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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的話

以及要按語言的文法來理解。到今天，聖經詮釋仍然
要以歷史、文體及神學三個角度來講解這件神蹟。

陸輝院 長

耶穌所行的
頭一件神蹟

從歷史角度來看，導遊提供的資料十分寶貴，因為導
遊將猶太人的文化、歷史及風俗等，十分落力地向我
們講解。
從文體角度來看，經文是典型的新約敘事文體。第一
部份是敘述，將事件背景資料陳述（約二1-3a）。第
二部份是對話，分別是耶穌與馬利亞的對話，道出了
當時的困局；耶穌與用人的對話，即神蹟本身（約二
3b-5），記錄困局如何得到解決（約二6-8）；以及

前往聖地遊覽數次，印象較深一次是學院八十五週年

管筵席的與新郎的對話（約二9-10），說明後來的酒

紀念時，與老師同學前往約旦、聖地及埃及遊覽。導

比先前的更好。第三部份是評語，亦是事件的重點，

遊帶領我們前往迦拿參觀時，在旅遊車上花了半小

道出神蹟的目的（約二11）。

時來介紹耶穌以水變酒的事件，資料比很多註釋書豐
從神學的角度看，重點就是「顯出他的榮耀來」，結

富，同學們都上了寶貴一課。

果「他的門徒就信了他」。約翰福音一共記錄了七件
筆者記得導遊由耶穌年代的婚宴文化開始講解，由於

神蹟，這是頭一件神蹟，雖然每件神蹟都有不同的

市鎮不大，任何人都會得到主人家的邀請，結果除馬

重點，但都顯出耶穌的神性，目的也是相同，如二十

利亞接受邀請，連帶耶穌及他的門徒

章31節所記：「但記這些

亦一同赴席。導遊接著也講解酒用盡

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

了帶來的尷尬及後果，以致馬利亞亦

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

緊張起來。耶穌第一件神蹟就在這樣

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

的處境下施行了。

的名得生命」。「神蹟」
一字希臘文用了σημείων，
意即「指標」，即事件發
生是有著指標作用，將人
教堂下存放了昔日的水缸

的焦點指向上帝，目的是
叫人信耶穌。頭一件神蹟

的內容是新的酒較舊的酒更好，其實隱含了耶穌引進
新的年代，即新約比舊的年代（舊約）更好。主的榮
耀不單單指神蹟本身，更是集中在連串神蹟施行者身
上，而最終的榮耀則是透過受死、復活、升天及將來
帶著榮耀降臨。整個過程是透過苦難得到榮耀。
迦拿婚宴場地上的教堂

最後，從歷史、文體及神學角度了解經文後，接著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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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最近要講一篇耶穌以水變酒的道，自然想起當日

考應用的層面，這時一定要問：「上帝給我什麼信息？

導遊的講解。但講道不能單靠導遊提供的資訊，要以

我學到了什麼？我要立志作什麼？我要怎樣指引人到上

宗教改革後加爾文運用的歷史文法釋經法為基礎，意

帝面前？我能否經歷救恩的《美好》？我今天如何不是

思是講解一段經文，一定要先了解經文的歷史背景，

重視今世的榮耀，而更重視與主一同受苦？」

專題文章

李雋教授

副教務長、聖經研究教授

從馬可福音探討耶穌面對的社政實況
近年，信徒面對沉重的社會議題，希望可以從聖經中
找到指引，有時又會覺得單單以「禱告」、「傳福
音」、「憑信心」等等教導太過抽離現實。到底信仰
和我們面對的社會或政治現實是否風馬牛不相及？耶
穌身處的時代都有其政治和社會背景，當時的人並不
會將信仰與現實生活割裂。福音書的記載正反映耶
穌面對當時處境的方法。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學者從
不同角度來研究馬可福音的成果，了解書卷背後的世
界，又藉著書中呈現耶穌如何回應當時的社政環境，
來幫助我們思考怎樣面對今日香港的處境。

從歷史背景看耶穌身處的政教場景

馬可福音一章1節：「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
起頭。」信徒讀來是理所當然，不過，活在一世紀
的羅馬帝國百姓讀到同一句話，卻可能充滿政治意
味。主前九年普里恩石刻（Priene Inscription）對
羅馬君王奧古斯督（Augustus）的描述是這樣的：
「命運選定了奧古斯督，命運將那些叫人類得
益的德行貫注在他身上，又差他作救主，他為
了我們和我們的後裔，會結束一切的戰爭，又
會平息一切的事情，因為凱撒的顯現，是超過
我們想像的，也超越以往的賢人，更不能奢望
會有來者的功績可以與他相比，因為奧古斯督
神的生日是世界好消息的起頭，這世界也是因
他而有的，亞細亞因此要在士每拿（立此石刻
來榮耀他）。」1
其中，「救主」、「顯現」、「好消息」和「起
頭」都與基督教的用詞相似，奧古斯督被稱為神，
在其他石刻上更被稱為神的兒子。2 可以想像，一世
紀的讀者聽到馬可福音的開首語時，心裏想到的可

能是：神的兒子不是凱撒用來稱呼自己的稱謂嗎？
耶穌是甚麼人？竟然自稱為神的兒子和救主？奧古
斯督的生日才是世界好消息的起頭，這福音書竟然
也一樣，用「福音（好消息）的起頭」來介紹耶穌
基督？
由認識馬可福音的背景讓我們知道，我們認為是屬
於「信仰」範疇的福音書，其實正在運用一世紀君
王的自稱，來介紹一位比君王更崇高的神的兒子。
從一世紀的政治背景看來，馬可福音的開首語可以
是非常具爭議的宣告。

從社會背景看耶穌對抗的權貴勢力

馬可福音十二章13節提到：「後來，他們打發幾
個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的人到耶穌那裡，要就著
他的話陷害他。」跟著他們問耶穌的，就是可不可
以納稅給該撒。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的人既然一
起要來陷害耶穌，他們自己對納稅的立場又是怎樣
呢？法利賽人和希律黨對納稅是否有一致的看法？
學者研究一世紀的社會背景，發現法利賽人和希律
黨非但不是盟友，對於納稅更可能有南轅北轍的看
法，希律黨顧名思義支持希律的政權，在政治上靠
攏羅馬勢力，所以應該支持納稅，而法利賽人中卻
有人會認為納稅予羅馬是拜偶像的表現。3
這就是說，耶穌面對的兩幫人，其實對於是否納稅
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之所以聯手，是因為受命要
「陷害」。 4 耶穌的敵人，就是這些為了剷除異己
可以放棄自己立場的人。回看現今，有時我們會為
公眾人物為私利而放棄原則而失望，甚至憤怒，我
們不忿有人「搬龍門」、「自打嘴巴」和「前後不
一」。不過，如果我們理解法利賽人和希律黨，就

1 Craig A. Evans, “Mark’s Incipit and the Priene Calendar Inscription: From Jewish Gospel to Greco-Roman Gospel,” Journal of Greco-Roma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1(2000), 67-81.
2 T. H. Ki, “The Anarthrous υιος θεου in Mark 15:39 and the Roman Imperial Cult,” Biblica 79 (1998):211-217.
3 Craig A. Evans, Mark 8:27-16.20, WBC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2001), 244. 另一方面，Morna Hooker認為有些法利賽人可能會支持猶太人向羅馬納稅（參Morna Hooker Mark, 280281.），但這個說法也難有確實的支持（Mary Marshall, The Portrayals of The Pharisees in the Gospels and Acts, 63.）。
4 Martin Pickup, “Matthew’s and Mark’s Pharisees,” In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Pharisees, ed. Jacob Neusner and Bruce D. Chilton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7),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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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耶穌的對手也是一樣，他們來求問，不是為
了澄清信仰的疑難，他們稱耶穌為「誠實的」、
「甚麼人都不徇情面」（可十二14），其實，不
過是要「陷害」耶穌（可十二13）。人為了自己的
利益可以放棄和扭曲自己的信念，原來自古皆然。

從聖經神學看耶穌面對的社會現況

早於1901年，德國聖經學者韋德（William Wrede）
提出「彌賽亞的秘密」的概念，指出馬可福音一方
面要表達早期基督信仰以耶穌為彌賽亞的信念，另
一方面又要兼顧耶穌在世時沒有明顯宣告自己是彌
賽亞的記載。雖然後來的聖經學者不一定支持韋德
的理論，不過，他的理論確能顯示馬可福音不同經
文呈現的張力：經文顯示馬可作者表明耶穌是神的
兒子和彌賽亞（一24，八29，十五39），同時又描
述耶穌不希望宣揚自己的超然身份（一25、34，三
12，八30，九9）。
張永信牧師指出耶穌「在不適當的時候展示耶穌的
神性，並不能增加當時的人對耶穌作為彌賽亞的真
正身分和使命的認識」， 5 我們不難理解這樣的說
法，因為馬可福音的記載也顯示，當時的人對於耶
穌醫病和趕鬼等神蹟，都是趨之若鶩，耶穌不時要
從人群中退走，才可以有禱告和休息的空間，再加
上彌賽亞或神的兒子等稱號，在當時都極富政治色
彩，若耶穌一出來傳道就大肆宣揚自己是彌賽亞或
神的兒子，可能令更多人群要求祂揭竿起義，這與
耶穌要走的十架道路大為不同。
馬可福音之所以表達耶穌會禁止眾人說出祂行過神
蹟，但又同時有經文表明耶穌是彌賽亞，可能也讓
我們明白，耶穌在世事奉的日子，是有計劃地選擇
在何時和怎樣表明自己的身份。太早宣告可能阻礙
祂的事奉，而完全隱藏恐怕也難讓人明白祂受苦受
死的原因。前文提及過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更叫
我們相信耶穌在世時是計劃地選擇揭示自己的身
份。祂的揭示是經過深思熟慮，並且考量到當時群
眾和在位者的情況，才在合適的時間選擇走上十架
的道路。耶穌要是活在今天，相信也會知曉今日社
會和政治的氛圍，考量過後才決定怎樣活出父神的
計劃。

從書卷敘述看耶穌選擇的受苦道路

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單的，馬可福音的作者，以
第八章22至26節醫治伯賽大的瞎子及第十章46至52
節醫治巴底買作為耶穌三次預言自己受死的開首和
結尾，成為首尾呼應的格局。伯賽大的瞎子起初看
不清楚和巴底買立時就看見，可能就是代表人們對
耶穌的受苦同樣會從起初的不清楚，到後來就能夠
看見。
如果我們再仔細閱讀耶穌每一次預言後門徒的反
應，就會更明白門徒其實不理解耶穌預言的真意：
第一次，彼得勸阻耶穌（八32-33），第二次，門徒
繼續爭論誰為大（九33-34），第三次，雅各和約翰
要求一個坐在耶穌的左邊，一個坐在耶穌的右邊
（十35-40）。
為甚麼耶穌明明預言自己將會受死，門徒卻似乎置
若罔聞？他們是憧憬耶穌可以像主前142年的哈斯摩
尼家族一樣，透過馬加比叛亂成立猶太人的王朝？
或者他們認為自己正在參與一場由耶穌發起的政
變？我們實在不得而知，或者，門徒仍然好像伯賽
大的瞎子一樣看不清楚，他們仍然未到巴底買的地
步，可以清晰看見耶穌的身份和使命。
我們只知道，耶穌走上十字架的選擇，非但沒有大
批群眾贊成附和，就連一直跟隨耶穌的門徒，都不
能理解。耶穌要成就父神的旨意，而這旨意，是當
時地上的眾人，不論是群眾或是門徒，都無法完全
理解的。

結語

我一再思考，如果耶穌活今天，祂應該明白自己的
福音可以引起許多爭議，也能洞悉人性的黑暗，知
道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變自己的立場，更能按
著父神的時間來實行自己的任務；但同時，祂所選
的道路大概不會得到社交網站許多讚好（like），祂
選擇的方向也難有大量群眾跟隨，甚至連最接近祂
的門徒都會離祂而去。假如，我對政治、社會和人
心有耶穌那樣通透的洞見，我還會選擇一條沒有人
理解的道路嗎？我還能聽得清楚父神要我走上的是
哪條路嗎？

5 張永信：《馬可福音：卷上》，（香港：天道，2010），於「徒。圖館」系統，http://www.toelibrary.com/hk/%E9%A6%AC%E5%8F%AF%E7%A6%8F%E9%9F%B3%E5%8D%B7%E4%B8%8A%E4%B8%8A
（2017年4月17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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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曾經幾點
陳佩詩同學
神學學士畢業班

我最近看一本書名為《對我而言神是什麼？》，作
者是遠藤周作，內容談論有關感受到神的存在，感
覺就如他的背部一直受到某些東西推動著，他回顧
過去，從出生到現在就有許多愛他和支持他的人推
動著他，這些人不是偶然存在，而是有一條眼睛
看不見的線將他們連結起來，作者認為神就是那位
推動者和連結者，對他生命起了一份十分重要的作
用。
回顧四年神學學士的學習，將這幾年所經歷的點滴
連在一起，成為一個小段落。首先我要感謝上帝，
在生命上能經歷祂的寬恕和愛護，祂推動著我認真
追求信仰，也尋求與祂建立正確的神人關係，這些
都是神賜予豐豐厚厚的恩典。
從師長的教導、同學的相處、教會的事奉和校舍的
生活中，不斷經歷各環節的推動。我還記得自己在
第一個學期就解錯聖經做錯功課，跟著又忘記幫同
學交功課，最後一個學期因遞交功課的格式有誤而
需要重做等等，這些看似是學科上的學習層面，但
老師們藉著嚴謹的要求而教導我、提醒我和給予我
改進的機會，讓我從中學習做人的態度，多謝每一
位師長。

神學院的同學來自五湖四海，各有所長，彼此能夠
相遇和認識實非偶然。在午餐中，同學們分享做功
課的困難，也立即商討功課題目，看看幾個臭皮匠
一齊想想法子來。同學們在學院內成為我的同伴，
除了學習上得到支持外，我們彼此能夠分享屬靈狀
況、共同探討信仰、一起禱告，也可一起玩耍，在
父神裡面齊齊並肩而行，實在多謝各位同學。
因著神學院的要求，這幾年我有機會到不同宗派和
傳統的教會實習，其中的牧者和長執都能夠擴闊我
的眼界，幫助我累積經驗，真的要多謝他們給予實
習的栽培。特別多謝母會基石浸信會多年來在禱告
和生活上的支持，執事們和會友恆常關顧慰問。
校舍內的住宿生活也成為推動我經歷神的一大場
景，由剛入宿的陌生感到後來的熟悉感、由不慣宿
舍生活至歡笑投入參與、由爭吵至體諒，還要面對
學院附近頻繁的工程而引來不少老鼠出沒飯堂的
日子等等各樣情況，四年來沒有停止過住宿生活上
的學習，這些學習也真是不容易。然而這些人和事
的學習不斷推動我思考用神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
同時我真實地感受到神聽到我的細訴。現在離別在
即，發現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多謝這幾年共同住宿
的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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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區

離開‧離不開
梁清恒、梁胡素嫻
道學碩士校友

我們夫婦二人分別先後於「伯神」畢業，現各於一間教
會作傳道人，回顧畢業已多年，心中仍泛起昔日對母院
的深厚感情。

教牧更要懂得佈道、管理、音樂、社會、歷史和倫理等不
同範疇的知識。暫且放下討論個人恩賜，單以三至四年的
神學訓練根本無法覆蓋教會所要求處理的議題。

素 嫻 今 年 是 在 伯 神 畢 業 十 週 年 紀 念 ！ 換 句 話 說 ， 這個
「 小師妹」（神學院同學的稱謂）在02年開始在學院就
讀五年，距離入學時已經整整十五年了。清恒則受素嫻
影響，於04年進入延伸部，待素嫻畢業後，就轉為全時
間學生，於11年為神學學士畢業，13年道學碩士畢業，
數起來進出「伯神」也超過十年。

我們二人每當遇到各樣挑戰時，都同樣感到母院能夠成
為我們後方的支援。我們能在伯神繼續進修不同範疇的
知識，也可在圖書館尋找參考資源和參加各類講座，有
需要時更能把特別個案轉介伯神的輔導中心，或尋找不
同校友和師長提供意見和幫助。

有 牧 長 曾 這 樣 對 素 嫻 說 ： 牧 會 未 夠 十 年 ， 都 不 可 算為
具 備 牧 會 經 驗 的 牧 者 。 這 句 話 實 在 是 深 切 體 會 的 經驗
之談。在這十年間，素嫻所經歷的事奉，難以用筆墨形
容。不過若要作一個總結，她不猶疑會用「精彩」一詞
來表達她的心聲。事奉使她更能體會神的大能和信仰的
實在。故此，素嫻多年來只能常存謙卑和學習態度來警
惕自己。
素嫻曾因病患而停頓了第一個事奉工場，身體好轉後，
便在偶然機會下進入現在工場，教會剛巧在伯神附近，
於是又把她與母校的距離拉近了。正所謂「離開」了，
但最終仍是「離不開」。
清恒則在畢業後返回母會事奉至今，他認為牧會需要處理
多樣化的事情，並且充滿挑戰。會友對教牧有各樣的期
望，有時教牧需成為「聖經神學百科全書」，有時則扮演
「專業輔導員」，有時要化身「各式事工的發展專家」。

我們在伯神的學習經歷在多年後仍沒有淡忘。那些年的
學習讓我們有力面對教會不同的處境。另一方面，若我
們偶而因事奉感到疲倦，進入伯神總讓我們感到安靜。
感覺有如詩篇裡描述「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
住千日；寧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
裡。」（詩八十四1），相信眾所周知「伯特利」有著
「神的殿」的意思。
我們要離開，只是我們已完成一個學習
的階段後，要到別處牧會或進修。我們
總是離不開，由於伯神永遠是我們的母
校，也是我們堅固的後盾，若有需要，
我們一定會回饋母院的。
願伯神繼續培育更多榮耀神和造就信徒的好牧人！願榮
耀歸予神！

後記：清恒於九月返回母院作客席講師，教授希臘文

校友消息
1. 林艷芳校友及林少玲校友的母親張玩嬌女士於2月25日息勞歸主。安息禮拜已於3月19日（主日）晚上假座萬國殯儀館舉行，並於3
月20日（週一）早上舉行出殯禮拜， 謹此表哀悼，願主親自安慰兩位校友及其家人。
2. 江兆仁校友於3月19日（主日）下午3時在宣道會按立牧師典禮，謹此道賀。
3. 林炳鴻校友的母親莫彩屏女士於3月23日息勞歸主。安息禮拜已於4月10日（禮拜一）晚上假座九龍殯儀館三樓光耀堂舉行，並於4
月11日（禮拜二）早上舉行出殯禮， 謹此表哀悼，願主親自安慰林校友及其家人。
4. 蔡偉南校友的母親蔡黃月笑女士於4月2日息勞歸主。安息禮拜已於4月11日（禮拜二）晚上舉行，並於4月12日（禮拜三）舉行出殯
禮，謹此表哀悼，願主親自安慰蔡校友及其家人。
5. 翁奕賢校友於4月16日（主日）下午3時在阡陌社區浸信會按立牧師典禮，謹此道賀。
6. 本會已於4月24日舉辦向已故師長及校友掃墓活動及會員大會。
7. 本會即將為2017-2019年度舉行職員改選，任期由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以下十三位校友為候選名單：盧卓儀、李德
榮、陳浩昌、陳華明、趙文賢、王浠紋、林炳參、陳光全、蔡偉南、袁瑞蘭、施德銓、曾佣慈、雷楚雄，改選結果將於六月公佈。
8. 本會定於2017年5月15日（週一）下午6時在母院舉行「校友加油站—如何預備喪禮信息」，聚會安排一起分享及祈禱，會後一起
晚膳，增加彼此交誼的機會，歡迎各校友報名參加。截止日期為5月13日，請填妥回條電郵校友會（bethelbsaa@gmail.com），若
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施德銓校友，可以電郵takwing_lee@yahoo.com.hk或致電9367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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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本院於2017年3月17日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宴
會廳舉辦了「培育時代工人‧實踐上帝使命」異
象分享晚宴。當晚筵開12席，共有144位嘉賓出
席。席間由學院多年的同行者蔡元雲醫生及校友
張崇德博士擔任分享嘉賓，並且陸輝院長分享本
院異象，陳敏斯博士講解各事工的需要、黃葉仲
萍教授亦藉此向一位多年來忠心奉獻的太太作出
嘉許。

時
代
工
人

學院向曾駱秀稱女士頒發紀念座，為姊妹多年來
忠心奉獻支持學院事工作出嘉許。

吳振維先生以本院院訓「提摩太後書二章21節」
為題，撰寫書法作品贈予本院作拍賣之用。

蔡元雲醫生分享時代工人的使命

（左起）陳敏斯博士、陸輝院長、張崇德博士、
屈偉豪教授、司徒永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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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使
命
雖然近幾年學院一直面對著財務上的不敷，但感謝天父對學院的保守，招聚
了一眾支持學院的有心人。當天晚上，學院為6個事工發展項目籌得合共約港
幣244萬(已扣除經費)，實在看到天父的供應是充充滿滿的。學院仍然會為以
下項目籌募經費，敬請記念。

未來三年（2017-2020）事工發展及籌款項目總覽
發展項目

籌款目標

晚宴籌得款項

神學教育事工

港幣300萬

約港幣66萬

博士課程發展計劃

港幣500萬

約港幣38萬

圖書館發展

港幣300萬

約港幣19萬

中國神學教育事工

港幣300萬

約港幣39萬

輔導事工

港幣100萬

約港幣9萬

港幣300萬

約港幣73萬

港幣1800萬

約港幣244萬

城市及職場轉化
及課程發展事工
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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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代 禱 事 項 ． 財 務 報 告
1. 本院已於 2月26至27日舉辦召命探索日，主題為「紛亂中重尋安穩」，邀得梁永善牧師、胡志偉牧師擔任
主講嘉賓，共有84位參加者出席，一同尋索召命。
2. 本院已於3月17日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宴會廳舉行了「培育時代工人‧實踐上帝使命」異象分享晚宴，邀
得蔡元雲醫生及校友張崇德博士分別擔任主講及分享嘉賓，共有144位參加者出席，透過活動推廣學院的
異象及發展方向。
3. 2017年畢業禮謹定於10月30日（一）下午7時30分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六樓舉行，本屆合共有103位同
學畢業。
4. 學院現正開始下學年的招生，課程查詢請致電3577 7433與李小姐聯絡，截止日期為6月26日。
5. 陳兆祺姊妹於5月8日加入學院，擔任輔導中心行政主任一職，願神賜福她在這裡的事奉。
6. 本院聖經講師周詠琴博士將於6月30日榮休，感謝周博士過往於學院熱心教學，造就學員。

代禱事項
•

劉寶珠老師於2017年2月1日至7月31日放安息年假，專心撰寫博士論文。

•

為本年畢業學生禱告，求主差遣他們到合適的職場，作主事工，榮耀主名。

•

為2017年度的招生禱告，求主興起更多信徒，火熱服侍主。謙卑裝備自己，預備多作主工。

收入

財務報告 2016年9月至2017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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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    
914         
1,404    
960         
868      
1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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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6         
2,569         
1,668         
1,623         
1,255
12,131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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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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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God-Platform

伯特利輔導中心消息．柏祺中心消息
1. 中心將於6月3、10、24日及7月8日(六)下午1時至6時舉辦藝術治療工作坊「對畫與對話4」，讓參
加者可在週末以藝術作為媒介探索自我的心靈世界。
2. 10月16日至20日（一至五）再次邀請國際級兒童專家理盧幼慈教授來港，帶領工作坊及講座，簡介
內容如下：
日期

時間

對象

形式

主題

名額

上午9:00 下午5:00

教牧、主日學
導師、教會事
奉人員、
兒童工作者

工作坊

認識SEN兒童
的特質, 探討
如何處理在課
室內孩童的情
緒和行為問題

10月16日（一）

60人

10月17日至19日
（二至四）

上午9:15 下午4:45
(共18小時)

社工、輔導
員、教師、
兒童工作者

專業
認證培訓

指導式遊戲
治療

60人

10月20日（五）

上午
9:30-12:30

家長及
有興趣人士

講座

如何作孩童的
品格培育師

150人

10月20日（五）

下午
2:00-5:00

家長及
有興趣人士

講座

如何提升孩子
的學習動機和
能力

150人

查詢及報名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bpcc.bethelhk.org/）最新資訊。
3. 生命與婚姻啓迪培訓有限公司(LMEL)將於5月19日和6月22日晚上7時至9時開辦個案研習小組，由
培訓導師負責，查詢及報名請致電3586-0399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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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城市起動日已於1月16、17日及4月27、28日舉行，由比亞(Mac Pier)牧師負責多場講座，
約300多位教牧及信徒領袖參加，祈盼以福音轉化我們的城市。
2. 2017全球領袖高峰會(香港)已於2月24及25日假灣仔葡萄藤教會舉行，除世界級領袖的視像環節
外，還有由本地領袖主持的互動導引及本地論壇，超過600人出席。
3.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轉化城市：從打機做起 》已於4月19日晚假金鐘港福堂舉行，由屈偉豪博士
主講「網、想、正」，創辦人甄偉業先生作回應， 並以社創提供出路，約90人出席。
４. 為慶祝中心成立五周年，現舉辦以「香港 – 希望的展示」為題的攝影比賽，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截止日期為8月31日。
５. 五周年記念活動將於10月8日（日）下午假伯特利神學院舉行感恩崇拜，並邀請到柏祺博士作主
禮，晚上假油麻地城景酒店舉行感恩晚會。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rbc.bethelhk.org
查詢:（電話）2148 5577   （電郵）rbc@bethelhk.org

11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