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的話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第二是教牧輔導。由廿多年前學院看到

首先謝謝各位對學院的關心及支持。

教牧輔導的重要，便一直凝聚人才，一步一

學院由一九二五年由上海開始，至

步來培育教牧輔導人員。由基本的教牧輔

一九四七年搬至香港，至今已有九十多年，

導，至較為專業的婚姻家庭治療，至今還加

期間由一所數十人的傳道人培訓學院，至今

上了以本土研究及預備教學為主的心理學博

發展為一所數百人，不單培訓牧養教會及服

士及教牧輔導教牧學博士課程。輔導中心成

事福音機構的全職同工，更培訓信徒在職場

立將近廿年，提供了足夠的實習機會，使學

上作見證的學院。

生可以掌握適切技巧。

九十年間，社會及教會都經歷了不少轉

第三是城市事工。由昔日伯特利佈道團

變。香港卻蒙上帝眷顧，在相對穩定的政治

的佈道傳統，至今在多元文化的城市生活

環境中，可以經歷快速的經濟成長及轉型，

中，學習向分眾文化進軍，不單透過服務來

學院亦蒙上帝引導，與時並進，按信徒面對

傳道，更進一步更新轉化。尤其是在職場

的挑戰來培訓傳道同工，來建立健康的教

上，信徒要面對不少的潛規則，更新轉化便

會，實踐上帝的使命。在全球華人的社群

成為各人的挑戰及使命。城市事工最初名為

中，香港教會因著天時地利的因素，在發

城市宣教，後改名為城市事工，以便在較為

展教會事工中，往往成為先導者，不單可以

封閉的地區也可應用。

迅速分享各地教會的事工模式，更能去蕪存

至於未來發展，有兩項事工需要代禱及

菁，按華人的文化及處境，努力實行處境

支持。第一是青年培訓師課程，培訓青年培

化。

訓師，在教會中培訓青年工作者，從事青年

因著上帝的帶領預備，學院至今已明顯
朝三個方向發展：

工作。青年在教會斷層已開始浮現，神學院
若不努力培訓，十年廿年後香港教會便會步

第一是聖經教導。從昔日的培育有志信

歐洲教會後塵，教會只剩下長者了。第二

徒學習聖經，及在港發展時學生在學期間都

是與內地神學院及教牧同工分享港式神學教

需要學習每一卷聖經，至今重點沒有改變，

育，使內地教牧同工也可分享香港教會的經

但方式卻有少許轉變，學生雖然未能每卷聖

驗，來牧養越來越趨城市化的教會及信徒。

經學習，但可以在各類別聖經中深入研究一
卷，讓學生可以舉一反三，自行研讀該類別

你的同工

的經卷。學習如何研讀聖經成為了學院的學
習重點。

陸輝
二零一八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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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簡介

1997

• 與加拿大阿基狄亞神學院合作，開辦碩士課程，由加拿大阿基
狄亞大學與本院聯合頒發「道學碩士」（MDiv）、「文學碩士」
（MA） 及「神學研究碩士」（MTS）學位，並設有聖卷研究、教牧
輔導、教牧事工、聖樂及基督教教育等多個主修範疇。

1999

• 增設「神學研究學士」（BTS）課程。

		 • 成立伯特利輔導中心（BPCC），為輔導科學生提供督導及實習。
• 成為美國牧關督導及心理治療學院認可之訓練中心（CPSP）。

1925

• 上海教會復興多人蒙恩得救與獻身，石美玉醫師及胡遵
理教士有見聖經學校不足以供奉獻者受訓，經禱告後開
辦「伯特利聖經學院」並任命計志文牧師為第一任院
長。

1931
1937-38

2004
2006
2009
2011

• 藍如溪博士擔任第二任聖經學院院長。
• 聖經學院因蘆溝橋事變被迫停課疏散。部分同工、神學

2012

生及孤兒從上海抵港，學院以先租後購方式以九龍嘉林
邊道45號作聖經學院及47號作孤兒院。

1941

• 香港遭日軍侵占，學院再次被迫停課及遷至廣州及廣西

1947

• 藍如溪院長率領全校師生在港正式復課，將課程改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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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設「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學士」（BCC）課程。
• 陸輝牧師擔任第五任院長。
• 增設「副學士」、「青少年事工」、「聖樂文憑」、「深造證書及文
憑」等課程。
• 成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RBC），推廣城市宣教外，也推動城市事工
博士課程。
• 增設「教牧學博士 - 城市領導」（DMin - UL）及「轉化型領導學博士
（DTL）」課程及「基督教歷奇輔導」延伸課程。
• 增設三個碩士課程主修範疇：城市事工、領導及靈命塑造、青少年事

地區。

工培訓師。
• 獲取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ATESEA)認證神學學士及道學碩士課程。

年制神學學士（BTh）學位及招收高中畢業生，同時易名
為「伯特利神學院」(Bethel Bible Seminary)。

1973
1986-89
1991
1994

• 增設「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MCMFT） 課程。

• 藍如溪院長榮休，由黃卓英牧師繼任。
• 增設臨床牧關教育課程（CPE）及夜校神學文憑課程。
• 黃卓英院長榮休，由林錦濤牧師繼任。

• 獲得香港專業輔導協會(HKPCA)認證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

2015

• 經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協會(TRACS)審核，獲得第四

2016

• 開辦「婚姻及家庭治療心理學博士」及 「教牧學

類機構的認證資格。

博士 - 牧養關懷」課程。

• 增設基督教輔導學證書及文憑課程。

3

伯神課程

同窗•家人
聖經
神學
牧養
輔導

Doctor of Ministry Urban Leadership (DMin - UL)

教牧學博士 - 牧養關懷
Doctor of Ministry Pastoral Care (DMin - PC)

轉化型領導學博士
Doctor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DTL)

學士課程

博士課程

教牧學博士 - 城市領導

城市
轉化

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神學研究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弟兄姊妹=兄弟姊妹
一眾神學學士新力軍，校園內外情同手足（左
起：李子軒、崔域喬、林奕謙、黃美君、劉健
豪、黃鎮升、區家傑）。

基督教輔導學及
基督教教育學士

愛人、同學、同工
程耀賦、李芯慈夫婦分別於
2015年及2016年入學，全職攻
讀道學碩士，2018年畢業後將
前往日本富山宣教。

Bachelor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婚姻及家庭治療心理學博士
Doctor of Psychology in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DPsy-MFT)

Master of Arts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Marriage &
Family Therapy

文憑及證書課程

碩士課程

文學碩士

深造文憑課程
Postgraduate Diploma Programs

文憑課程
Diploma Programs

深造證書課程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Programs

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Programs

臨床牧關教育

媽媽是師姐
挽手開啓人生下半場
退休后，何燕儀和黎國雄夫婦於2017年
雙雙進入伯神就讀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
教教育學士接受裝備，一同啓動人生下
半場。

詹玉冰（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2015）携兒
子李嘉駿（神學研究碩士-經卷研究2017）與兒媳
何瑋琪（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2017）參加
謝師宴。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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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心跡
區譽德牧師

神學學士（1986-1990）
榮耀基督之家總幹事

詹玉冰

「榮耀基督之家」是全港首間為智障群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2012-2015）

體而設的教會，起初的日子，「榮耀基督之

蘇達榮牧師

神學學士（1985-1989）

是由零開始，沒有義工也沒有崇拜聚會的地

東涌開荒建立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主任牧師

方，不單註冊的費用來自個人的奉獻，就連

自 1985年入讀神學學士課程，我離開伯
神已好一段日子。從1997年在東涌開荒建立
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至今，同時任大嶼山基
督教網絡主席和北大嶼山醫院院牧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我的工作內容包括推動教會關
愛服侍社區、網絡大嶼山基督教會一起在社
區見証、推動北大嶼山醫院院牧事工以及透
過「躍升計劃」連結職場幫助青年人上游工
作及進修。
三十多年的服侍當中，我遇到困難不在
少數，低潮時，伯神師長的勉勵總言猶在
耳。黃卓英牧師、容玉琴老師和李玉珍老師
他們忠心和關愛學生的心是我服侍的感動和
榜樣。他們留心學生的需要，有時甚至私下
支援他們。當學生財政出現困難時，師長的
幫助把同學的尊嚴放在第一位，非常體貼。
伯神的生活猶如一個大家庭，老師與同學之
間、同學與同學之間一起生活和學習。學長
們承傳師長的愛心，常關心學弟，雖然事隔
多年，今天最讓我回味的仍然是一大班男生
在宿舍一同生活、分享、談天說地，從神學
觀點到時事看法無所不談的同窗樂趣。在伯
特利神學院的學習，不但為我的信仰扎下堅
實的根基，裝備我在教會宣講及教導聖經，
我更加在師長們的委身上，看見服侍主的忠
心，愛心。

6

同心行輔導中心輔導員/攝影治療導師

家」經歷無數困難，無論經濟與人力資源都

身為總幹事都是義務的 (因為不想「榮耀基
督之家」因個人的薪水導致出現赤字)，只靠
有限的舟車費維持個人生活上一般所需。然

我叫詹玉冰(Bell)，從伯神的基督教婚姻

李慧敏

神學學士（2014-現在）
全職媽媽

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畢業後我主要的服務對
象為婦女，其次是夫婦、青年、孩童、自閉
兒和老人等。除了接見個案，我也用攝影治
療的技術訓練專業人士(社工/老師等)，又為

而，祂供應我們一切的需用，除了聚會地方

當初選擇伯特利神學院是因為對李雋博

機構主持講座和工作坊等，我服務的足跡曾

的供應外，亦感動部份肢體充當義工，且在

士的仰慕，入讀後發現這裏的老師們不單教

到過菲律賓、台灣、廣州、深圳、澳門及香

奉獻上的支持(智障人士並無奉獻的能力)，

導聖經真理，更會教導生命素質，在教學過

港等。

可見到的盡是上帝恩典。這樣憑信心的生

程中讓學生明白成為一個牧者需要的質素，

記得畢業禮上，陸輝院長為我們祈禱，

活，都是從伯特利神學院中經驗得來的。回

更願意額外花時間與學生傾談，師生之間的

差派我們到各工場服事。這「被差派」的身

憶起1986年入讀神學士的我，要支付學習費

情誼不無體現老師培育時代工人的心志，他

份讓我深感出師有名的鼓勵，明白我靠的不

用，且要照顧家庭經濟所需；沒有充足的支

們一邊授課一邊牧養學生，致力要每位神學

是自己，而是那差派我的。然而，我有時也

援，生活捉襟見肘，但神就是按時供應，以

生都成為好牧人。記得我在修讀黃天相博士

會在服事的路向上感到掙扎，這時靈修就成

致從未缺乏。還記得在經濟極困難的時候，

的《約伯記》時正好遇上事奉上的難關，上

為了我最大的幫助。確認了自己的能力和路

神透過當時校務長容玉琴老師轉交給我的支

帝透過每一堂的課堂向我說話，獨特的個人

向後，便是神學和專業知識裝備的實踐。

持，正好解決燃眉之急。她的溫柔笑臉為我

成長課程助我整理生命，讓我能有力地走下

以致我一家都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

去。

伯特利神學院一間讓個人在信心與事奉

伯神中與我同行的不單有老師，還有同

都得著進一步造就與成長的園地，她沒有豐

學，在四年多的時間裏，我經歷懷孕、生

厚的資源，卻有著充滿熱誠與愛心的老師。

產，當中感恩有同學的體諒、包容和照顧。

無論何時經過學院，都會為我勾起絲絲的回

產後僅僅幾個月，多得李雋博士的鼓勵和同

憶。

學的愛惜，讓我放心地帶著襁褓中的女兒上

一直以來，感謝神親自的拖帶，將智
障群體(大細路)帶到祂自己面前，歸到主名

感謝伯特利神學院的栽培、教導、差派
和支援。「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
能作。」腓立比書4:13。

課。孩子自在母胎中已和媽媽同在伯神，在
這裏她成長著，媽媽也成長著。

下。單在一家入住有一百人的院舍中，已有
大部分人聽聞福音，信主的人數超越五十，
恆常出席崇拜亦近三十之眾。他們的熱切的
參與，單純的生命，都為我們帶來無比的動
力與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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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心跡

陳淑娟傳道

基督教輔導學文憑（2014-現在）
旺角宣道堂堂主任

梁慧敏

婚姻家庭治療碩士（2012-2015）
青年宿舍的青年事工主任

「無牆教會」是我最初被神呼召的時很
清晰的異象。我2014年被神呼召作全職傳道
人，在基督教會宣道堂服事。我們藉著特殊

經過「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洽療碩士」課

學習兒童小組、睦愛飯堂（免費星期一至五

程的三年訓練，我不但得到師長們用心教授

的午飯及晚飯）、食物銀行、愛護站（為清

的知識和訓練技巧，更擴濶了自己的思維和

潔工友及長者作定期的健康檢查和資詢）等

加深了自我認識。伯神師長重視學生的個人

社區服務服事新移民家庭、基層家庭、獨居

素養，在課堂上給予很大的空間讓我們自我

長者、露宿者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在

反省，給我們機會重整生命、發展生命。我

接觸這些對象之中，有不少人要面對經濟、

特別受「靈命塑造」科目所祝福，得以操練

情緒壓力和育兒問題，輔導的技巧就變得重

我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學習讓神的說話

要。久聞伯特利神學院的輔導科目是神學院

常常活在我的生活中，我認為這對於一位基

中數一數二的，由此就選擇了入讀伯神的基

督徒輔導員尤為重要。

督教輔導文憑課程。我在伯神中遇見不少的

去年12月神感動我參與服侍來自破碎

良師益友，「良師」是因為他們在課堂上用

家庭的青年人，我擔任了一間社福機構青

心的教導，就如嘉慧老師一樣，在課堂中坦

年家舍的事工主任，服侍及訓練來自破碎

誠分享自己家庭、服事及生命故事，令我感

家庭的青年人成為獨立自主的就業青年，更

到驚訝，沒想過一位老師為了讓我們藉著她

盼望透過服侍將她們帶到神面前，得著救

的經歷而在輔導上學習更多，竟然毫無隱藏

恩，生命轉化。回想這幾個月的事奉，真是

的開放自己的生命；「益友」則體現在我與

挑戰滿途。若不是經過伯神婚姻及家庭治療

她分享服事上的困難時，她四處為我尋找資

的訓練，每天面對青年人的情緒、獨特的思

源去解決問題，並切切為我禱告，願意在服

維、言語及非言語的表達、拒絕態度、內心

事的道路上與我同行，讓我體會到「良師益

的焦慮、家人關係的張力、過往成長的傷

友」的真義。

害……，真是很難理解及包容她們。我感謝
神讓我在伯特利神學院受造就、裝備，深願
成為合乎主用的器皿，祝福生命，報答主的
大恩，及報答眾位師長的用心栽培。

陳鏡榮

教牧學博士（2012-2014）
東莞美福包裝有限公司股東及商牧

1985年，我開始從商；2006年，蒙召
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放下工作及專心學

王仕雄

轉化型領導學博士（2012-2014）
招商銀行董事及「人生下半場」香港創辦人

習。固有的概念告訴我，成為牧者是一條單

我曾從事銀行業多年，從中資銀行管理

程路，不可回頭，不可能由做牧師再轉回做

高層到現在作為香港「人生下半場」事工的

商人。在伯特利神學院攻讀博士所遇到的幾

創辦主席，這是一個「轉化的旅程」，是個

位導師都曾為牧師，但現時在不同的領域發

人靈命的轉化，也是領導方略與心態的轉

展和事奉，當中更有成為商人的。無論是導

化。這個旅程讓我有機會自我發現和反思，

師的背景、生命和教導，都對我有很大的衝

旅程中，我重新發現自己這個「Being」

擊：原來，世界可以不再是聖俗之分，兩者

（存在），這個「Being」包括：我是誰、

都在神的國度當中。工作神學、僕人式的領

我的立場是甚麼、神給我的呼召是甚麼。

導、從聖經與神學看城市等的觀念，轉化了
我很多固有思維。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所強調城市轉化的使
命，與我渴望將信仰整合在職場中，將理論

這個課程讓學生不但有研讀書本的機

與實踐連結，以致對在城市中的職場領袖產

會，更讓我們可以親身到世界各地及本地的

生影響力，相信是可以相輔相承的。柏祺的

宣教前綫。無論在埃及、以色列和約旦，所

課程，豐富了我在推動「人生下半場」事

看到的垃圾村、可容納多達兩萬人崇拜的石

工，特別是帶來了一些新概念和運作模式。

洞教會、巴勒斯坦人住的隔離村莊等等，都

因為課程中有論及領導學，並有機會測試不

讓我學習到書本以外的知識，激活了我多年

同的模式，作為主管多年，雖然那些模式是

學習的知識和經驗。柏棋博士對主日學的重

常存的，但對應方法卻有天淵之別。一個營

視和執著，親自編寫課程，更驅使了我展開

利的機構很簡單，只要下屬聽命於主管便是

研究查考聖經的新方法。最叫我難忘的是柏

了。但是，一個事工的機構，各人都在服事

棋博士帶領一眾師生和同工，走到一般遊客

神，為神力臻完美時，心態和動機就很不

不會到的地方，接觸很難接觸到的人，甚至

同，需要更多磨合、團契和溝通。從前營商

讓我們在埃及面對面與東正教的主教對話。

只需看數字，今天動員方法和量度準則也不

我相信博士畢業，只是一個小結，前面

一樣。前者是短期的，後者卻是永恆的。我

的路將會更寬、更廣。我知道，課程學習的

們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見到成效。正因為是

目標，不只是擁有個人學位，而是彼此終

看長遠的果效，心態也需重新調節。

生，成為伙伴，構建更大的網絡和平台，讓
更多的同路人同學同行，成為神合用的器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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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新

文學碩士 - 城市宣教研究 （2012-2017）
商區福音使團 企業事工部高級幹事

在伯神學習的歷程讓我體會到學院對發

批評背後，國家為災民用心所作的事情。第

展職場神學教育及事工充滿熱誠和積極進

二、到地的神學。過去香港的職場信徒經常

取，更加因為她的實用性，使我對香港未來

批評神學教育非常「堅離地」，空談而不實

的職場事工增添期盼，我衷心鼓勵和支持有

用。但由於伯神著重回應時代和社會的需

志於職場宣教裝備的弟兄姊妹到這裡進修，

要，香港柏棋刻意連結了不少世界及本港不

不作他選。

同的職場機構，把不同而且有效的經驗和

我叫何耀新Simon，1990年開始在商

神學理論引進到我們的學習的系統裡，擴闊

區福音使團事奉，6年后全職事奉，為要興

大家的體會，在各項的文交流中使同學發展

起、鼓勵和差遣在職信徒，與他們一起同

出更多和更有效益的宣教方法。第三、靈性

行。然而，28年來的事奉讓我學習到職場

的操練。學習期間，我無論在工作、學習和

宣教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如何有效地鼓勵信徒

家庭都面對著很大的時間張力，同時因過去

靈巧又馴良地在這歪曲悖謬的世界去見證信

的腦疾，近年曾兩次暈倒在家中，當中實在

仰。

感謝學院老師和合作做功課同學的寬容和忍

從柏棋到伯特利神學院，我得到了三方

耐。原來，在弱軟中學習神學，我體會不單

面的幫助，第一、親歷的體驗。在這裏研讀

單是神學知識的追求，而是靈性的學習，更

書本之餘，同學們有很多機會親身到世界各

加了解自己的不足和靈性的軟弱，和一切的

地及本地的宣教前線。我曾有幸跟隨本院的

經歷都是主的恩典，叫自己更謙卑和更加明

老師前往四川，親身體察零八年大地震之後

白上帝呼召的真義——只有倚靠和順服。

的振災工作，讓我看到諸多對中國的負面

未來三年（2018-2020）
事工發展及籌款項目總覽
事工單位

發展項目

籌款目標

伯特利神學院

神學教育事工

港幣300萬

伯特利神學院

博士課程發展計劃

港幣500萬

伯特利神學院

伯神出版事工及圖書館發展

港幣350萬

伯特利神學院

中國神學教育事工

港幣300萬

伯特利輔導中心

輔導事工

港幣300萬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城市及職場轉化

港幣300萬

及課程發展事工
合共：港幣2,050萬

(每年約港幣680萬)

期望閣下奉獻支持，使事工得以順利開拓及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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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資料
「培育時代工人‧實踐上帝使命」
神學教育事工

「博士課程發展計劃」
培訓未來領袖 裝備培訓師

籌款目標：港幣300萬
時代處境
神學院曾經一度讓人有離地的感覺，原因
是神學教育只有聖經真理的教導，而未有捉緊
時代脈絡。以致神學生畢業後，面對時代處境
時，未能適切回應世代的需要。今天的神學教
育除了在聖經真理上穩紮根基，培育信徒使他
們在思想及行為方面更符合聖經的真理外，亦
需要培訓他們在專業上回應時代處境及需要，
以致聖經真理能融入時代當中。

帶職事奉的信徒藉著課程得以裝備，靈命得著
成長。我們致力提供忠於聖經真理、促進靈命
成長及提升專業能力的多元課程，培育學生掌
握上帝呼召、經歷生命轉化及運用恩賜事奉，
以回應教會和社會的需要。

需要及代禱支持

本院宗旨為造就全職侍主之基督徒，給
予聖經知識、靈性、心理等全人訓練，裝備學
員廣傳福音，培育及關顧信徒，以牧養教會為
宗旨，亦使其在牧養事工上發揮有效的專業能
力。學院亦為現職傳道人提供進修機會。同

時代處境
香港的婚姻及家庭問題日益嚴重，婚外
情、家庭破碎等問題也蔓延至基督教家庭。與
此同時，本港教會正面對著缺乏領袖的嚴重危
機，不少宗派與機構正處於青黃不接的困境，
因此產生了「領袖承傳」的逼切性。

在百物騰貴的處境中，要維持低廉的學
費，讓有志委身服侍的信徒，不會因經濟問題

伯神的回應

籌款目標：港幣500萬

時，本院推行神學教育普及化，使更多有心志

而阻礙進修裝備。除了嚴格控制低成本的運作
外，亦需要靠支持者的捐助，才能使神學教育
事工得以長遠發展。透過支持者的捐助，本院
每年均會向有經濟需要之同學頒發獎學金、助
學金及「神學教育基金」，亦資助港外碩士學
生進行專科深造。

伯神的回應

同時，學院一向重視領導培訓，為了培訓
服侍上帝、服侍下一代的時代領袖，學院決定
開展牧養關懷教牧學博士(Doctor of Ministry in
Pastoral Care)課程，培育未來的教會及機構領
袖，亦培訓該領袖成為導師，承傳使命。他們
並不僅僅是牧養關懷的提供者，更為重要的，
是要將他們的會眾裝備成提供這種關懷的人。
心理學博士(Doctor of Psychology in MFT)
課程著重反省和實踐，並與應用研究和專業教

有見及此，學院早於2004年開辦婚姻及家

育不斷整合。訓練婚姻及家庭治療執業專才，

庭治療碩士 (MCMFT)課程，為裝備上帝所呼

以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牧養關懷教牧學博士

召，願意承擔婚姻及家庭事工的僕人。隨著教

則針對全時間牧職同工，在基督教教育、教牧

會需要日益加劇及MCMFT畢業生的增加，除了

心理治療、基督教輔導或督導，院牧訓練等事

培訓臨床治療師外，實在需要投放資源培訓更

工上的進深研究及專業發展。

多的培訓師，以裝備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令
教會能適切回應牧養信徒時所面對的挑戰。

計劃及需要
博士課程發展計劃需要合共港幣250萬作
首三年之起動成本，包括聘用講師及各行政人
員。另需要港幣250萬設立助學金，以資助有經
濟需要之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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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神出版事工及
圖書館資源改進電子化計劃
籌款目標：港幣350萬
時代處境

伯特利輔導中心

伯神的回應及需要

伯神計劃出版不同的書藉包括博士生論文

伯神期望設立50萬的出版及研究起動基金

及教師們的研究、文章及寫作，以回應信仰社

以支持未來三年的需要，包括編輯及出版研究

群及對聖經神學、牧養輔導及城市轉化有興及

成果、文章及書籍，以及行政支援。

需要的人仕。

自2017年圖書館已開始使用電子圖書館新

回應時代的神學教育，必須不離地，緊貼

系統(Koha)，又訂閱EBSCO宗教及心理學電子

時代背景。學生進行研究時，必須閱讀大量文

期刊、電子雜誌、電子書及一站式電子搜索平

獻及研究報告。作為聖經研究學院，圖書館內

台系統，加上購買實體圖書，一年營運經費約

必須具備足夠的學術文獻及最新的研究報告，

為港幣60萬 (三年為港幣180-200萬)。

方能有助學生提高學習質素。但因著圖書館設

圖書館因資源不足，仍未購置足夠資料以

施老化，圖書館電子化工程，

及發展優質認證系統(OpenAthens) ，以便師生

已是時勢使然。除了有助

能安坐家中或於世界各地均能輕易使用圖書館。

全時間學生外，也有利

故此，希望設立港幣300萬圖書館基金，購買電

於延伸課程學生，能在

子及實體圖書、改善系統。若有足夠的儲備，便

學院以外的地方享用圖

不會因學院經濟狀況而使同學延緩學習。

書館資源，以提高學習

籌款目標：港幣300萬
時代處境
香港社會不斷地變遷，加上經濟、工作、

本著基督的愛，中心的義務輔導員關懷

學業等各樣的壓力，造成情緒困擾。根據香港

受情緒困擾的人士，以服侍的態度與受助者同

心理衛生會的研究，指出本港每3人中便有1個

行，每年約有100名的義務輔導員和實習學生在

會面對精神健康的問題，高於世衛調查數據的

中心服侍。在2017年，本中心之全年總輔導時

25%。因此，面對日益嚴重的情緒問題，大眾

數為8096小時，而總個案數目為935個。人數

對輔導服務的需求殷切，但相關人手卻嚴重不

的增加，正好反映社會對輔導服務的需求。然

足。教會作為社會中的其中一員，每天面對著

而，我們一直貫徹以自由奉獻方式為中心的主

日益增加受情緒困擾的會友，實在需要相關的

要收入，目的希望幫助各階層人士，不論他們

服務和培訓。

的經濟能力如何，也能得到適切的幫助。
此外，中心亦為社會大眾、教牧人員、輔

伯神的回應

質素。

學院重視身心靈的全人發展，除開設輔導
課程外，自1999年成立伯特利輔導中心，為
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服務。目的是盼望在輔導

中國神學教育事工

服務及培訓上給予教牧同工及大眾支援，以致
他們在教會關顧及牧養上更加有力地去為神作

籌款目標：港幣300萬

工。同時在輔導的過程中，輔導員及受助者同
時也透過輔導重新整理及檢視自己，以致輔導

時代處境
因著福音的大能，內地教會正在不斷的發
展與成長之中，教牧培訓於質和量上都需要提
昇，才能培訓出充足的牧養人才。

計劃及需要

員更能謙卑地面對上帝。 除此之外，現時中心

1. 課程需要學院老師前往內地教授課程之講

教會、社會裡也能被神使用。

師薪酬及旅費。

計劃及需要

亦成為培育輔導員的平台，好讓輔導員將來在

導專業人士等等提供不同的講座、工作坊、研
討會、認證培訓、治療小組等各項活動。期望
在不同層面向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支援，甚至
作預防性的教育工作。在2017年，中心大約舉
辦了114次免費活動、小組、講座、工作坊及專
業培訓課程，參加人次超過1529人。
中心發展即將踏入第二十個年頭，除提
供現有的服務外，我們期望開展更多的外展工
作，甚至海外的服務。預計未來三年，中心需
要籌募大約港幣300萬以達至收支平衡去幫助不
同的群體，祈盼有感動的人士可為受助者送上
一杯涼水。

2. 為著培訓內地神學教育的專才，亦會向內
地到港上課的神學生及博士生提供助學

伯神的回應
為回應內地教會信徒婚姻與家庭的挑戰及
城市信徒的培育需要，學院應邀前往內地教會
及神學院校提供相關課程。

金，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助學金

金額

碩士密集課程

每位助學金約7.5萬

博士課程

每位助學金約17萬

合作單位
學院應邀前往廣州協和神學院及海南基督
教培訓中心教授教牧及輔導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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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職場轉化課程發展及事工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籌款目標：港幣300萬
時代處境
在急劇的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城

計劃及需要
我們的使命宣言是

市經驗巨大的變化，宣教和牧養的模式都跟從

1. 提 供 透 過 處 境 化 及 基 督 信 仰 為 基 礎 的 教

前有着大大的不同，為教會帶來很大的挑戰。

育，具創意地傳遞城市宣教訊息，栽培及

在紛亂的世代中，如何將福音活出？怎樣的城

裝備信徒領袖，有效地在城市中傳揚福音

市才是合神心意？在撕裂的社會中，教會如何

及牧養不同的群體。重點服侍地區包括香

牧養信徒群體？如何對當代的議題有更適切的

港、中國及亞洲。

培育時代工人
實踐上帝使命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回應？神學院如何裝備牧者和信徒領袖，提供

2. 致力成為這些領袖的終生夥伴，繼續裝備

全面的城市事工，使福音的大能得以大大的彰

和服侍他們，為他們提供教導、研究、諮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顯，轉化個人、社群及城市？

詢、網絡及合作機會，支持他們拓展和推

(提摩太後書二章二十一節)

行各種為城市帶來轉化的事工。

伯神的回應
為推動香港、中國及亞洲的城市轉化、
加強基督徒領袖在城市事工上的裝備，柏祺城
市轉化中心於2012年5月在伯特利神學院內成
立，並以柏祺博士(Ray J Bakke) 命名。柏祺博
士是美國柏祺大學研究院的創辦人，擁有豐富
的城市宣教經驗，被公認為城市宣教工作的先

我們的博士課程現已有六十多人報讀、
除了碩士課程外，我們也發展了相關的延伸課
程，支持學生和畢業生，以城市作實驗室，研
究、開拓和發展不同的城市事工。在未來三
年，我們需要大概港幣300萬以繼續課程和事工
的發展及為有需要的學員提供助學金。

驅。本中心致力發展和提供適切的課程，以回
應時代和社會的需要。我們銳意成為這些領袖
的終生夥伴，支持他們拓展和推行各種為城市
帶來轉化的事工。

香港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電話：(852) 3577 7470（拓展部）
傳真：(852) 2336 1852   |   電郵：rnd@bethelhk.org
網址：www.bethelhk.org             Bethel Bible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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