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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求同存異                                                                         陸輝博士

在 9月2日開學崇拜中，筆者選用了腓立比書三章12-16節的經文，以「向著標竿直跑」為題，與師生分享。

由於時間所限，只能詳細分享了三個信息中的首兩個，即第12-13節「不是已經得著、已經完全了」，及第

13-14節「我只有一件事」。現在趁此機會分享第三個信息第15-16節「求同存異」。

保羅與腓立比教會對「得著」及「完全」有不同的體會，保羅是從個人經歷、從天上來的啟示體會到的，而

腓立比教會則受希臘哲學思想影響。前者認為有限的人沒有可能窮盡無限的神，而後者則認為人可以掌握完全的

智慧，並且以所掌握的智慧來誇口。因此保羅以他的體會來勸勉腓立比教會，以他個人的經歷來提醒腓立比教

會，寫下第15節的信息：「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以此

指示你們」。

其實腓立比教會在合一的努力中亮起了紅燈，保羅因而特別提醒。正面來看，保羅提出合一的信息：「同心

合意地興旺福音」(一5)，「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一27)，「你們就要意

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二2)，「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二5)。反面來看，提

出教會需正視破壞合一的現象：「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一18)，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三

17-18)，「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四2)。

對我們來說，腓立比教會碰到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常常碰到的問題：破壞合一容易，建設合一困難。

一同事奉，若有隱藏議程，遲早會導致信任危機。一同討論，語氣扯火，通常會引發情緒上對等的回應。自

以為是的態度，一般而言將會導致減少接觸及消極不合作態度。指引不清、溝通不良、程序不公，一定引發怨

氣。意見不同時，往往各自尋找支持，慢慢便會形成分門別類、物以類聚，甚至結黨。不同性格若不學習體諒、

接納、欣賞，亦會容易引發性格衝突。

學習合一是神學教育一個重要課題。這不單是耶穌臨別教導，也是信仰的

試金石。神學院沒有太多學分課程提供合一的學習，同學可以在非學分課

程及一同相處時學習的。中文一詞「只能意會不能言喻」可以將英文

“caught, not taught” 一詞生動地譯出。聖經中很多的品格，如包容、

體諒、分享、尊重、為他人設想、謙虛、溫柔、慢慢動怒、忍耐等等，

都有助建立彼此間的關係及合一。

同學也可以在家庭中實踐，夫婦及親子關係融洽，可以讓同學事奉無

後顧之憂。堂會實習及事奉中，同工關係、長執關係、會友關係良好，可以

有空間及動力來建立肢體及實踐使命，否則只會無可避免地花費很多時間

精力糾纏在是非爭吵中。機構事奉也如是，坊間充斥著什麼的

「馬房」、「派系」文化，教會機構能否克服，彼此求

同存異，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社會參與過程中，更需學

習，因為不單要與信徒相處，更要與非信徒相處，生命

見證有助建立和諧關係，及為爭議中的課題尋求出路。

院訓：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



今年4月，筆者在劍橋參加了一個由“Faith in Busi-

ness” 舉辦的研討會，主題是「進退兩難」，針

對信徒在職場上面對種種困難的抉擇。主辦人赫傑遜博

士（Dr Richard Higginson）提到道德抉擇的幾個主要進

路，包括以康德為首的義務倫理觀（rules approach）和

以邊沁（Bentham）為代表的目的倫理觀（consequence 
approach），各自都有聖經的支持，也有其利弊。赫傑遜

博士則認為品德倫理觀（virtues approach）是較為可取

的進路，雖然這方法歷史悠久，可追溯到柏拉圖年代，但

已久被遺忘，近年來才經歷復興，代表人物包括麥金太爾

（MacIntyre）及豪爾瓦斯（Hauerwas）1。

話雖如此，即使對於一個滿有美德的人，道德抉擇仍

然是困難的，實際情況往往都比想像複雜，根本沒有一些

簡單的經驗法則可循（rule of thumb），在每個情況下都需

要特定的識別能力（discernment），情況越複雜，就越需

要倚靠上帝和尋求祂的聲音。這類的討論通常都比較容易

流於抽象，所以我會用一個真實的個案作起點。

達強是一位成熟愛主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優秀的工程

師，在一間誇國公司當部門主管，最近獲提升並被派往越

南工作，要競投一個龐大的基建工程。他被要求將20%投

標額先放進一個海外帳戶作為「顧問費」，否則成功機會

渺茫。若投標不成功，不但達強職位不保，跟他合作多年

的團隊也要解散。

從以上例子可見，我們不容易只用規則或後果去衡量如

何作道德抉擇。另一個問題是，假如一個有道德的人為了崇

高的目的而作了一些不道德的行為，他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嗎？在一些非常的情況下，究竟一個人的存在（being）可

跟他的行為（doing）分割嗎？歷史上亦不乏這些例子，著

名神學家潘霍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積極參與刺殺希特拉的

陰謀，不但不成功，並在德軍投降前 23 天被處決。

很多研究「貪污」的學者都會將它分為「主動」和「

被動」兩種，前者是以賄賂達成一些不合法或不道德的

事，後者是在一個腐敗的制度裏，以額外的付出令合法的

事得以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筆者的丈夫早年在印度工作

時就遇到不少後者的情况，若不交「特別服務費」，要裝

一條電話線也需時兩年。在國內工作的人士，相信都對這

些情況屢見不鮮、見怪不怪。

當然我們在聖經上找到不少對賄賂的譴責（箴十四27，

十七23，二十二16），但在另一方面它對賄賂也有正面的

評價（箴十七8，十八16，二十一14）。雖然上帝神對道

德的要求是絕對的，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容忍人性軟弱，因

為改變是需時的。縱使當時羅馬的統治和稅制非常腐敗，

耶穌對其制度都有一定的認同，依法交稅。如果我們細心

研究，聖經對賄賂的譴責主要是針對那些防礙正義，又或

藉權勢去欺壓他人，特別是貧窮人的人。

馬來西亞牧者華勇（Hwa Yung）會督在他 「行賄與貪

污」一書中提到要幫助亞洲信徒更有效和有系統地去面對

職場上的種種挑戰，我們必須發展一套適切本地文化和處

境的社會參與神學（Social Engagement Theology）2。它

必須要對外來的壓力、人性軟弱及屬靈上的不足有充份的

把握，否定不合聖經的二元世界觀及對世界的退隱，並清

楚瞭解基督徒的道德原則，但在處境和文化上要有適當的

闡釋及應用。

在這方面，學者韋伯（Webber）也提出了活在其中

的 模 式 （ I n c a r n a t i o n a l  m o d e l ） 及 它 的 三 個 元

素 ： 分隔（Separation）、認同（Identification）和轉化

（Transformational）3。聖經亦不乏在這三方面的例子和

04

專題文章
進退兩難？！                                      陳敏斯博士（柏祺城巿轉化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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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分別」的原則（彼前二11；約壹二15）禁止所有

主動貪污，並要求我們儘量避免被動貪污；但在實踐「認

同」（代表人物包括約瑟、但以理、以斯帖） 時，我們千

萬不要忘記轉化的原則（太五13-16），在信徒為鹽為光的

呼召上建基，不可為認同而認同，忘記使命，迷失自我。

在每人切實尋求神的旨意後，可能會選擇強調模式的某一

方面，我們切忌互相論斷，因為神對各人的呼召不同。

另一方面，分隔不等如退隱，後者不是一個選擇，因

為不做壞事不等於做好事，亦放棄了轉化的使命。將星期

一跟星期日分割更是下策，信仰是不可跟生活和工作分開

的。任何重大的抉擇，都需要羣體的支持和參詳（箴十五

22），釐定一個具體的抉擇過程亦是有幫助的。我們必須

謹記，每一個決定都不只是關於我們自己，又或只關於此

時此刻，乃是為日後更適切的決定建立基礎，對周遭的人

更是影响深遠。無論我們如何明智或有謀略，我們必須明

白跟隨耶穌的代價是沉重的，可能是失去一份工作或一單

很大的生意，但我們的着眼點絕不止於個人利益或今生今

世（路九23-26）。

回到我們的個案：達強向上司求助，卻沒得到甚麼幫

助，他也嘗試跟牧者和其他基督徒商議，也得不着清晰的

帶領。由於經濟不景，他的團隊都懇求他妥協，否則他們

的家庭都會失去倚靠。經過禱告、流淚和很大的掙扎，達

強選擇妥協，並為公司取得合約，當一切塵埃落定，他決

定要為此事負責，亦請辭了。無論如何，我對他的離開總

覺得有點可惜，在越南這個地方，多一個基督徒總比少一

個好。

在電影「無間道」中，我們看到警察的訓練包括軍

裝、便衣和「卧底」，他們的崗位不同，所以訓練也不

同，但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顛覆犯罪集團。我們也是一

樣，可能服侍的崗位不同，有人在教會內，有人在職場

上，需要的裝備和訓練也不盡相同，但我們的使命都是一

樣，在世上為鹽為光，堅持轉化的使命。

最後我希望以馬丁路德的引言作結束：「放膽地去犯

罪吧！但要更放膽地去相信和在基督裏得喜樂。」4正如我

們若要在地震後去發掘生還者，不可期望完全不被沙塵沾

污，但若我們有強力的洗衣粉可洗淨我們一切的污穢，就

可可全情投入，參與拯救。相信很多人都記得在 2003 年

沙士期間，有一位名媛大發熱心，到重災區探訪，但因為

她怕受感染，全副「軍裝」，與當地居民的「便裝」（只

帶口罩）大相逕庭，令人啼笑皆非。我們有時也是這樣，

立志入世、關心「罪人」，卻怕受感染，全副武裝出動，

效果自然強差人意。所以無論你現身處任何崗位，都祈望

你能憑着信心，堅持我們為鹽為光的使命，向你所處的地

方和系統內的轉化作出承擔，深信主耶穌的寶血能洗淨我

們一切的不義，祂的恩典夠用。

1 Richard Higginson, “No Armchair Theologian”, presentation at Faith 
in Business: Dilemma in Business Conference at Ridley Hall, Cam-
bridge, April 13, 2013.

2 Hwa Yung, Bribery and Corruption: Biblical Reflections and Case 
Studies for the Marketplace in Asia (Singapore: Graceworks Private 
Ltd, 2010), 13-16.

3 Robert Webber, The Secular Saint: The Role of the Christian in the 
Secular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9), 75-165.

4 Letter 99, Paragraph 13. Erika Bullmann Flores, translated from 
Dr. Martin Luther’s Saemmtliche Schriften, edited by Dr, Johannes 
Georg Walch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N.D.), Vol. 15, 
cols. 2585-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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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同學分享                     陳展宏（道學碩士二年級學生）

今日能夠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實在是神

的恩典！我自小無論在家庭和學業都

有愉快的經歷。我十二歲時跟家人移民到加

拿大多倫多。之後在當地一間華人教會中信

主和聚會。在九五年的加拿大華人基督徒冬

令會中，神第一次讓我有全時間奉獻給祂的

感動。我慢慢在教會和團契中事奉和成長。

感謝神讓我在年輕時認識祂，學習倚靠祂．

原來神將有一個重大考驗給我。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是讓我父母和家人難過的一天．醫生證實我患上急性白

血病，即血癌．我在十八歲，在生命中充滿活力，正要實現理想的時候，整個人生靜

止下來．相中光著頭的就是正在接受治療的我。治療中有說不出的難受。但感謝神，

我並沒有忘記祂．在我接受化療時，或在止痛

藥亦失去效用時，我向神祈禱，我向神呼求．

神給我內心有平靜，安穩的心．神更為我預備

合適的骨髓，和最好的治療．我的身體逐步恢

復過來。

在二零零八年，因我們的家人都已回流香

港，我和太太亦決定歸來．因為每年都要做檢

查，我定期在瑪麗醫院覆診．在血科部門中，

我認識了很多剛患病，或正接受骨髓移植的病

人．起初，我是希望能讓病人看到一個康復的

例子，亦希望可以鼓勵一下他們．但看到他們

消瘦和落漠的病容，神讓我再次想起祂在我身

上所賜下的恩典．我內心很想用我所有的時間去服侍主，和服侍病人．

感謝神！我居然能全時間在伯神接受神學和輔導的裝

備．感謝神！讓我可以得到老師們的教導，亦認識了很多學

兄學姊．我特別感受到老師和學兄學姊們的關心和愛護．

我們在課堂中不單學習神的話語和知識，更互相代禱，分

享，和支持．很感恩神一路的帶領和開路．

我很期待在學院將會上臨床牧關輔導的課程。其實不

只在醫院中，在這不公義，歪曲悖謬的世代，實在需要

更多神的僕人，神的精兵，為祂打扙．願神繼續幫助我

們，加力給我們．亦願我們一生效法主耶穌，一生為主

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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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頌》       

BTh畢業班
原曲/詞：劉振華       

改編：唐偉基

年青的我 懷有抱負

夢想可以 服侍救主

幸有你啟蒙 教導我思考

多番勉勵 燃亮了我

成長的我 時有挫敗

內心苦惱 難念聖經

幸有你關懷 育化與更新

知信愛望 陶造了我

良師啊 是你一顆

愛心關懷 燃亮了我

師恩浩蕩 齊頌讚歌

感激恩師 培育了我

如今的我 傳承使命

立身處世 揚頌救主

誰令我堅強 敢面對艱苦

師長教導 成就了我

明天的我 惟盼所願

用心歌唱 明燃信心

能面對將來 續傳這福音

不再退避 全賴有你

良師啊  是你真心

薪火相傳 燃亮了我

師恩浩蕩 齊頌讚歌

感激恩師 培育了我

2013年畢業謝師宴



2013年夏季密集課程

個人成長
黃葉仲萍博士  (10-21/6)

從城市角度看普世基督教歷史
Dr. Ray Bakke (5/8)

拉比神學
黃天相博士 (8/7-21/8)

基督教家庭生活教育
屈黎懿堅博士 (12-16/8)

改革開放後中國教會發展及前膽 
王艾明博士 (3-7/6)

輔導實習III
屈偉豪博士 (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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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T rap 人生

人生就像一幅 painting

閉上眼可以好好 thinking，

點點滴滴如何 coloring，

且看你今天怎樣 planning？

有人怨天尤人經常 crying，

有人餐搵餐食掛住 shopping，

有人遊戲人間鍾意 playing，

也有人鍾意空談齋 talking；

有人百病纏身suffering，

很多人在家庭中struggling

父母為子女living，

挨更抵夜地working，

可惜有時太controlling

攪到係damaging

子女冇曬自由upsetting

人生就是咁depressing!

想不通就要搵counseling，

將人生際遇來個reframing，

將D好野expanding，

用新的角度去perceiving,

人生自然會更brightening

神會同你一齊problem solv-

ing。

多謝你們的teaching

令我生命有changing

事奉 先要執執 個being

平靜安穩才去doing

每日緊記有好好resting

為主耕耘才有fruitful serving！

願主祝福你生命

更Beautiful & Rewarding!

更Beautiful & Rewarding!!

《良師頌》       

BTh畢業班
原曲/詞：劉振華       

改編：唐偉基

年青的我 懷有抱負

夢想可以 服侍救主

幸有你啟蒙 教導我思考

多番勉勵 燃亮了我

成長的我 時有挫敗

內心苦惱 難念聖經

幸有你關懷 育化與更新

知信愛望 陶造了我

良師啊 是你一顆

愛心關懷 燃亮了我

師恩浩蕩 齊頌讚歌

感激恩師 培育了我

如今的我 傳承使命

立身處世 揚頌救主

誰令我堅強 敢面對艱苦

師長教導 成就了我

明天的我 惟盼所願

用心歌唱 明燃信心

能面對將來 續傳這福音

不再退避 全賴有你

良師啊  是你真心

薪火相傳 燃亮了我

師恩浩蕩 齊頌讚歌

感激恩師 培育了我

美麗的回憶  黃振添（道學碩士三年級學生） 

 

132屆自治會主席

新學期開始，自治會又到轉屆的時候。筆者不禁回顧過去的足跡，所看到的是一條恩典之

路。筆者印象最深的是在五月舉行之修訂會章大會，有六十多位同學參與，大家非常踴躍

的發表意見，對會章的每個細節都一絲不苟，盡顯同學愛學院和愛自治會之情。更難得的

是大家願意放棄午餐，而當中有不少同學要空著肚子繼續上兩點的課，實在令筆者動容。

之後也看到有一些下午沒有課的同學，自願替上課的同學買簡餐，甚至沒有收回餐費，這

是一幅何等美麗的圖畫！回想要同學空著肚子開會，筆者實在慚愧。自覺能力不足，以致

很多議題考慮不周和討論費時。但無論如何，神的引領是奇妙的，自治會終於成功從半

年制改為一年制，對自治會長遠之發展應有正面的作用。筆者深深體會到只要『奉獻我僅

有，神大愛深厚。欠缺裡沒有還是夠』。

2013年退修營
8月29至31日

2013年畢業謝師宴



2013畢業同學及
事奉工場 

道學碩士 MDiv                
盧珏名 南亞路德會沐恩堂

周文傑 救世軍灣仔隊

梁清恒 宣道會美門堂

譚   瑛 東方基督教會佈光堂

林健生 伯特利神學院

朱慧慈 進修

駱英豪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蕭嘉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

何展有 旺角靈糧堂

郭熾豪 筲箕灣潮人生命堂

岑嘉茵 屯門基督教會

郭錦賜 中華完備救恩會西貢堂

劉哲鴻 粉嶺基督教恩臨堂

梁麗霞 香港耀光基督教會

黃佩玲 伯特利神學院

陳德錦 神召會合一堂 

甘偉彪 大埔區院牧事工委員會

李潔貞 廣華醫院

龔婉瓊 待定

李潤安 香港浸信教會顯理福音堂

陳文娟 自由輔導員

張韻詩 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醫院

歐程路明 基督教伯特利會遵理堂

________________

神學學士 BTh                
1  陳惠群  歡欣頌基督教會

2  張美蘭  待定

3  林鳳蓮 香港基督教聚會中心

4  孫貴心 待定

5  何顯美 待定

6  唐偉基  基督教會立基堂

7  李耀恒 待定

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
學士
謝慧華 王寶慧 李潔卿 黃妙妍 

劉楚詠 曾可恩 吳妙鳳 吳佩芳 

許寶儀 余寶琪 陳適適 鄭蘭英

程淑娟 方蓓儀 邱光香 黃世超 

蘇頌惠 朱淑鴻

神學研究學士
梁少芬 譚銘駒 霍麗嫦

基督教輔導學及社會服務碩士
文慧貞 劉鳳闕 楊   樂 王潔裔 

張燕群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周瑞珠 劉思敏 李玉愛 廖愛施 

程續戰 黃錦翠 葉引蘭 關艷美 

廖燕明 歐陽兆棠 陳美芳 陳玉明 

施貞貞 蒲群英 朱榮光 余秀蓮

潘燕華 陳茵茵 王正傑 梁展宇 

胡建玲 王麗靜 盧容弟 楊順儀

林佩雲 林曼蓮 陳鳳秋 鍾淑芝 

黃佩華 羅麗斯 陳紫婷 吳蓮珠 

官清意

神學研究碩士- 經卷研究
梁淑金 陳秀美

________________

2013新生名單 
學位新生

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
學士        
曾嘉豪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富善佈道所

陳學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梁玉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劉淑儀 基督教宣道會華貴堂

林嘉麗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黃慧儀 中華傳道會牧幼堂

林美光 香港仔浸信會

陳淑宜 基督教主恩堂

黃嘉寶 牛池灣竹園潮語浸信會

劉依汶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麥瑋綝 上水基督教會

林麗平 香港宣道會北角堂

李茵茵 聖公會牧愛堂

梁佩詩 崇真會筲箕灣堂

陳倩彤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麥婉玲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陳嘉兒 基督教主恩會

吳騰新 鰂魚涌浸信會

王美儀 宣道會石湖墟堂

黃綺敏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

簡詠芝 大埔浸信會

彭寶瑠 大埔浸信會

林美其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

鄭婉珊 宣道會海怡堂

陳靜霞 海外神學院基督教中心堂       

神學研究學士        
曾佣慈 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  

李子軒 香港浸信教會

許玉儀 基督教復興教會

陳溢雄 又新浸信會

葉美娟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堂

蔡子聰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黃可欣 宣道會愛民堂

陳慧冰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

古錦昊 宣道活石堂

譚浩基 播道會播道書院道真堂

       

________________

神學學士
周婉慈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羅慧琛 基督教主恩會

陳妙玲 黃竹街平安福音堂

張詠儀 基督教元朗基道堂

沈文霞 中華完備救恩大埔堂

黃結良 廣源禧年浸信會

張莉欣 石蔭宣道浸信會

湯偉明 基督教仁愛教會

陳佩詩 基石浸信會

陳芷華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上水堂

鮑諾禧 沙田宣道會

________________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蔡桂武 基督教宣道會活水堂

陳坤華 基督教銘恩粉嶺堂

陳彩霞  真理浸信會恩典堂

黃玉珍 香港浸信教會

陳禮琴 北角宣道會

林玉秋 南屯門平安福音堂

梁綺汶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廣源堂

李笑蓮 教會聚會所(基督徒管家)

關婉穎 牧鄰教會

黃錦權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

黃倩碧 又新浸信會

羅偉強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洪桑梓 牛頭角浸信會

關見彩 基督中心堂(佐敦堂)

李偉武 香港基督教會

謝慧華 麗城浸信會

劉鳳闕 鄢陵教會

陶婉芬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胡少權  香港浸信教會

張玉儀 Lond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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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艷冰        旺角浸信會

張志卿        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

李天柱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梁玉燕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

勞頴芳        播道會恩泉堂

阮莎燕        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溫穎儀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曾可恩 伯特利恩光堂

石美珍 基督教中華完備救恩會(西貢堂)

陳楚昇 宣道會北角堂

_______________

道學碩士- 經卷研究        
曹啟賢 基督教主恩堂

駱玉欣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蘇頌惠 旺角靈糧堂

        

道學碩士-領袖及靈命塑造        
許景怡 學基浸信會

       

道學碩士- 教牧輔導        
盧麗玲 屯門靈糧堂

馮景明 中華基督教會閩南堂

吳穌堅 灣仔潮語浸信會

羅廣權 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

鄭思哲 宣恩浸信會

歐沃芳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

        

道學碩士-牧養事工        
周健昌 海怡浸信教會

黃兆文 救世軍卜維廉隊

陳意科 深圳華僑城教會

       

道學碩士-城市事工        
劉國強 基督教靈磐教會

________________

神學研究碩士- 經卷研究        
莫麗美 九龍城福音堂

鄭蘭英 土瓜灣浸信會

林栢謙 聖公會聖馬太堂

溫華恩 教會聚會所(基督徒管家)

孫仕文 香港神的教會

陳麗筠 以馬內利使徒會

       

神學研究碩士-教牧輔導        
容寶才 沙田惠荃堂

袁永欣 青衣長康浸信會

代莉霞 長沙教會

李兆豐 九龍五旬節會

許寶儀 九龍城福音堂

鍾麗萍 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

盧國泰 禮賢會九龍堂

司徒妙娟 協基會嶺南堂

吳妙鳳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李翠姿 加略山香港教會

關建聰 宣教會恩全堂

余笑霞 信義會平安堂

        

神學研究碩士-城市事工        
楊燕珍 深圳華僑城教會

       

文學碩士-新約        
李淑敏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李志偉 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

        

文學碩士-舊約        
劉淦堃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譚銘駒 教會聚會所(基督徒管家)

      

文學碩士-教牧輔導        
陳德慧 Richmond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Canada)

延伸課程共120人 
(截至2013年8月31日止)
聖經及神學研究證書/文憑課程18人

基督教輔導學證書/文憑課程41人

青少年事工證書/文憑課程7人

基督教歷奇輔導證書/文憑課程2人

聖經及神學研究深造證書/文憑課程6人

基督教輔導學深造證書/文憑課程41人

青少年事工深造證書/文憑課程2人

基督教歷奇輔導深造證書/文憑課程1人

深造聖樂文憑課程2人

代禱事項
1. 學院申請認證過程的架構改善和需要

2. 新學期各位老師、同學及同工的適應

3. 學院申請重建的審批流程

4. 10月份基督教書展，讓教會和信徒們認識學院提供課程及服侍

5. 註冊處網上註冊系統、預備冬季密集及春季課程

6. 延伸及春季學生招生安排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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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在伯神畢業已有15個年頭，回想在

1994年蒙召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的日子，今日仍歷歷

在目，學院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仍在我的腦海中。想當

年，每逢飛機快要降落啟德機場時，震耳欲聾的聲音，使到師

長講課時也要稍作停頓，小息的時候，上到天台，經常看到飛

機就在頭頂飛過，幾乎一伸手就可觸摸到機身。現在機場已

經搬走了，新一代的同學，不用再受飛機嘈音的滋擾，實屬萬

幸。欣聞學院將會重建，幾年後，學院將會有新的院舍，將來

的同學，就會更幸福了，真是一代比一代好呀！作為校友，真

的感到欣慰和驕傲。

想到這裡，我不禁要感謝母校對我的栽培，以致學有所

成而頒給我學位，也憑藉這認可資格，得以在教會作傳道的

職份，也有機會馳騁於中華大地，宣講福音，這些年來，幾

乎走遍大江南北，所到之處，都留下了蒙恩的腳踪。古語有

云：「飲水思源」，我正是想念到母校的恩情，而抓住機會在

校友會事奉，我很想告訴大家，在校友會的事奉中，豐富了我

的人生經驗，以及結識了一班對母校很有感情的同工，我們開

職員會的時候，大家積極發言，坦誠分享，樂也融融，我很希

望藉校友會這個平台，聯絡結識更多校友，大家彼此交流事奉

的經驗，互相幫助提點，使我們在事奉的壓力下，有疏通的渠

道，希望那些很少，甚至從未參加過校友會活動的校友，請你

們來看看，我還有一件意外的收穫要告訴大家，就是三年前，

無端端給當時的主席委派搞旅行團，結果得到眾校友的支持，

順利成團到內地旅遊二天，今年已是第二次舉辦的旅行，參加

者都盡興而歸，各職員都有信心的說明年要搞三天團，希望你

也積極報名參加，一同享受旅程，從這兩次旅行中，我得到很

大的樂趣，原來做領隊是很有滿足感的，當中的喜樂是難以言

喻的。

我太太許寶儀，任職於「入境事務處」，於三年前提早退

休，我極力推薦她報讀母校的基督教輔導學士課程，靠著神的

恩典，經過多年苦讀，她剛於今年6月畢業了，感謝神，現在

她不單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師妹，更是我的校友，不過，最

重要的是，我們都是「伯特利人」，因伯神是我們讀神學的母

校，我們以母校為榮！

 

我們都是 「伯特利人」 
陳華明及許寶儀伉儷 
 (1998年 BTH畢業) 和 (2013年 BCC畢業)

校友會報告：
1.  6月10日迎新會在九龍城好彩酒樓舉行，有21位新校友參加 ， 

29位舊校友，7位師長，總共57人，一個美好分享祈禱的時刻。

2. 主席李德榮校友於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31日代表校友會成

為伯特利神學院院董。

3.  2013-2015年度有蔡偉南校友、林炳參校友及王浠文校友擔任

義務執行幹事， 職責範圍包括：聯絡、關心校友近況及總務工

作，若各校友有任何需要代禱可聯絡各職員及義務執行幹事。 

4.  今年度本會的財政預算是19,000.00，敬請各校友交會費$100

元及奉獻支持，直接入恒生銀行校友會戶口號碼285-140687-

001，後聯絡陳華明校友。

5.  支持學院圖書館現已設立「中國教會歷史書專櫃」，目標是購

置和收集國內、香港和澳門的華人教會歷史書籍，放置及供參

閱。於日後新校舍落成時，計劃將擴至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發展

的歷史文獻。現推行「一對一配對奉獻計劃」，呼籲校友響應：

校友奉獻多少，周約彼牧師便撥出相應的金額支持這事工。如

支持及作出奉獻，煩註明「中國教會歷史書專櫃」如要查詢

有關書籍的捐獻事宜，請直接與講師兼圖書館主任李少秋教

授聯絡。

6.  2013年9月30日(一)下午5：30在母院禮堂舉行專題講座，題目

為『佔領中環多面睇』，講員為陸輝院長。

校友會十月至十二月活動
1.  2013年10月28日(一)下午11：00在九龍城好彩酒樓舉行茶聚及

賀黃卓英牧師生日。敬請各校友報名參加。

2.  2013年12月23日(一) 上午11:00母院聖誕節感恩崇拜。歡迎校

友出席參與。

報名及崇拜後聚餐繳費詳情，請與康麗儀姊妹聯絡

(電郵：dominahongly@yahoo.com.hk)。

校友消息
1.  陳鏡榮校友（2010 BTS；2012 MDiv）已於6月23日（主日）

下午3：00假座九龍塘聯合道300號九龍國際浸信

會接受該會按立為牧師並舉行典禮，謹此恭賀。

2.  黃振家校友（1996年，BTh）已於6月30日（主

日）下午3：00假座九龍神召會石硤尾堂舉行按立

牧師聖職典禮，謹此恭賀。

3.  李偉英校友（1998，BTh）已於6月7日安息主懷。

安息禮拜於7月2日舉行，出殯禮於7月3日舉行，隨

後棺柩移往鑽石山火葬場舉行火化禮，求主安慰其

家人。

校友園地

2013年10月18-26日
第廿九屆基督教聯合書展

攤位號  A7 歡迎蒞臨。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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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消息

1.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轉化城市：從關

懷貧窮做起」

     10月29日晚上7時在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

堂舉行，邀請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主席李炳

光牧師分享網絡工作、理念和實踐，城市

睦福團契總幹事鄺玉婷博士作回應，陳敏

斯博士擔任主持。盼望都能化信仰為行動，以關懷有需要的人開

始，祝福和轉化我們的城市。

2.  保羅．史蒂文斯教授除了在本院講授秋季密集課程外，亦在11月

29日及30日舉行午間講座及研討會。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 http://rbc.bethelhk.org  查詢: 2148-5577

輔導中心消息

1.  中心於8月23日晚在本院舉行義工迎新會歡迎下年度義務輔導員。

2.  中心將於2014年1月邀請家庭治療師 Rob Fisher來港主領工作坊教

授以澄心 (mindfulness) 應用於夫婦輔導，另外藝術治療師 Christine 

Lummis 將於 2月再次來港主領身體地圖 (Body-mapping) 工作坊，

工作坊詳情及報名請留意中心網頁。

3.  意思聆小組正為一工程公司提供創傷後治療評估及輔導服務。

4.  恩典成長小組與馬鞍山靈糧堂再度合作於 7 月及 8 月期間舉行「右

腦潛能提升課程 – 情緒智能 B」，課程繼續接受報名。

5.  第五期 50+ 課程(退休人士支援小組)將於 9 月舉行，分星期四及星

期六兩組，現正接受報名，查詢歡迎與 50+ 計劃統籌主任林健生博

士聯絡。

6.  2014年為中心成立 15 週年紀念，中心將出版刊物以紀念週年慶誌，

其他慶祝活動詳情將稍後公佈。

7.  中心輔導員劉鳳闕代表廣州好牧人心理咨詢有限公司，應邀主持廣

州市廣播電視台錄音節目「將心歸家」，於節目中分享親子教育。

8. 中心將於新學年出版兩本新書：《治療由家開始再版》及《創傷治

療》。

學院事工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主辦

伯特利神學院協辦

古蹟周遊樂Heritage Fiesta2013

伯神神學大樓二級文物公眾參觀日

日期        2013年9月28-29日

時間        周六9am – 6pm        主日2pm – 6pm

財務報告
2012至2013年全年財政報告 
2012-2013 全年收支 (截至2013年8月31日)

收入 港幣 (’000)
學費 9,397
奉獻 2,188
伯特利輔導中心  1,627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1,369
其他 782

總收入 15,363

支出  港幣 (’000)
講師薪津  7,228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3,272
行政及運作 3,807
伯特利輔導中心 1,809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1,352

總支出 17,468

不敷 -2,105
(審計前)

督印人：陸輝     
編委：黃天相、李雋、羅碧聯、吳嘉茵、汪善儀、洪桑梓     
設計：Two Little Coins



2013-2014年度秋季密集課程

秋/冬季密集註冊日期：

10月7日至28日  
歡迎修讀學分或旁聽 

查詢電話：2336-9197 內線132

詳情請參閱www.bethelhk.org

2013-2014年度冬季密集課程

2014年春季學期招生
學士、碩士學位
截止報名日期：2013年11月15日

全年招生
延伸制證書、文憑、深造證書、深造文憑
查詢 www.bethelhk.org 2336-9197 內線133

博士學位
查詢 http://rbc.bethelhk.org  2148-5577

SP7043/SP9044
基督教靈修與文化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d Culture (英語授課、粵語傳譯)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3年11月18-22 日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講師: 加德納教授Prof. Harry G. Gardner  加拿大阿基狄亞神學院院長

SP7193/SP9194
創新之靈─在教會、非牟利機構及企業中的創業領導 The Soul of Innovation  (英語授課、粵語傳譯)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3年11月25-28 日 (星期一至四)  0900-1800

講師: 保羅.史蒂文斯教授Prof. Paul Stevens 國際聞名職場神學家，加拿大維真學院職場神學榮譽教授

SP9174 
領導評估 Leadership Emergence Pattern (Leadership Assessment)  (只供博士生修讀)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6-9 日 (星期一至四)   0900-1800 

講師: 呂慶雄博士   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 (拓展及培訓)

TH2033/TH6033 
基督教倫理學 Christian Ethics (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6-7, 9-10日   0900-1700 

 2014年1月8日  0900-1300  及 2014年1月11日 週六 0900-1100 (考試)

講師: 李少秋博士 (本院系統神學教授)

SOS 303 
社會學 Sociology (粵語授課)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13-17日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講師: 葉偉海博士 (本院客席講師)

PC8523 
尋解導向與敘事式家庭治療I  Narrative Family Therapy I (粵語授課)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14-17日(星期二至五) 0900-1800;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0900-1300

講師: 譚月生教授(本院婚姻家庭治療課程主任)

PC4363/PC8363
靈性與成癮 Spirituality and Addiction (粵語授課)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20-24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講師: 李嘉慧講師、錢鋒講師、吳靜華講師、劉寶珠講師 (本院輔導講師)



2013-2014年度秋季密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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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季學期招生
學士、碩士學位
截止報名日期：2013年11月15日

全年招生
延伸制證書、文憑、深造證書、深造文憑
查詢 www.bethelhk.org 2336-9197 內線133

博士學位
查詢 http://rbc.bethelhk.org  2148-5577

SP7043/SP9044
基督教靈修與文化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d Culture (英語授課、粵語傳譯)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3年11月18-22 日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講師: 加德納教授Prof. Harry G. Gardner  加拿大阿基狄亞神學院院長

SP7193/SP9194
創新之靈─在教會、非牟利機構及企業中的創業領導 The Soul of Innovation  (英語授課、粵語傳譯)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3年11月25-28 日 (星期一至四)  0900-1800

講師: 保羅.史蒂文斯教授Prof. Paul Stevens 國際聞名職場神學家，加拿大維真學院職場神學榮譽教授

SP9174 
領導評估 Leadership Emergence Pattern (Leadership Assessment)  (只供博士生修讀)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6-9 日 (星期一至四)   0900-1800 

講師: 呂慶雄博士   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 (拓展及培訓)

TH2033/TH6033 
基督教倫理學 Christian Ethics (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6-7, 9-10日   0900-1700 

 2014年1月8日  0900-1300  及 2014年1月11日 週六 0900-1100 (考試)

講師: 李少秋博士 (本院系統神學教授)

SOS 303 
社會學 Sociology (粵語授課)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13-17日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講師: 葉偉海博士 (本院客席講師)

PC8523 
尋解導向與敘事式家庭治療I  Narrative Family Therapy I (粵語授課)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14-17日(星期二至五) 0900-1800;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0900-1300

講師: 譚月生教授(本院婚姻家庭治療課程主任)

PC4363/PC8363
靈性與成癮 Spirituality and Addiction (粵語授課)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年1月20-24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講師: 李嘉慧講師、錢鋒講師、吳靜華講師、劉寶珠講師 (本院輔導講師)

2013-2014年度秋/冬季密集課程註冊及報名表

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修讀科目： 請自行填寫下表後連同費用寄/交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本院註冊處收。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修讀學分或旁聽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讀學分 □旁聽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讀學分   □旁聽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讀學分   □旁聽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讀學分   □旁聽

秋季密集課程
 
	 項目及費用	Item/Tuition	Fees	 共修	 合共費用

 1 深造證書/深造文憑/碩士   @HK$2,990 科 學分 HK$

 2 博士  @HK$16,000                  科      學分 HK$　

 3 旁聽  @HK$1,500   HK$　

 4 校友旁聽：@HK$1,200   HK$　

 總共： HK$　

冬季密集課程
 
	 項目及費用	Item/Tuition	Fees	 共修	 合共費用

 1 證書/文憑/副學士/學士      @HK$2,050 科    　學分 HK$

 2 深造證書/深造文憑/碩士   @HK$3,150 科    　學分 HK$

 3 博士  @HK$16,000 科    　學分 HK$　

 4 旁聽  @HK$1,600        HK$　

 5 校友旁聽：@HK$1,400 (不包括SP9174)   HK$

 總共： HK$　

付款請用支票，支票抬頭請寫「伯特利神學院」“Bethel Bible Seminary”

Received b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a Entry :  □ Comple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Receip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