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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的話

陸輝院 長

教會的教育事工
較早前收到福音證主協會創辦人薛孔奇先生於該協
會四十五周年崇拜中送出真皮書簽一張，上面寫著
「教會教育．聖經教導」，反映出薛先生及福音證
主協會一直的關注在於教會的教育事工，尤其是聖
經的教導。

教育顧名思義是灌輸知識、建立價值信念、加強實
踐技能。教會教育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重要的概
念如教育的哲學、信仰的確立和全人的發展，也涉
及教導者的傳遞方式，所需的技能和適合的課程，
可以因材施教、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最後得到適
切的評估等等，最重要的是能夠培育一個真正的信
徒。

教會的教育事工始於神學院校的教育事工。神學院
培訓教牧人員，而教牧人員則在教會中推動教育事
工及聖經教導。環顧今天的神學教育及教會教育，
與半世紀前的事工比較，實在大大的不同了，是福
是禍言之尚早，但是不能不及早正視。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簡而言之，以上
經文點出了教會教育的焦點：教育事工及聖經教導
是使我們的心歸向上帝，可以在人生每一領域見證
上帝的心意，也可以活出豐盛生命。

首先是神學院校的教育事工。聖經研究越來越深
入，教師運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提升要求，
使學生可以熟記聖經，更可以掌握理論正確分解。
神學研究也保持過往水準，教會歷史、系統神學、
聖經倫理等等，繼承了西方的優良傳統。神學院校
的牧養培訓越來越嚴格，什麼的牧養神學、講道
學習、牧職實習、牧關實踐等，務求學生可以全天
候的牧養。然而很多院校都減少了基督教教育的課
程。正面來說是將基督教教育的內容融合在實踐神
學的不同科目及單元中，但反面來說是因為加強了
其他範疇的學習，唯有減少基督教教育的課程了。

神學院校需要反思神學訓練的目標及過程，使教牧
人員在教會中可以貫徹教會教育的任務。教會也得
因應時代轉變，為教會教育重新定位，善用整合各
種資源，建立信徒生命，實踐上帝交付的使命。

其次是教會的教育事工。昔日堂會的講壇大都由堂
會的牧者主講，今天的講壇傾向找堂會外的牧者主
講。昔日堂會的主日學多由堂會肢體任教，今天大
部分堂會的主日學都只服事小朋友，甚或變成可有
可無。雖然有些堂會以平日查經班代替主日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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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查經卻付之闕如。會友若有追求聖經知識的
心，老早便跑去參加教會以外的查經團契或聖經課
程了。這不是說這些團契或課程不好，事實上實在
太好了，會友都有雪亮的眼睛，作出精明的抉擇。
因此作為堂會牧者，也樂得作出了「外判」的措
施。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教會教育事工若要重新
定位，就要思考如何整合福音機構的貢獻，協助教
會發展教育事工？

專題文章

屈黎懿堅教授

基督教教育教授、學士課程主任、教工實習主任

生命的培育
今年三月香港在數日之間接二連三發生學生自殺
的事件，大眾都突然驚覺問題的嚴重性，同時關心
到兒童和青少年的成長現況。因此政府和學校立即
探究原因，並作出對策，教育局在召開緊急會議後
宣布推出多項措施，其中包括向學生宣傳要珍惜生
命，與此同時有人再次提出在學校中需要推行生
命教育，其實香港在多年前已有提倡生命教育的課
程，但原來不少學校，由於各樣的限制，始終未能
有效地推行。當然加入了生命教育的課程，並不能
保證學生不會輕生，但預防工作總會減低問題發
生的可能性。不過這次事件真的凸顯了我們對生命
培育意識的薄弱，一向只注重知識的增長，而忽略
了生命的塑造，在無風無浪，沒有挑戰的日子，個
人生命素質的強弱並不明顯，但當壓力逆境的考驗

來到，生命素質的高低分別就立竿見影，表露無
遺，可惜的是人往往都是在發生問題之後，才意
識到預防的重要。香港教育大學教育與心靈教育
中心項目經理何榮漢博士曾指出，防治的工作應
是在平日未有問題發生時便施行，不應於事情發
生後才速速推動， 1 何榮漢博士的說話不但提醒了
我們不要忽略平日所應做的預防功夫，同時也帶
出了教育所產生的功效並非朝夕可見，乃是需要
假以時日才會顯露出來。
生命培育一直是歷代教會其中一項極為重要的發
展事工，現今大多教會都會透過講道、主日學、
門徒訓練、團契、小組、營會、講座等各類不同
的教導事工來幫助信徒在身、心、靈各方面的成

1 何榮漢，「同走幽谷 ─ 面對連環輕生事件，」《時代論壇週報》，第1490期，201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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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長，期望信徒生命邁向成熟，在生活中為主作美好
的見證。不過近年來信徒在堂會所辦的主日學，或
聖經課程的參與程度都未算積極，這現象反映了教
會在生命培育的發展上仍需努力，雖然教會恆常設
有培育信徒的事工，但如果缺乏系統性的課程設
計，以及未能提供對應信徒成長需要的課程內容，
又或教導者預備不足，未能引導學生在信仰中有深
入的探討，學生也自然不願參加。另一方面信徒對
培育事工的反應冷淡，可能是信徒忽視了生命成
長的重要，未有將追求成長放在生活的優先次序，
因為接受培育是需要付出時間和資源的代價，生命
轉化也需要勇敢地接受挑戰，願意作出改變，生命
才能有所成長。可惜現代人生活繁忙，每個人在工
作和家庭上也有應負的責任，再加上人總會趨向追
求娛樂，享受得到即時滿足，以及人的惰性和罪性
會使人只求安逸，這一切都成為了尋求生命提升
的攔阻。可是屬靈生命實在是有如逆水行舟，不進
則退，假使信徒未有在教會得著良好的生命培育，
又或個人未有好好的研習聖經，在屬靈操練下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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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當生活上遇到逆境挫折，生命陷入困境，又或
碰到情慾試探、物質誘惑之時，由於屬靈生命的根
基薄弱，自然便會無力勝過考驗，最後只會停滯、
跌倒，甚或離開上帝。
主耶穌在離世升天時頒布了大使命，吩咐門徒要將
祂的教訓教導眾人遵守，而教會的教導事工就是幫
助人認識基督，得享豐盛的生命，追求生命成長，
一生效法基督。不過教導事工在教會中能否有效地
推行？信徒的生命又是否被培育成長？那就需要各
方的盡心努力才能達成，就如牧者必須認同生命培
育的重要，以此為教會發展的重點，並且也要仔細
設計和推行培育的計劃，而信徒領袖則需要在教導
事工中作個甘心樂意的事奉者，當然更重要的是有
一群願意謙卑學習和受教的會眾。總括來說，教會
的教導事工必須具備三項的條件，擁有對應需要的
課程、忠心事奉的教導者，和持續追求生命成長的
學習者，這三項的要素實在是缺一不可，信徒生命
才能有效地被建立起來。

校園生趣

我學、我思—
港外同學的學期終結反思
侯保行

道學碩士學生，主修基督教教育
巴拿馬基督教華人教會傳道同工
神帶領我來到香港伯特利神學院，接受道學碩士課
程的裝備。我在學習將近尾聲的時候，回顧當中的
經驗，盼望從五個方向把所學應用到牧養上。
身體：我主修基督教教育（下文稱「基教」），學
習包括身、心、靈的全人培育。學習期間，學院要
求港外學生、未婚之神學學士及道學碩士生同在學
院住宿，旨為學習群體生活，而讓我身處異國他鄉
不擔心害怕，反而省錢省時，並且能專心讀書。學
院宿舍規定晚上十一點就寢，早上六時起床，訓練
我作息的規律，讓我有飽滿的精神讀書。另外，學
院附近設有公園，成為了我做運動和放鬆的好地
方。提醒我在思考牧養事工時，不忽視照顧自己和
弟兄姊妹的身體。
心理╱情緒：在第一年的學習生活中，我要有很大
的適應，期間遇過挫折，有很多的「不」、「沒
有」和「很多」：不會搭地鐵和公車，不會做功
課，面對不同背景成長的人，不知如何表達自己，
不會英文難以閱讀英文參考書，不知從哪裡開始學
習。我的牧師曾問我：「是否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
小學生？」我自嘲的說：「現在我感覺自己是剛入
學的幼稚園學生，以前在自己地方還算個人才，來
到這裡變成了蠢材。」我學習依靠上帝，運用所學
習的，保持輕鬆的心境和積極的態度。神給予我的
信、望、愛，讓我有能力面對我的壓力，在困難和
逆境中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也豐富了我的心胸。

筆者（右二）與同學

我的聖經知識，教我更全面研讀聖經；神學科讓我
對信仰有更深的認識；輔導科與臨床牧關課幫助我
學習聆聽、同理及運用不同的輔導理論和技巧，有
助我的關顧和輔導工作，幫助我認識自我，自我肯
定。加上其他的不同科目，讓我知識增長的同時，
智慧和靈命也同時增長，以面對牧養及生命的挑
戰。
社群：在神學院，我接觸到來自不同地區的同學，
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生活習慣、性格的互動
下，我們有不少磨擦，但在進修的過程中，我學習
接納、尊重、包容、饒恕和分享。因著知識和生命
的交流，歡笑與眼淚中贏得很好的友誼。不同科目
學習中，我接觸不同類型的同學，學習放下自己，
調整人際相處。
靈性：每日固定的靈修時間是我最享受的時刻，透
過與主相交，建立與主更親密的關係，經歷從神而
來的釋放、平安、喜樂和安慰，雖經歷過靈性低
谷，上帝帶我一次次的走過。另外，有機會學習和
操練「默觀」，讓我學習靜謐、獨處和專注，從內
省 中 成 長 ， 把 眼 光 專 注 於 基督。
教會幫助信徒在不同層面
上，發展他們的身、心、
社、知和靈，使他們的生
命成長，我願把所學和所
經驗的帶到牧養上。

心智：學院有優秀的師資，增長了我的知識和屬靈
眼界，無論是在聖經科、神學科，或輔導科，老師
不單傳遞知識，也在傳遞生命，成為我學習的榜
樣，他們如一盞盞的明燈，照亮伯特利的每個學
生。基教課程很全面，涉及不同層面，聖經科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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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區

教會事工與基督教教育
王翠薇

荃灣潮語浸信會主任牧師
道學碩士畢業校友，主修基督教教育
筆者還記得在伯神上基督教教育（下文稱「基教」）
的課堂時，屈黎懿堅博士常說「基教」很多時是
「 預防性重於治療性」；又強調「果效」與「過程」
都是同樣重要，但不一定會立竿見影。因為「基教」
是一個漫長的生命培育「過程」，又未必即時見到
「果效」。在這個講求效益的社會中，現在的教會
也漸漸被薰陶，期望見到的是數字上的增長。故此，
要在這些講求「效益」的教會中認真地推動以「生命
成長」為目標的「基教」事工，的確是困難重重。可
是，我們都明白主耶穌升天前託付給教會的大使命（太
二十八19-20），莫過於使萬民作祂的門徒，遵守主
的道，我們認真地以生命成長為目標去發展基教事
工，是重要且有效的方法，去建立門徒，達成使命。
「生命成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中間是一個漸
進的過程。在哈格貝里和古利希（Janet O. Hagberg
and Robert A. Guelich）的著作中提到不同的信仰歷
程中都會面對「圍牆」（wall），沒有特定的，因人而
異；可能是感情、人際關係、金錢、感受等在信徒生
命中出現，阻礙了信徒對神的信心，甚至離開信仰。1
這些現象在我們的牧養生涯中屢見不鮮。這反映了信
徒未能深化信仰帶來的力量，要被指導。可是當信徒
已經身處「圍牆」時，要作出治療性的引導是不容易
的；而預防就是「預告」信徒，人生有可能出現的危
機，教導他們如何作好預備面對。當然有準備不一定
勝得過，但無準備的人，就多數會輸。另外這個事工

校
友

校
友

6

要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指出該階段的危機，提高信徒的
警覺及教導他們如何運用神的話語去處理和面對 。
所以教會要推動這項以「生命成長」為目標的「基
教」事工，不能純粹以「業績」去判斷其成效。
既然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不同的需要，那麼可能有人會
問「基教」應該從哪個群體開始？這根本是沒有絕對
的答案，事實就是教會應按著自己會眾的組合及教會
特點等作出評估，決定應該要先強化那一個群體的教
導事工。只是筆者認為推動「基教」的人，要明白教
會事工是環環緊扣，以找出不同事工的互動之處作全
面的評估和策劃。例如：要強化兒童和青少年事工，
不可只是集中教導他們，也要考慮他們的家長對兒童
和青少年的影響。因此，家長教育也是不可輕忽的。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教會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教育事
工在推行，只是隨著教會越來越傾向被「利益主義」
所影響，就漸漸把教會的教育事工路向，以課程培育
信徒的信仰知識或事奉技巧，卻容易遺忘了基本上的
「基教」更加重要的是培育信徒認識信仰，並懂得在
生活中運用真理面對問題，以發掘出更多信仰經歷。
最終成為真正願意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的門徒（太十
八24）！
1 Janet O. Hagberg and Robert A. Guelich, The Critical Journey, Stages in the Life of Faith,
2th ed. (Salem: Sheffield Publishing, 2004), 7.

會 活動
本會定於6月13日（一）上午11時在神學院220室舉行迎新會，會後將於美光樓禮堂設聚餐，讓新舊
校友彼此認識，分享禱告，敬請預留時間參加，並請以電郵回覆校友會（bethelbsaa@gmail.com）
或李德榮校友（takwing_lee@yahoo.com.hk），以便安排。

消息
黃明開（2015年校友）及楊雯儀（2011年校友）於5月21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結婚典禮。

九十周年特輯
運動籌款同樂日及師友同聚盆菜宴已
在4月24日於歡愉聲中渡過，為學院90周年
慶祝活動帶來美好的結束。

同工一絲不苟，細心安排各項活動。

打氣隊竭力為支持的隊伍加油，努
力練習，打氣口號鏗鏘有力。

參加者發揮合作的精神。

健兒賽前熱身，調和體溫之餘，也提升肌肉的靈活反應。
老師到場為學生打氣。

運動日有賴各方友好的參與。圖左起為歷奇團隊代表李德
誠、嘉賓跑手蔡偉途、黎可基及袁達枝。伯特利總會總幹事
林漢偉及陸輝院長代表致謝。

院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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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周年特輯
雖然當天陰晴不定，但無礙伯神師生及友好落力參與。運動同樂日
於九龍仔運動場舉行，無論是十公里個人賽、3.2公里隊際接力項目或親子
樂步行，參與的運動員均全力以赴，接力賽隊伍還悉心打扮，決意同時爭
取「最吸引隊伍造型」獎項。同學和友好自發組成啦啦隊為運動員打氣，
老師也力竭聲嘶為學生吶喊。嘉賓跑手袁達枝先生、黎可基先生及蔡偉途
先生冒著雨到場，提供專業意見之餘，也一同走上賽道，讓一眾伯神人同
樂，彼此以歡笑激勵。另外，感謝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恩堂、基督教伯特利
會遵理堂及伯特利神學院歷奇團隊設計及提供親子活動攤位。

十公里賽

無懼雨水，健兒全力以赴，為了爭分奪秒。

親子活動攤位，讓男女老幼一同舒筋活骼，享受運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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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攤位

九十周年特輯

3.2公里接力賽

接力賽隊為奪取最吸引造型的殊榮，大家當然花點心思。

接力賽運動員講求個人速度，還要建立默契，發揮團隊精神。

留住歡樂時光。

頒獎嘉賓陳敏斯教授與接力賽季軍隊伍鬼馬合照，貫徹運動同樂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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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周年特輯
當晚，於學院美光樓擺設56席盆菜宴，讓師生、校友聚首，大快朵頤之餘，懷緬大家
在嘉林邊道相聚相知的日子，重溫彼此之間的情誼。

盆菜宴來賓齊唱院歌，重申歸主為聖。

師友同聚，臉上滿溢著歡欣之情。

活動每個片段均充滿動感和溫情，故藉今期院訊分享其中花絮。隨著慶祝活動結束
後，學院步入第九十一年，在邁向一百年的新里程上，我們正計劃未來的發展路向，請密切
留意稍後公布的細節。
運動籌 款同樂 日各項 賽事成 績

十公里賽

嘉賓跑手完成時間為39分53秒。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運動員
呂智斌
余振達
陳仁賢

完成時間
47分42秒
48分58秒
50分58秒

3.2公里接力賽
運動員
            完成時間
鮑諾禧、黃鎮升、曾嘉豪、陳佩詩      14分27秒69
顏麗慈、柯建斌、林健平、容振豪      15分22秒36
陳意科、郭敏儀、王慧賢、李翠姿      15分53秒14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最吸引隊伍造型

隊伍
     隊員
同行者      李如菊、陳仁賢、吳靜華、曾佩珊
MCMFT      尹秀儀、張志卿、施麗輝、程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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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周年 慶祝活 動小結

•2015年11月22日感恩崇拜，有近300人
出席。
•2016 年4月24 日運動籌 款同樂日 ，約
150人出 席；當晚 舉行之師 友同聚盆 菜
宴，約560人出席。
•活動花 絮已刊於 2015年 12月出版 及今
期出版之院訊內，另歡迎登入http://
bethelhk.org/Pub/?c=BBS瀏覽。

Please fold and seal here 請在此處封口

Please fold and seal here 請在此處封口

Please fold and seal here 請在此處封口

請在此
貼上郵票

九龍
嘉林邊道45-47號
伯特利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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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伯特利神學院神學教育
我 樂意
□ 為神學院各事工代禱                      □ 參與義務工作，請與我聯絡
□ 作每月奉獻，請聯絡本院會計部：3577-7418（電話）
□ 作一次愛心奉獻

○港幣500元

○港幣1000元

○港幣

   元

□ 經常費 $

    □ 講師薪金 $

      □ 圖書館發展計劃 $

□ 本地學生助學金 $

    □ 港外神學專款 $

      □ 「藍如溪」教席專款 $

□ 講座工作坊出版製作 $

    □ 校園重建設施設備 $

      □ 伯特利輔導中心 $

□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

    □ 其他（請註明

）$

奉獻 者資料： （請以正楷英文填寫，以便發還奉獻收據或聯絡義務工作。）
英文姓名：

電話：

地址：

電郵：

所屬教會：

奉獻 方法： *請勿郵寄現金   **港幣100元以上之奉獻，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 直接存入「伯特利神學院」戶口，並把銀行存款單連同奉獻回條寄回伯特利神學院
（中信銀行戶口 695-1-19491-2-00）
□ 銀行支票：以劃線支票（號碼
連同奉獻回條寄回神學院

），抬頭寫「伯特利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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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計劃於今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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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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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閣下使用此郵寄回條，或電郵至e-newsletter@bethelhk.org，讓我們了
解您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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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希望

□ 繼續以普通郵遞方式收取伯特利神學院院訊及相關資料:
更新郵遞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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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郵方式收取伯特利神學院（電子版），並確認電郵地址：

@

學院事工

•

2015-2016年度畢業典禮定於10月29日（六）下午2時30分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六樓舉行。另
外，畢業班定於6月17日晚籌辦謝師宴，以感謝老師的辛勤教導。

•

學院已獲TRACS批准，增辦主修職場轉化（Marketplace Transformation）的深造證書及深造
文憑課程，為學員提供紮實的聖經及神學教導，裝備他們更有效在職場上服侍。除職場信徒外，
也鼓勵有志服侍職場信徒的教牧同工報讀。2016年9月開課。查詢課程資料，請參考學院網頁
（http://bethelhk.org/Adm/?c=CDip）或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網頁（http://rbc.bethelhk.org）。

•

2016-2017年開學營定於8月28日（日）至30日（二）於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

•

副教務長李雋博士將於本年7月至12月放安息假期。

•

教牧輔導講師錢鋒老師於2月23日獲Northcentral University頒發哲學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目
為“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dolescent-Parent Attach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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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財 務 報 告

代禱事項
•

為正在尋找工場的畢業班同學禱告。

•

為各項畢業活動的籌備和進行禱告。

•

為夏季密集課程的籌備和同學的學習禱告。

•

為在假期中參與短宣及其他教會事工的同學禱告。

•

為籌備開學營代禱。

收入

財務報告 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 （審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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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5    
922         
1,370    
1,137         
625      
1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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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000)
5,065         
2,817         
1,675         
1,744         
1,515
12,816
（2,247）

•

2015年11月22日感恩崇拜，為開展電子圖書館計劃，籌得港幣43,000元。（目標：至2017年8月港幣
一百萬元）

•
•

2016年4月24日運動籌款同樂日，為經常費籌得港幣30萬元。（目標：至2016年8月港幣二百萬元）
2016年4月24日師友同聚盆菜宴，為藍如溪教席專款的啟動款項籌得港幣28萬元。（目標：至2017年
8月港幣二百萬元）。

（以上三項籌款報告，截至5月15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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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心即將舉行各項活動：
• 「心之遠航」持續心理劇治療小組，第三期開始招募工作，6月6日截止報名，名額8位，預
計於8月開辦。
• 藝術治療系列－「對畫與對話」工作坊，將於6月及8月分別舉行課程二及課程四。
• 6月3日及4日舉辦「以澄心為本的體驗式夫婦╱伴侶輔導」工作坊，由國際簡約身心治療
法導師Rob Fisher講授。
• 10月分理盧幼慈教授再次來港講授指導式遊戲治療，分別於10月17日至19日主持三天基礎
課程；10月20及21日為兩天之進階課程；10月22日（星期六上午）為家長講座。
2. 生命與婚姻啓迪培訓有限公司（LMEL）積極推行培訓課程，已於5月2日及7日分別舉辦了婚前
預備及婚後成長進深班、婚前婚後評估執行認證課程。此外，網上評估版使用率一直增加，新
舊版過渡之進展良好，預計6月停用舊有手寫版。
3. 50+退休人士生命重整課程：
• 第三階段進深課程於5月12日開始，裝備學員成為同行者。
• 第十二屆課程將於10月6日舉行，現已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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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跟佑寧堂及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於4月30日假上環合辦了「我的工作可真是我
的召命嗎？」職場研討會，由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授米勒（David Miller）主講，超過100人出
席。
2. 中心邀請到安德魯．白牧師（Canon Andrew White）於5月14日晚假香港國際學校分享他在
中東「出死入生」的事工，約60人出席。
3. 為慶祝中心成立四周年，以「為我們的城市求平安」作主題，於5月21日假灣仔布力徑舉行步
行籌款，並隨後安排頒獎典禮及感恩會，約40人出席。
4.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轉化城市：從『兩代對話』開始……」於5月25日晚假金鐘港福堂
舉行，邀請到馬文藻博士作主持，連同四位來自不同的教會和事奉背景的嘉賓，分別是蔡廉
明、麥濬思、吳文麗及曾琪欣。
5. 中心推行「職場轉化」深造證書及深造文憑課程，為學員提供紮實的聖經及神學教導，加上
整全的培訓，裝備他們更有效在職場上服侍，令褔音的大能得以大大彰顯，轉化個人、職場
及城市。除職場信徒外，也鼓勵有志服侍職場信徒的教牧同工報讀。2016年9月開課。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rbc.bethelhk.org
或查詢:（電話）2148 5577   （電郵）rbc@bethel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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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秋 季課程
學士課程編號

碩士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BS1033-11

BS5033-11

原文釋經 - 創世記1-11章

黃天相教授

BS1033-3

BS5033-3

五經研讀 - 利未記

黃儀章教授

BS1063-4

BS5063-4

大先知書研讀 - 但以理書

黃天相教授

BS1503-3

福音書 - 路加福音

周詠琴博士

BS1533

BS5503-3
BS5533

使徒行傳

周詠琴博士

BS1583-2

BS5583-2

其他書信 - 雅各書

周詠琴博士

BS1603

BS5603

新約詮釋學

陸輝博士

BS1933

BS5933

亞蘭文

黃天相教授

GE1203

BS5003

聖經概覽

陸輝博士

CE3603

CE7603

小組動力

屈黎懿堅教授

GE1303

CE7503

基督教教育概論

屈黎懿堅教授

GE1343

CE7633

生命全程發展

屈黎懿堅教授

CPE8506

臨床牧關教育 (初級 單元一)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CPE8516

臨床牧關教育 (初級 單元二)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CPE8526

臨床牧關教育 (高級 單元一)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CPE8536

臨床牧關教育 (高級 單元二)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GE1103

WR7113

寫作研究

何慶昌博士

GE1333

PC8083

個人成長

周美蘭博士

MF8103

發展心理學

錢鋒博士

MF8303

系統觀點與家庭治療

屈偉豪教授

MF8313

非主流家庭歷程

甄鳳玲教授

MF8553

薩提爾家庭治療 II

黃葉仲萍教授

PC4003

PC8003

輔導技巧 (A組、N組)

李嘉慧講師

PC4013

PC8013

輔導進階

錢鋒博士

PC4313

PC8313

依附理論在婚姻及家庭輔導的應用

黃葉仲萍教授

PC4363

PC8363

賭博失調輔導

李紹麒講師

PC4713

PC8713

輔導專業之道德與發展

吳靜華博士

PC8303

教牧與輔導員個人成長

屈偉豪教授

PT3043

PT7043

宣教學

汪善儀博士

PT3322

PT7306

教工實習

屈黎懿堅教授

PT7153

個人事奉督導

汪善儀博士

SP3013

SP7013

靈命塑造

陳誠東博士

SP7113

督導培訓

汪善儀博士、呂慶雄博士

TH2013

TH6013

系統神學 I

李少秋教授

TH2999-2

TH6999-2

福音與教會神學

蔣文忠博士

TH6143

教義神學 I

李少秋教授

TR4803

TR8803

輔導實習 I (A組、N1組、N2組)

TR4813

TR8813

輔導實習 II (A組、B組、N組)

TR8823

輔導實習 III (A組、B組、C組、D組)

WR7016

畢業論文 I

WR7026

畢業論文II

WR7036

規劃書

YM3033

WR9028

論文寫作

YM7033

青少年的門徒訓練

伍德輝講師

開課日期：2016年9月1日（部分科目設有先修科及不設旁聽）
延伸課程截止報名日期：開課前兩星期（詳情請參閱單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