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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的話

陸輝院 長

實踐上帝使命
「實踐上帝使命」是本院異象的下半部分，上半部

山倒海而來。現在回顧，相信這正是上帝對自己的

分則是「培育時代工人」。

安排，藉此讓我來學習如何以積極心態來順服，平
衡個人抱負及工作責任。倘若未能平衡，結果不是

學院期望同學在實踐使命中有三個努力的方向：

頻頻轉換工場，就是失卻動力，存著鬱鬱不得志的
心來繼續事奉。筆者等候了大約十年，才能開始看

第一，協調呼召與抱負、生命與事奉的差異。筆者

到成果。在例行工作中給會友的關懷、負責推動的

人生上半場有二十年時間在一所堂會事奉，下半場

事工得到會友的鼓勵及支持，筆者正面積極的態度

則在教會機構事奉，包括四年在香港教會更新運

最後得到長執信任，加上個人的成長及建立了較全

動，視野由堂會層次轉到教會整體層次；八年在中

面的視野，滿懷的大計最終可以一步一步的開展。

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由堂會層次轉到數十所堂會
及學校的支援及拓展層次；以及近年在神學院，集

及後在回應上帝呼召及轉換工場時，也看到上帝一

中在工人的培訓。在四十多年的事奉中，深深體會

步一步的預備及帶領，在過去堂會事奉的基礎上，

到上帝呼召、生命建立及發揮抱負間的互動。

繼續成長，努力建立。至於近年在神學教育的事
奉，可以說不在筆者個人計劃之內，然而既然進入

初到堂會事奉，學有所成滿懷大計，以為可以大展

此事奉崗位，也本著一貫的事奉心態，積極投入。

拳腳，誰知卻處處碰壁。努力事奉固然有成果，例

目前可說是在較少壓力下事奉，在院董及同工體諒

如講壇牧養、安排青年人培訓及活動、探訪牧養等

和信任的支持下，可以專心在上帝安排的崗位上回

等，但要進一步實踐個人的抱負，卻要周詳考慮不

應上帝的呼召及實踐個人的抱負。

同的意見及加倍努力，才有寸進。事奉期間，很想
多花時間進修及預備講道，可是常有突發事情，如

第二，發掘及運用恩賜。在學院的使命宣言中，期

需要探訪會友或接聽受情緒困擾會友的電話，加上

望同學可以「運用恩賜事奉」，因此在課程中設計

一個接一個的團契聚會及會議等，有時週日的講道

了好些實習機會，讓同學可以了解自己的恩賜，然

講章需要在週日凌晨兩三點才勉強完成，更遑論騰

後在工場上運用恩賜。恩賜的發掘及運用需要面對

出時間來進修及發展抱負。當時的掙扎是有興趣推

三方面的挑戰：

動的事工，不一定可以順利做到，例行的事工卻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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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恩賜是需要發掘及運用的。同學需要多點認

務。擁有個人魅力的領袖只屬少數，大部分的領袖

識自己，例如對什麼事情較有興趣，對什麼人較易

都需要有隊工的協助，才能有效地實踐使命。領袖

相處，及對什麼事工較易掌握及較有成就。答案若

的情緒智商，例如與隊工的溝通、體諒及支持，便

是正面，便是擁有相關恩賜的指標，然而也得透過

是建立隊工的關鍵。

實踐來肯定。在堂會事奉中，機會比比皆是，無
論是全堂的層次、部門的層次，還是團契小組的層

第三，天國的範圍包括了教會及社會，因此天國的

次，都可以成為實踐的場所。同學切忌過早為自己

使命也得在教會及社會中實踐。學院的使命宣言便

定型，要開放自己，勇於嘗試，然後才聚焦在一些

指出了「回應教會及社會的需要。」

有興趣有成效的事工上。這不是說要避開興趣不大
或不太擅長的事工，正如前段所言，自己興趣不大

本院的牧職課程就是回應需要，包括了神學學士、

但卻屬於責任的範圍，也是另類的開放及學習，投

道學學士及教牧學博士，都是為著在地方堂會及福

入了時間精力，也會結出成果。

音機構事奉的同工而設。而其他課程，包括了神
學研究學士、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學士、文

其次，在運用恩賜時也需要留意從錯誤中學習。這

學碩士、神學研究碩士、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

裡所說的錯誤，不是道德或刑事上的錯誤，而是成

士、轉化型領導學博士等等基本上都是為信徒而設

長中必然會遇到的錯誤。同學不用害怕別人不同的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也為教牧而設），目

意見，只要建立良性的討論或溝通渠道，透過坦誠

的是裝備信徒在職場上作見證。

及正面的分享討論，便可學到了解及尊重，有利
建立共識，事奉就會有成果。同學需要學習自我反

本院的課程內容也會盡量配合社會轉變，使同學可

省，需要堅持的可以堅持，需要改善的便去改善，

以適切地回應實際的需要，因此課程在傳統的聖經

更要學習接受別人的提醒及意見，否則便得遭受更

神學訓練以外，還加入了輔導事工、婚姻及家庭治

大的錯誤或創傷，才能學到功課。

療事工、青年培訓師事工、城市事工、領導及靈命
塑造事工等等，作牧養及拓展的裝備。

在運用恩賜時更需要努力建立隊工，包括同工的隊
工、長執的隊工及會眾的隊工。現代化的事奉，不

異象定下來了，願主賜福使用，能以落實異象，培

再是要突出某個人的貢獻，而是集體地努力完成任

育時代工人，實踐天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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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善儀博士

研究及發展總監、實踐神學講師

實踐使命．與主同行
基督徒若顧及上帝感受，都必會思考上帝給予自
己的使命，然後想去實踐。可是想過之後，結果
又如何呢？實踐上帝使命是怎麼樣的一回事？仿
佛這麼近又是那麼遠。

信徒要實踐神所託付的感動，其中一步就是進入
學術層面，在神學學習過程中經歷生命的磨煉，
包括知識的增進與生命的成長，這就是伯特利神
學院培訓學生的兩個重要範疇。

伯特利神學院致力實踐上帝使命，在此與大家從
三個不同角色去思想當中的意義。

正如前文「院長的話」提及學院有其特色，各類
的學科培訓帶著不同目標的同學。學院自兩位創
辦人胡遵理教士及石美玉醫師，從上帝領受歸主
為聖的異象，並以此為使命培訓上帝的僕人，且
交棒給藍如溪前院長。她於50周年金禧慶典中曾
以詩篇六十六篇12節道出神的信實可靠：「祢使
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祢卻使我們
到豐富之地。」 2因此，伯特利認定神學教育的基
礎是神的信實，並各種各樣的恩典，因材施教。

學生

每個學生最初報讀神學課程總有一個目的，心裡有
方向、夢想、計劃或期望，要達成目標必先要實
踐。可是在實踐以先，宜停下來，問問自己真的要
讀書？進修有助於事奉得力、得知識、在自己成長
的路上得幫助嗎？同時問問家人、好友、牧師的意
見。更要深思是，在過程中我們習慣了最後才問上
帝？還是應該先問上帝，再去找印證呢？
學生在這尋求的過程，最重要是得到從上帝而來
的感動，對上帝創造的世界有負擔、感情，關心
一些社群、事工及傳福音計劃。人要著手去與
上帝同工的時候，漸漸會產生出負擔、感動及關
心，最後會變成了清晰的使命。因此，使命是要
從上帝而來，祂才有介入的份兒。 1

1 Ortberg, John. Overcoming Your Shadow Mission . Zondervan, Grand Rapids, 2008, p. 13.
2 資料來自〈藍如溪院長在1975年於伯特利神學院金禧感恩會講詞〉。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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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續說：
「伯神從上海遷來香港，以後輾轉由香港而廣
西，由廣西而貴州，由貴州而上海，復由上海而
香港。每次遷移，損失不少。迭遭戰爭，經過水
火，均蒙神帶領，到達豐富之地。最後一次由上
海再遷香港，並非由於戰爭，乃完全出於神的旨
意，亦非何人有先見之明，不過是大家順服神的
帶領。若不聽從神的吩咐，伯神今天仍在上海。
但靠神奇妙帶領，使伯神二十多年來弦歌不絕，
在此訓練許多青年人終身事主。 」 3

專題文章

現時學院的神學訓練是引導學生尋找終身事主的
道路。以往提及終身事主，就只會聯想到在教會
的牧職事奉，但事實上，每人都有上帝給予的使
命，要以一生在不同處境中來事奉祂。學院就是
朝向「實踐上帝使命」的方向來訓練願意裝備為
主用的學生。學生畢業後，還有漫長的事奉人生
道路去實踐上帝使命。

講師

學院的講師各有自己的專業範疇，不同的經驗和
資歷。講師的使命與學生的使命截然不同，不會
來到學院才尋索使命。反而，在事奉過程中，上
帝可能會加添更多使命給個別老師。
講師是領受了與學院相類同的使命。類同的使命
不一定是同一句使命宣言，但以培育學生掌握使
命為己任，以回應教會和社會的需要，符合伯神
的教育宗旨。各學科的講師在自己崗位上完成上
帝給他們的使命，便出現互相効力的效果。這些
互動因各人有不同的恩賜及專門研究的學科，在
彼此互動下，讓學生面對自己的強項與弱點，吸
收要培訓的範疇。聖經科老師的使命是教導研讀
上帝話語，從不同書卷入手，按體裁、語言、歷
史背景、寫作目的、應用等不同角度，理解上帝
的話語，宣講祂的話語，發揮祂話語的力量。系
統神學科老師從教會歷代的神學觀點及倫理觀，

引導學生了解上帝的大能大力。實踐神學科老師
幫助學生把聖經及神學知識與社會及自己的專業
結合。老師實踐上帝使命，協助學生面對實踐上
帝使命的道路。

同工

同工也得帶著使命參與學院的事工，與講師對神
學教育及伯神類同的異象和使命，但同工負擔的
職分及崗位，與教學工作會有不同。有的同工擁
有財務管理的能力，有的善於人事工作，有的擅
長處理事務、整理文字、或籌劃活動等，伯神有
這批在背後支援的同工，才使教學工作更順利進
行，故此同工也是願意間接地訓練終身事奉上帝
的工人。
同工進入這神學院的職場，要付上的代價也不
少。人工不會高，升職機會微，而單單為了完成
及實踐上帝給他們的使命。與學生、講師一樣，
他們不單是個人參與，也得到家人的支持。他們
帶著愛神愛人的心，踏上事奉的路，實踐上帝託
付的使命。
伯神的使命是「訓練終身事主僕人，歸主為聖」，
而加入伯神的講師及同工，共同朝著這方向，受
訓的學生得到適合不同時代需要的裝備，到教會
和社區裡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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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上帝使命

張增深 (神學研究學士學生)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二十九18上）。我看
到一幅圖畫，就是莊稼已熟，需要有工人收割。事奉
多年，面對吸毒問題不斷變化，新一浪的毒品直湧入
不同的社會階層及家庭，吸毒者的身、心、靈都被摧
毀，有的更需要經常出入醫院見精神科醫生。這些吸
毒者不一定來自基層，就算學歷較高的專業人士也逃
不過引誘和試探，真是見者難過，聞者心酸。這更讓
我清楚知道要作時代的工人，需要為事奉進修，在知
識上增值，經過多年禱告、等候及印證，奇妙的主為
我開路，透過陸院長的勉勵，給我機會入讀伯神，並
印證了神就是聽禱告的神。
二零一二年二月，神讓我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使
我有機會學習不同的科目，認識到不同的老師，雖
然自己在學習上表現有高有低，但在他們的用心教
導下，使我獲益良多。聖經科的學習，使我對文本
進路、書卷的關聯、上下文的理解和應用，有著更
深入的認識。輔導科幫助我掌握同理心及輔導技
巧，亦同時使我了解自己更多。實踐神學不單啟發
了我，亦開闊了我的屬靈視野。我在學習中與不同
的老師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的關係，我衷心感謝各
老師的照顧，給予較多的愛心和指導，內心實在充

筆者（後排右）去年夏季參加宣教學密集課程時，跟嘉賓講
員麥希真牧師（前排右）、麥牧師女兒及同學合照。

滿無限的感激。老師的教導對我在機構的事奉確實
有重大的幫助。
我在神學院亦認識了不同課程的同學，大家一起參
與祈禱會，大家一起討論、分享，各人發揮恩賜，
完成小組功課。同學間雖然有不同的性格和意見，
又來自不同背景，但從中卻學會包容、尊重及欣
賞。感恩的是能認識到一群愛主的同學，大家能建
立一份深厚的感情及互相守望彼此的需要。
很多認識的同學現已進入不同的教會或機構事奉，我
亦蒙神引領返回互愛團契擔任同工培訓及牧養的工
作，現在一邊讀書一邊事奉。我將過去所學習到的神
學知識與輔導技巧，再結合自己多年在互愛團契事奉
的經驗，盼望能幫助到更多有心在福音戒毒上參與事
奉的同工，同工之間能夠彼此交流，在牧養上累積更
多寶貴的經驗，齊心去牧養神託付的小羊。
我期望自己能謙卑的服侍上帝，殷勤還要加上愛心
去牧養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明年，我盼能神學畢
業，求主使用我這卑微的器皿，為主作光。
願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天上的父神。

第 13 5屆 學 生 自 治 會

學生自治會顧問劉寶珠講師
副主席暨聯代李慧敏同學
膳食股吳雪容同學
財政繆正琇同學
主席黃鎮升同學
佈道股鄭惠芳同學
音樂股馬文強同學
文書及生活股沈穎欣同學
靈修股鮑諾禧同學

第135屆學生自治會已於十月一日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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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不分前後列）

九十周年特輯

主禮人並參與傳光禮之校友及同學合照

學院九十周年之感恩崇拜已於11月22日在美光樓舉行，當天嘉賓及教職
員約300人出席，一同回顧了學院的歷史，同心感謝上帝的信實和帶領。
校友兼現屆院董會主席胡明添牧師在分享中談到校徽上「歸主為聖」的
教導，概念始於創校當年盛行的聖潔運動。兩位創校人胡遵理教士和石美玉醫
師均有著美以美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背景，她們從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在歐美推動的靈命更新運動中得到啟發，而胡牧師從校史中提醒，
追求生命聖潔是信徒所持的一種價值，讓生命經過砥礪，以事奉上帝。這份追
求實在不受年代所限，亦不因世界的變遷而改變。「歸主為聖」為伯特利神學
院定立神學教育的方針，提醒我們在培育時代工人這差事上之基本方向。在
21世紀，我們回想兩位創辦人從上帝所領受的感召，她們選上切合時代、訓
練工人的中心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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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周年特輯

燭光代表學院的使命、異象及神學教育理念，邁向百
周年，師生、校友立志讓光繼續傳開，宣揚主的名，分享
主教導。
感恩崇拜當天邀得九位校友代表參與立約，當中有40年代至今的畢業
學生，有最起初修讀聖經科的校友至近年博士課程的畢業生，他們把燭光傳
遞給來自九個不同課程的現今學生代表，學生代表又將火光燃點開去，代表
90年各先賢校友為學院建立基礎，而眾師生繼續遵從聖經教導，立志歸主為
聖，以傳揚福音至不同階層、職場及文化圈子為己任，奮力建立主的教會。

立約行動 – 傳光禮
校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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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

翁榮卿校友

1941年聖經科畢業

黃鎮升同學

神學學士課程 BTH

黃孝惠校友

1952年神學科畢業

張增深同學

神學研究學士課程 BTS

柳鎮平校友

1961年神學學士畢業

劉智慧同學

胡明添校友

1970年神學學士畢業

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
學士課程 BCC

李德榮校友

1983年神學學士畢業

羅廣權同學

道學碩士課程 MDiv

劉寶珠校友

2004年神學學士畢業

王慧賢同學

神學研究碩士課程 MTS

吳靜華校友

2008年基督教婚姻及
家庭治療碩士畢業

何耀新同學

文學碩士課程 MA

尹秀儀同學

潘寶玉校友

2012年道學碩士畢業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課程 MCMFT

陳鏡榮校友

2010年神學研究學士、
2012年道學碩士及
2014年教牧學博士畢業

鄭佑中同學

教牧學博士課程 DMin

賴淑芬同學

轉化型領導學博士課程 DTL

九十周年特輯

1941年畢業翁榮卿校友
2014年畢業陳鏡榮校友

1952年畢業黃孝惠校友

2012年畢業潘寶玉校友

1961年畢業柳鎮平校友

2008年畢業吳靜華校友

1970年畢業胡明添校友

2004年畢業劉寶珠校友

1983年畢業李德榮校友

當天感恩崇拜及賀禮奉獻為港幣42,480元及澳門幣100元，全數將撥入
電子圖書館發展基金。另有指定奉獻共港幣1,700元，以支持學院之經常費、
講師薪金、「藍如溪」教席基金及伯特利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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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周年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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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區

使命、裝備皆恩典
盧光榮

2015年神學學士畢業校友
自2006年信主後，我常聽的經文就是大使命宣言，
《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至20節能琅琅上口，尤其
提到「所以，你們要去」一句中「去」這個字，使我
感覺充滿動力，希望為上帝傳揚福音，做更多的事
情。然而我正想全力以赴事奉上帝的時候，突然事事
不順，我受了很大的挫折，更失業了六個月，生活處
於艱難的日子。感謝主！祂在這日子裡讓我心裡有平
安，更發覺自己被很多問題困擾，我開始慢慢放下自
己，不敢想得太多，便返回商業世界工作。
上帝很奇妙，當我返回工作崗位後不足一個月，祂又再
一次呼召我，並帶領我來到伯特利神學院接受神學裝
備。準備入學前，我心裡仍存有很多疑問。雖然口裡常
說依靠神，但心裡卻很掙扎，我問：究竟真的能完成四
年全時間神學課程嗎？我沒有收入，學歷又不高，並且
要照顧長期患病的太太，心裡委實憂慮重重。

督導和同學彼此之間的學習、行動、反省、再行動，
我了解自己更多，生命也慢慢地成長。此外，老師以
榜樣作生命的教導，更影響我日後的事奉，例如在一
個早禮拜之後，學院安排為每位學生送上一杯涼水，
我從尊敬的老師手上接過這杯水，心裡非常感動，這
杯我還保留到現在。我還有一位最懷念的老師，雖然
他已離世，但他每一句話都常在我心裡，激勵我。
神學教育不單讓我增加知識，也使個人生命得到成
長。我們要實踐上帝使命，也要裝備好自己，才能做
到大使命經文的下半部分：「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二十八20）

四年學院的生活實不容易，每日都擔心明日如何生
活？感謝主，在這期間感動很多人支持及供應我，尤
其學院的同學，他們非常照顧我，時常給我買食物，
又為我在家裡多預備飯盒，請我喝咖啡，又請我看電
影等等，心裡感覺非常溫暖，謝謝他們的付出，使我
經歷到上帝的愛。
學習方面又是另一個難題，我自問學識少、年紀大、
無記性。雖然這樣，但我鼓勵自己要用心。我感恩能
學習「寫作研究」這門課，讓我在寫作和讀書技巧
方面得到很大的幫助。另外，我發現與同學組成學
習小組，一起溫習也是很好的方法，藉着互相鼓勵和
關心，幫助大家提升學習成效，也增進同學之間的感
情。畢業前一年，我修讀了「臨床牧關」課程，經歷

盧校友獲尊敬的老
師送上一杯涼水，
心裡感
激，他妥善地把當
天的紙水杯收藏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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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區

校

會 活動

友

1. 校友會定於2016年1月4至6日（一至三）舉行千年瑤寨地下河、漁水竹筏、英西峰林遊山玩水
三天之旅，歡迎各校友參加。旅程首天早上8時於羅湖口岸茶餐廳門口集合，成人團費每位為
港幣1088元，小童每位港幣888元，截止日期為12月14日。查詢詳情及報名，請聯絡陳華明或
胡珍校友。
2. 丙申年新春與院長團拜定於2016年2月15日（一）上午10時舉行，請各校友預留時間参加。

校
友

消息
1. 陳漢山（2003年校友）之父親陳德民先生於8月17日離世，出殯禮已於9月13日舉行，謹此
悼念。
2. 潘志聰（2000年校友）的太太潘周麗兒師母於10月19日安息主懷，追思會及安息禮拜已於
11月21日舉行，謹此悼念。
3. 宋知真（1952年校友）於10月16日晚安息主懷，宋老師的追思禮拜已於11月13日在她居住
地內布拉斯加州Scottsbluff小鎮的長老會禮拜堂舉行，謹此悼念。
4. 謝婉菁（1978年校友）之母親謝劉菊英老太於11月7日息勞歸主，安息禮拜已於11月29日
在東華三院鑽石山殯儀館舉行，謹此悼念。
5. 謝達明（2004年校友）患鼻咽癌，已擴散到肝、淋巴及腳骨，最近接受化療，現時身體非
常軟弱，生活拮据。校友會呼籲各校友在11月10日（二）至12月31日（四）期間為謝校友
及其家庭的經濟捐獻及祈禱記念，詳情可與李德榮校友聯絡。
6. 陳冠成（2009年校友）已於10月25日於旺角浸信會按立為牧師，謹此道賀。
7. 本院一位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MCMFT）畢業生已成功獲得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協
會臨床院士（AAMFT Clinical Fellowship）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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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事工．講師消息 ．特別報告
•

學院將於2016年3月6及7日（日及一）舉辦召命探索日，內容包括見證分享、參觀校園、約見講師
和體驗課堂生活等，誠邀各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認識及思考生命方向和神的呼召。

•

2016年4月24日（日）將舉行兩項院慶活動：運動籌款同樂日、師友同聚盆菜宴，願彼此在樂趣中
相交，亦一同支持學院。

•

伯特利佈道團在本學期逢星期四下午探訪學院附近的護老院，關心長者。

•

聖誕節當天，伯特利佈道團將應邀到壁屋監獄舉行四場福音聚會，共有二十位師生報名參加。

•

2016年1月，伯特利佈道團將探訪關懷深水埗的露宿者及基層街坊。

•

學院已完成網站的首階段更新工作，主頁採用了新的頁面設計，稍後學院將逐步增加網站其他內
容，希望此溝通平台更便於使用。

•

本院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MCMFT）課程經審批後繼續獲得香港專業輔導協會
（HKPCA）認證。

•

本年8月至明年2月為屈黎懿堅教授的安息假期，以進行研究工作。

親愛的讀者：
感謝您們一直對伯特利神學院的支持和關心。學院有見近年電子傳送技術愈來愈普及，
現計劃於2016年6月起以電郵方式送出院訊（電子版），予以個人名義收閱通訊的讀者，
冀能保護環境之餘，同時減輕印刷及行政開支。2015年12月、2016年3月及2016年6月三
期，將同步送上印刷版及電子版院訊。
為讓我們順利送上院訊，敬請閣下於2016年5月15日前填妥下列回條，寄回：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伯特利
神學院研究及發展部收，或電郵至 e-newsletter@bethelhk.org
註：教會或機構之院訊讀者，則將繼續以普通郵遞方式獲寄院訊及學院相關資料。

伯特利神學院 謹上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希望於2016年6月後，
詳見地址標籤右下角

（請以

選擇合適之一項）

□ 繼續以普通郵遞方式收取伯特利神學院院訊及相關資料；
若需更新，請填上新的郵遞地址：

□ 以電郵方式收取伯特利神學院院訊（電子版），並確認以下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祈請留意並跟進。

13

代禱事項． 財 務 報 告

代禱事項
•

冬季密集課程由2016年1月4日至29日進行，請為講師與學生的精神及體力禱告。

•

為伯特利佈道團的佈道事工代禱，求主帶領，讓福音得以廣傳。

•

為學院90周年慶祝活動的策劃與實踐禱告。

收入

財務報告2014-2015年度財務報告 （審計前）1/9/2014~31/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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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000)

            11,228    
1,442         
2,188    
2,173         
1,086      
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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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敷		

督印人：陸輝院長
編輯及製作：研究及發展部
電話：2336-9197
地址：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網址：www.bethelhk.org
電郵：seminary@bethelhk.org
設計：God-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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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000)

7,087         
3,756         
4,040         
2,366        
2,100
19,349
（1,232）

伯 特 利 輔 導 中 心 消 息 ． 柏 祺 城市 轉 化 中 心 消 息

1. 由2015年1月開始，生命與婚姻啟迪培訓有限公司發展網上事工，在推行婚前及婚後評估網上版至
今已有1175位使用者完成登記手續，約佔受訓人數之四成。事工發展計劃於2016年1月18日及25日
首次開辦導師培訓課程，希望為事工發展注入新元素。
2. 第十屆50+退休人士生命重整課程已於10月15日開始，新增學員17位。第十一屆課程預計於
2016年3月3日開始，報名詳情及查詢歡迎與課程策劃林健生博士聯絡。此外，為了事工發展及
分工，最近成立了50+管理委員會，名單如下：張廸平（主席）、易鳳翔（副主席）、鄧力發
（書記）、余子結（財政）、何瑞娟（總務）、陳華明（外務）、吳翠蘭（項目聯絡）、林健
生（課程聯絡）、馬麗珍（舊生會聯絡），共九位成員；黃葉仲萍博士為顧問。
3. 基督教歷奇輔導小組近期舉辦成長小組體驗日及野外屬靈操練體驗日，參加者均認為收穫豐
富。小組正開展社區及教會機構合作計劃，於11月27日應邀往天水圍帶領單親家庭婦女小組活
動，並於12月5日至6日應邀帶領野外露營活動。
4. 中心於明年1月2日（六）舉行一年一度聯誼郊遊活動，歡迎中心同工、義工、會員、友好參
加。詳情及報名敬請留意中心網頁消息。
5. 2016年2月20日及27日（六）兩天舉行Kimochis執行師認證課程，課程目標為教導孩子認識及
管理情緒，掌握社交技巧及溝通方式等。此課程適合輔導員、社工、教師、教牧，及兒童事工
導師等人士，名額共30位，1月31日前報名可享優惠價。詳情及報名表格可於網頁下載。
以上活動詳情及報名方法，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bpcc.bethelhk.org/
或來電查詢 3586 0399。

1. 中心由柏祺博士帶領下，一行30多人於10月20至31日到了埃及、約旦、以色列及巴勒斯坦，
進行考察。除探索歷史外，還跟當地的基督徒領袖及學者交流，瞭解其歷史背景，教會面對處
境的掙扎和挑戰，藉此吸納不同的城市事工理念及模式。
2. 由中心協辦的2015使命商道論壇「團契與蛻變：基督徒召命的再思」已於10月24日假城景國
際酒店舉行，今年的兩位主題講者為溫偉耀及郭偉聯博士，並邀請了接近20位來自不同界別的
講者分享他們的實戰經驗，超過200人參加。
3.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轉化城市：從時裝潮流做起……」已於12月2日晚假金鐘港福堂舉
行，由Amenpapa（福音潮牌）創辦人潘正輝先生作主講嘉賓，並由對信仰文化素有研究的
雷競業博士作回應。
4. 2016全球領袖高峰會（香港）將於2016年1月29及30日假灣仔葡萄藤教會舉行，歡迎報名參加。
5. 2016基督教教會／機構轉化式領導及管理課程將於2月22日開課（一），隔周上課一天，五個
月內完成所有單元。每位學費$11,000（四位報讀，一位免費），截止日期為2月8日。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rbc.bethelhk.org
或來電查詢: 2148 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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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春 季課程
學士課程編號

碩士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BS1033-1

BS5033-1

五經研讀 - 創世記

黃儀章教授

BS1083-1

BS5083-1

詩歌書研讀 - 詩篇

黃天相教授

BS1083-21

BS5083-21

原文釋經 - 雅歌

黃天相教授

BS1533

BS5533
BS5543-2

使徒行傳

周詠琴講師

保羅書信 I - 哥林多前書

周詠琴講師

BS1543-2

BS1553

BS5553

保羅書信 II - 腓、門

葉漢浩博士

BS1583-41

BS5583-41

原文釋經 - 約翰一書

李雋教授

BS1603

BS5603

新約詮釋學(A組、N組)

李雋教授、陸輝博士

BS1903B

BS5903B

希臘文 I B

周詠琴講師

BS1963B

BS5963B

希伯來文 I B

黃天相教授

CE3553

CE7553

門徒訓練

屈黎懿堅教授

CE3563

CE7563

兒童基督教教育

屈黎懿堅教授

CE3623

CE7623

基督教家庭生活教育

屈黎懿堅教授

GE1103

寫作研究

何慶昌博士

GE1213

哲學概論

李少秋教授

GE1313

傳理學

汪善儀博士

GE1323

心理學概論

吳子傑講師

PC8083

個人成長

周美蘭博士

輔導學理論

吳靜華博士

MF8013

深層治療技巧

屈偉豪教授

MF8023

成長小組 (A組、B組)

GE1333
GE1353

(課程限制: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MF8413

婚姻輔導

屈偉豪教授

MF8543

結構家庭治療

甄鳳玲博士

PC4003

PC8003

輔導技巧

劉志遠講師

PC4103

PC8103

青少年心理輔導

董愛莉講師

PC4113

PC8113

成年/老年心理輔導

黃葉仲萍教授

PC4933

PC8933

整全歷奇與成長

李德誠先生

PC8023

輔導學理論

吳靜華博士

PC8563

小組治療

甄鳳玲博士

PT3013

PT7013

教牧學

陸輝博士、汪善儀博士

PT3133

PT7133

釋經講道研習

陸輝博士

PT3322

PT7306

教工實習

屈黎懿堅教授

SP3023

SP7023

靈修導引

陳誠東博士

SP3053

SP7053

領導學：基督教的理論與實踐

呂慶雄博士

TH2023

TH6023

系統神學 II

李少秋教授

TH2033

TH6033

基督教倫理學

葉偉海講師

TH2123

TH6123

基督教靈修學

陳誠東博士

TH6163

實用倫理學 - 企業、教會

李少秋教授

TR4803

TR8803

輔導實習 I (A組、N組)

TR4813

TR8813

輔導實習 II (A組、N組)

TR8823

輔導實習 III (A組、B組)

WR7016

畢業論文 I

WR7026

畢業論文II

YM7043

青少年的靈命塑造

YM3043

伍德輝講師

開課日期: 2016年2月1日
註: 部分科目設有先修科及不設旁聽

延神課程截止報名日期: 該兩科開學前兩星期

詳情請參閱單張或登入本院網址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