日期：2015年1月19至23日（一至五）
講師：鄞穎翹講師（本院客席講師）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UM7013／UM9014 普世城市事工（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日期：2015年1月5至9日（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講師：鄧達強博士、倪貢明博士（本院客席講師）

UM7043／UM9044 使命教會（普通話授課、粵語傳譯）
日期：2015年1月12至16日（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講師：陸輝博士（本院院長、實踐神學科教授）

查詢電話：2336 9197 註冊處
報名表格、費用等詳情請參閱：http://academics.bethelhk.org

學位課程學生註冊日期：2014年10月6-30日

非學位課程學生及新生截止報名日期：該科開課前兩星期

博士課程：詳情請參閱http://rbc.bethelhk.org

上課地點：伯特利神學院，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報名方法：1.本院學生可於2014年10月6-30日登入reg.bethelhk.org 網上註冊學科
2.其他學生可索取表格，連同費用於截止報名日期前寄/交伯特利神學院註冊處

歡迎修讀學分或旁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