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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訓：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

院長的話

優質神學教育                                              陸輝博士

在 
商界，早年已有「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近年也流行「最佳做法」

（Best Practice）一詞，目前連商品也要建立「卓越品牌」；服務界則開始推崇「優質服

務」；教育界推行「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多年，甚至有聲音反映外評內評等都

增加教師不少壓力。我們的神學教育又如何？

本港的神學教育主要透過神學院進行，各教會推薦會友進入神學院接受訓練，會友完成學習後

再進入教會或機構事奉。近年不少平信徒也接受不同程度的神學訓練，目的並不是成為教會或機構

同工，而是裝備自己在教會及職場上以平信徒的身份來事奉。

每一所神學院校都有自己的異象，加上教會的神學傳統，經過前人的努力及現在各持份者的參

與，結果得以培訓人才傳揚福音牧養教會。此外，神學教育也可透過客觀的評審制度來衡量所訓

練的水平。本港沒有獨立的神學評審的機構，大多神學院校都會接受「亞洲神學教育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及「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的評審。兩所評審機構訂定了辦理神學教育的指標及要求，神學院校只要符合這

些條件，就可取得認可認證資格。

本院同人都朝著提供優質神學教育方向努力。

本院的課程分別接受不同評審機構評審及認證。道學碩士及神學學士的牧職課程經「東南亞

神學教育協會」評審，取得認證。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則取得「香港專業輔導協會」（Hong 

Kong Professional Counselling Association) 評審認證，亦得到美國「婚姻家庭治療協會」接受作為

會員的入門要求。最近本院亦成為「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協會」（Trans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Schools and Colleges）會員，該會是經「美國教育部」、「高

等教育認證協會及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聯盟」（IHQAAHE）認可

之認證機構。本院於2013年4月9日通過協會評核，得到第四類機

構認證候選資格，獲認證課程包括所有證書、文憑、學士、碩士

及博士。

此外，本院是按本院異象和使命的核心價值來辦理神學教

育，在提供優質神學教育方面有三大焦點：第一是「努力」。

學院努力辦學，也期望同學盡力學習、將勤補拙。雖然人人有

不同的天份，相信只要努力，一定會有肯定的成果，這正是近年

常有人提出的「三分天才七分努力」，也正如腓立比書二12所說

「……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恐懼戰兢是態度，得救

的功夫是果子，而作成一詞，在NIV譯作「continue to work out」，

指的就是不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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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的困局
所有行為都有背後成因。有些行為和習慣，人人都知

道有百害而無一利，當事人卻不肯放棄，這種沉溺絕

非無故。有些沉溺個案甚至弄至家庭破碎、妻離子

散，但當事人仍是不能自拔。

筆者曾經輔導過一名有網上性沉溺習慣的信徒，

他為了自己的惡習感到悔疚，要求妻子協助，將電腦

加密和設鎖，過濾所有色情網站，但心癮來到，他會

花上三小時，破解密碼，再千方百計搜尋色情網站。

雖然深知不對，卻不能自控。另外，也輔導過沉迷賭

博的專業人士，其妻子訴說二人結婚十年，每月總收

入共六萬餘元，但卻過著比領取綜緩人士更貧困的生

活。她終於忍受不了收數公司不斷上門滋擾，發出最

後通牒，要丈夫離開家庭，待戒賭後才能回家。但最

終還是離婚收場。

以上的個案都屬於心理沉溺，並不牽涉藥物或毒

品，但當事人在沉溺於行為時的快感，卻與服用軟性

毒品有相似之處。他們好像吸毒人士一樣，不能忘記

服用軟性毒品後的快感，以及同儕一同服食時所得的

肯定和認同，所以明知副作用嚴重，仍不能自拔。

有一經歷令筆者對沉溺和成癮的行為有深刻的體

會。數月前的一個星期六晚上，牙齒突然疼痛，像有

電鑽在腦袋不停轉動。每十五分鐘喫一杯冰塊，只能

暫緩痛楚。終於晚上到醫院急症室，打了止痛針，才

能勉強睡覺。十二小時後，止痛藥力消失，腦袋內的

電鑽又回來了，當時正和一位伯特利神學院校友吃下

午茶，一小時內喫了六杯冰，也不能止痛。令我深切

體會何謂「痛不欲生」。校友是資深護士，看見我痛

得坐立不安、唉聲嘆氣，忍不住從手袋裡取出一粒藥

丸給我，說應該可以解除痛苦24小時，讓我有足夠

時間明天看牙醫。不過每天只可喫一顆，因為有副作

用。我喫下藥丸，半小時後，牙痛驟然停止。那種感

覺就像上了天堂一樣。我在想，倘若我的牙痛持續不

斷，我肯定不會理會嚴重的副作用，為求止痛，我會

不斷喫那威力強大的止痛藥 ，甚至成癮，因為痛苦全

消那一刻的感覺，實在太深刻暢快。若那加強止痛藥

會令身體有倚賴反應（dependence)，在不服用時令

我身體嚴重不適，我將肯定會成為濫藥人士。

如何面對沉溺
研究沉溺與成癮的心理學家皮爾博士（Stan ton 

Peele）對沉溺和成癮行為有以下的觀察：「沉溺是

追求情感上的滿足，安全感，被愛，甚至對生命的掌

控。但當中所得的歡愉是短暫和虛幻的，其行為的後

果是更深的自我否定與厭惡，更強的心理不安，及日

漸減退的生活適應能力。」1  

總括來說，沉溺行為就是為了獲取身體上短暫的

歡娛，或為了短暫脫離痛苦，而作出不能自控的行

為，從而被該種行為、藥、或物質操控，以致身體、

心理、社交、工作和人際關係都受到嚴重傷害。

既然沉溺和成癮有其生理和心理因素，要戒除這

些習慣實在艱難。首先是要沉溺者自願面對沉溺行

為，承認這些行為對自己和身邊最愛自己的人造成嚴

重傷害。這種願意面對和承認問題的態度，通常會在

慾望得到短暫滿足後的懊悔過程中短暫出現，例如，

賭徒在澳門賭錢，借了高利貸，卻輸光了，被押解回

家，叫家人付錢。很多時侯，這賭徒都會在家人面前

訴說自己不是、向家人懺悔，甚至承諾會「斬手指」

戒賭。但最終即使十隻手指都砍掉了，卻還是會繼續

沉溺賭博。所以，沉溺者承認自己不是、願意面對自

己的行為，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就像像馬拉松賽跑的

第一步。

04

專題文章
沉溺與成癮                                譚月生牧師 (本院教牧輔導教授)



因為沉溺行為會帶來不可言喻的快感，所以下一

個步驟，是要發展一套機制，讓沉溺者能抗拒這感覺

的吸引力和推動力，甚至取回一部份控制沉溺行為的

權力。若沉溺行為是為了逃避痛苦而麻醉自己感覺，

如酗酒、濫用安眠藥等，則需要找出引致心理痛苦的

主因，協助沉溺者面對，引入及發展新的抗衡技巧，

減低痛苦的感覺，從而減少對藥物和酒精的倚賴。若

行為只是為了帶來片刻快感，則要採用另一方法，抗

衡要即時獲得快感的衝動，並在成功抗拒後，給予自

己一些獎勵，或由身邊重要的人物和群體給予肯定。

因此，建立一個支援群體非常重要，為的是讓沉溺

者釐定清晰的界線，在沉溺者成功克服沉溺習慣時，

不斷予以鼓勵和支持，在沉溺者重蹈覆轍時，耐心聆

聽沉溺者的懊悔，鼓勵他為自己行為負責任，同時不

離不棄，讓沉溺者能獲得動力，改變沉溺的習慣。

改變沉溺習慣需要強烈的個人意志和重要人物的支

持，也需要思想上根本的改變：要承認自己的錯誤，

不斷提醒自己，沉溺習慣既傷害自己、也傷害身邊愛

自己的人。但現代人自我膨脹，傾向追求自己的快

樂，滿足自己的慾望需要，在這種風氣下，要作出為

他人利益考慮的行為，實在難於登天。

利己思想一旦成形，變得根深蒂固，再加上有心

理和生理因素，就難以改變，除非有重大的動力，

如：走投無路、眾叛親離、或看見朋輩因相關行為帶

來的傷害，否則實在難有徹底的改變。所以戒賭，戒

酒，戒煙，戒色情網站，戒性沉溺，戒網絡遊戲，戒

吸食軟性毒品等，都要多番嘗試，才有機會成功，但

到了真正可以成功戒除時，身邊可能已空無一人，落

得孑然一身。

但在那裡可以找到一個人經常提醒自己，沉溺行

為是傷害自己，傷害別人的行為呢？在哪裡可以找到

一個群體，在戰勝沉溺行為時可以一同歡呼，在失敗

時仍可以同行不棄呢？在哪裡可以找到一個可以隨時

傾訴，可以明白自己，接受自己和愛自己的人？

信仰與沉溺
所以，信仰基督的確是一條出路，神承諾我們可以隨

時向祂求助，向祂承認自己不足，向祂殲悔，祂明白

我們、寬恕我們，然後會加我們力量，讓相信祂的人

可以繼續前行。基督信仰也強調信徒不單止只顧自己

的事，也要顧念別人的事，在群體中要彼此相愛，這

些教導更是思想更新的來源。

上文提及一位沉溺色情網頁的基督徒，最終幫忙

他的方法，是要他在進行搜尋色情網頁前，先唸三遍

主禱文。他唸完後可以稍為控制那份即時的衝動。若

衝動持續，則望向右手邊說：「主耶穌，對不起，我

控制不了衝動，要開色情網頁了，請你和我一同看。」

受助者最初怎樣也說不出以上的句子，在多番練習後

才能說出來。雖然用了這個方法，也要經過一段時間

的操練和掙扎，才能減低瀏覽色情網頁的次數。

沉溺和成癮的行為，牽涉複雜的生理和心理因

素。要有效改變行為，除當事人要有動機、醒覺和決

心外，重要人物的鼓勵認同、新的價值觀、社群的支

援及信仰的更新，都是重要的因素。

1  Stanley Peele, “Addiction—the thematic malady for our society—entails 
every type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etal problem,” Psychology Today web-
site, 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addiction-in-society (accessed 
December 2, 2013). “Addiction is the search for emotional satisfaction—for 
a sense of security, a sense of being loved, even a sense of control over 
life. But the gratification is temporary and illusory, and the behavior results 
instead in greater self-disgust, reduce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poorer 
coping ability. That’s what all addictions have in comm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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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院長的話：優質神學教育    

 彭惠華校友（前院長黃卓英之師母）於11月6

日在內地遊旅中突然中風，又於12月1 日於大

埔醫院主懷安息，請禱告中記念。

 2013年秋季課程完結，開設44科，合共1782

修科人次。感謝上帝使用各講師悉心教導，學

生專心學習。

 2014年冬季密集課程於聖誕假期後開始，求主

賜力給講師及學生。

 2014年3月15日的講座籌備，求主賜智慧給與

當天的講員。

代禱事項第二是在努力至上追求卓越。努力的目的是要追求成果。馬

太福音七19「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

」當中強調的是果子，是成果。成果是優質教育強調的。神學

教育學習過程要重視學術要求、符合學術準則；學生得到顯著

成果時，不但自己滿意，別人也滿意。神學教育除學術領域，

也有實踐領域，因此教與學也得顧及實踐層面。學生要學識「

做」傳道人，學習的果效包括提供異象帶領教會有方向發展、

與同工及義工分工合作地建立會友及教會、有效地主領會議、

宣講有內涵的信息、善解人意地建立關係、針對問題來提供輔

導、探訪會友時提供安慰、懂得傳福音及訓練會友傳福音等

等。如此便能建立教會實踐使命。

最後是生命的建立。有了努力，還得加上成果，更要加上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生命的塑造及更新是整個事奉的基

礎，如箴言四23「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因此學院除提供知識的培訓，也提供

生命的培訓，透過早會、班會、祈禱會、退修會、個人成長課

程、靈命成長課程等等，讓同學建立「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的生命。否則畢業後沒有基督的心可以隨時落入試探，未能體

會基督大愛不易面對逆境，沒有充足信心不能更新社會，有了

恩賜還得經歷主愛。社會的教育重視技術與才幹，神學教育還

加上了「心」的教育，以「心」來主導技術與恩賜。

三者加起來才可算是優質神學教育，讓同學畢業後可以使萬

民作有質素的門徒，一同實踐上帝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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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愛在伯神之晚霞餘暉         楊袁瑞蘭（道學碩士二年級）

人
生大事有許多，退休大計多籮籮。

我沒想到晚年蒙召，要退而不休，進入神學院裝備，為主所用。真的

是要用到老、學到老，要實踐所謂「終身學習」。

還記得入讀的第一天，修讀舊約導論時聽到黃儀章博士講述上帝呼召一個「伯爺

公」——亞伯拉罕。我立時得了肯定和安慰，因為明白神知道我的年歲，且我一生在神

的手中，祂的心意誰能測度呢！只有我自己覺得是「伯爺婆」吧了，心內忐忑，不知自

己是否應付得來，畢竟已放下書包太久了，會否自找麻煩呢！ 

 不經不覺，已讀了一年多了。功課多，是可預見的。疲勞捱夜，是學生的必

經階段，我都嚐透了。我本著蔡元雲醫生的勸勉，讀神學，就要當自己坐監，過著三年

賣身的日子，好好的把握時間，用心的學習，所以我也不覺得怎樣。我不知怎樣熬過

來，只是一科一科的去讀，－科一科的去應付考試和論文的要求。我知道主的恩典夠我

用，科科難，也科科過，感謝主。

最難的一科是希臘文，因為要投入很多時間，才可以掌握其文法知識和應用。變相

將大部份溫習時間投放在這科上；我要溫習其他科目時，就要減少溫習希臘文的時間。

我的禱告是：「聖靈呀！袮識希臘文，我唔識，袮要教我！我要讀原文，我要明白神的

話語。」真奇妙，我遇上了很好的導師——李雋博士。她很會教導我們，因為她也曾經

歷了學習希臘文的困難。神也安排了很好的同學給我們，大家一齊溫習、一齊研究，兩

個學期的希臘文課程，就這樣過了，且成績也很好呢！

我選上這幅有荷花的相，因為我想起蘇軾的詩，「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

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它提醒我雖然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

成熟、大有作為的黄金階段，勉勵自己切不可意志消沉，反而要珍惜時光、樂

觀向上、努力不懈，立志為主發光發熱。

 

 彭惠華校友（前院長黃卓英之師母）於11月6

日在內地遊旅中突然中風，又於12月1 日於大

埔醫院主懷安息，請禱告中記念。

 2013年秋季課程完結，開設44科，合共1782

修科人次。感謝上帝使用各講師悉心教導，學

生專心學習。

 2014年冬季密集課程於聖誕假期後開始，求主

賜力給講師及學生。

 2014年3月15日的講座籌備，求主賜智慧給與

當天的講員。

代禱事項



神學教育感言       黃振添 （神學學士四年級）

作
為神學生，經常給人問的是“你唸得怎麼樣？”我的回答總是“我懂的越

來越少！”問的人都不期然流露驚訝之色。進入神學院前，我是教會的執

事，而且已經信主十多年，總是覺得自己懂一些聖經和神學。別人問我有

關信仰之問題，我都覺得可以回答，有點洋洋自得。進入神學院後才知道自己原來

太膚淺了。

比方說，以前理解救贖只是代贖的概念，但原來還有很多其他之觀點，如愛任

紐之重新演繹論、俄利根之贖價論、安瑟倫之滿足論等等不同的說法。困難是不

同理論都有它們的優點和缺點。縱然我們可以選取其中一些作為我們的看法，但嚴格來說，不

能簡單地說某一理論是對或是錯。事實上，每個理論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和重點，要理解當中意

義需要不少研究功夫。此外，釋經也走向越來越複雜，每段經文都要小心處理，考慮其時代背

景、上文下理和不同譯本，以及不同學者之解釋。當今學術研究越來越細緻，可以參考之資料

也越來越多。不少學者窮一生之力，也只能專注於聖經的某小部分。區區數年之神學訓練，在

無涯之學海裡又算得是什麼呢？

要全然明白聖經和神學，在學術上來說是不可行的。但通過學習，我卻看到聖經的寶貴和

上帝的豐盛！開闊了我的視野，讓我感到上帝無限的智慧。每樣事情都不是非對即錯或非黑即

白，生命中要學習寬容和謙卑，因為我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我所作的每一個決定都相當有

限。縱使我的決定是出於善意，但未必是最好的決定，更遑論會產生最佳之效果，唯有依靠上

帝，每天尋求他的恩典。所以，神學教育對我最大的提醒並不單是在學術上怎樣進深，而是讓

我懂得天天依靠祂，也要存謙卑的心，與祂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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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獎學金得主分享

左起：吳家駿 陳鵬 施德銓 曾敬賢 湯偉明 

林子傑 曾嘉豪   前排： 張志娟 麥寶珊

自治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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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退修營分享

左起：吳家駿 陳鵬 施德銓 曾敬賢 湯偉明 

林子傑 曾嘉豪   前排： 張志娟 麥寶珊

自治會成員

眾以為美  留心去作 
陳鵬（神學學士二年級） 

 

133屆自治會主席

今屆自治會正式改為一年制，而職員人數也增至現時的十位（另加三名助

手）。很感恩與一班有心志、有恩賜，並願意同心同行的弟兄姊妹一同為

同學們服務。我們將開展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和工作坊，並且安排運動時間

和佈道事工，又會提供醫療優惠。我們的目標是使同學在課餘時間，能學

習到書本以外的知識，有機會實踐所學。 

「要彼此同心；……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羅十二16-17）

更正啟示
2013新生名單 - 學位新生

姓名	 入讀課程	 所屬教會

陳靜霞 基督教教育及基督教輔導學士 基督教宣道會觀塘堂

王美儀 基督教教育及基督教輔導學士 沙田宣道會



2013至2014年
財務報告 
9月1日至11月30日

財務報告
2013年9-11月 財務報告
收入 港幣 (’000)

學費 1,547 
奉獻 271 
伯特利輔導中心  518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48 
其他 108 
總收入 2,492 

支出  港幣 (’000)
講師薪津  1,655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821 
行政及運作 796 
伯特利輔導中心 464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309 
總支出 4,045 

不敷 (1,553)

督印人：陸輝
編委：黃天相、李雋、汪善儀、洪桑梓
地址：香港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設計：Two Little Coins

感
謝主，讓我有機會參與伯神校友會的事奉，作

為一位曾在伯神留宿的神學生，看到今天學院

的成長與改變，實在感恩，也願神繼續使用伯

神大大為主發光，服事香港的社區！

回憶起在伯神的日子，實在獲益良多，讓我在神學上

得著裝備，今天成為傳道人，都是主的恩典！讓我最深刻

的經歷則是伯神的CPE課程，讓我的生命改變了許多，記得

當年的性格測驗顯示我的性格是被動、害羞和膽怯的，但

有幸當年的CPE為道學碩士的必修科，加上當年的督導軟硬

兼施，關懷備至地去教導我們，讓我在生命上有了突破，當

我再作一次性格測驗的時候，我的性格竟然主動了許多呢！

感謝主，這些經歷也一直影響著我今天的事奉，面對不同的

場景、不同的對象也能作一位基督的使者，代表基督勸世人

與神和好！

另外，有機會參與伯神校友會的事奉也開闊了我的眼界，

作為校友會書記，可以鍛鍊文書記錄的技巧，更有機會接觸和

服侍不同年代的校友，他們的生命和事奉經驗深深激勵我，成

為我的榜樣！

最後，我深感榮幸和感恩，因為我的媽媽竟也成了伯神的神

學生，願意在她的人生下半場繼續為主打美好的仗，願神大大使

用她，更祝願媽媽學業進步、身體健康、大大榮耀主的聖名！

憶起伯神
楊安信  (2008年道學碩士、2010年文學碩士)

校友消息
1. 馮浩樑校友（1998年神學學士、2009年道學碩士）已於

6月25日（週五）晚上7：30假座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接

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並舉行典禮，謹此

道賀。

2.  2009年神學學士畢業生梁秋娟校友，因肺癌安息主懷。

願主親自安慰秋娟的家人。

校友會活動
1. 聖誕節感恩崇拜於2013年12月23日（一）上午11:00舉

行。歡迎校友出席。報名參與崇拜後聚餐者請與康麗儀校

友聯絡。

2. 校友會於2014年1月6至8日（星期一至三）舉行汕頭潮州

三天文化之旅，參觀汕頭市西堂及礐石教會，入住四星級

酒店，集合時間及地點是早上 8：30落馬洲福田口岸1號

門，團費是成人港幣998元，小童港幣868元（包括餐費、

門票、住宿、國內用車、導遊司機小費，但不含旅遊保

險。）聯絡校友陳華明查詢或報名 ， 截止日期為12月6日

3. 新春與院長團拜於2014年2月10日（一）上午10時舉行，

請各校友預留時間出席。

校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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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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在

基督教佈道中心華恩堂順利

舉行。

2. 保羅．史蒂文斯教授11月份

本港行程，除了在本院講授秋季密集課程「創新之靈」

外，亦分別在11月29日及30日舉行研討會

 「領導之靈」及午間講座 「如何慢慢的富起來？」。

3. 基督教教會/機構轉化式領導及管理課程

 本中心與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合辦，現正接受報名，1

月13日開課，隔周上課一天，六個月內完成所有單元。徳

魯克管理哲學以價值使命為本，適切教會及基督教機構，

目標為提升基督教領袖的領導能力及管理技能，使他們成

為有成效的管理者及管家，實踐使命。

4. 全球領袖高峰會

 將於2014年2月28及3月1日在灣仔葡萄藤教會舉行，除了

海波斯 （ Bill Hybels）牧師，還有多位世界級講者參與此

一年一度的盛事，分享領導心得和相關最新研究，不容錯

過。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 http://rbc.bethelhk.org  

查詢: 2148-5577 或 rbc@bethelhk.org

輔導中心消息

1.  輔導中心第十九期輔聲

已經出版，主題是「走

出PTSD的迷宮」，內容

有薛穎雄醫生執筆之創

傷後壓力症，專訪人物

為災後心理輔導協會之創辦人杜永政先生。另有黃葉仲萍

博士與陳達醫生合著《身體會說話──創傷與治療》一書

之節錄。

2.  中心近期推出KIMOCHIS情緒教育課程，分執行師專業培

訓課程及普及教育課程兩種。舉行日期為12月29日及30

日，從速報名。

3.  預告：

 (1) HAKOMI心理治療師及督導Rob Fisher將於2014年1月

19日至21日（三天）應邀首次來港帶領以澄心為本的體

驗式夫婦∕情侶輔導工作坊。

 (2) 創傷及藝術治療導師Christine Lummis再次來港，於

2014年2月7日至9日(三天)主領身體為本藝術治療入門工

作坊。

 (3) 中心將於2014年底協辦基督教歷奇輔導第一屆亞洲區

研討會，請密切留意。

4.  參加成為輔導中心會員，每年可以享受最少兩次免費會員

活動。其他優惠包括報讀課程優惠、指定購物優惠等。

5.  Prepare & Enrich 婚前∕婚後評估問卷執行師訓練課程，

大概兩個月舉行一次，舉行詳情請留意網上資料。另外，

歡迎購買網上自助形式之夫婦∕情侶關係自我檢視問卷「

愛情保健」(Couple Check-up)，現購優惠$190。

 歡迎查詢，下載資料、表格 (http://bpcc.bethelhk.org/)，

或到輔導中心索取。

學院事工

 10月18至26日的基督教聯合書展順利完成，達宣傳

果效，感謝各方支持。

  10月31日，學院通過「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協

會」（TRACS）的認證審核，為協會在港之首位成

員，獲得第四類認證候選資格，預計五年內可得到

最終認證。詳情請參閱：

 http://www.tracs.org/TRACS_Members_all.html。

 「城市人成癮與心靈釋放」講座11月1日開始網上

報名。講座將於2014年3月15日（週六）舉行。歡

迎教牧、校友和弟兄姊妹報名參加，額滿即止。詳

情可參閱單張或瀏覽：

 http://www.bethelhk.org/A/?c=258。

  11月18至22日加拿大阿基狄亞神學院院長加德納教

授（Professor Harry Gardner）及其前董事會主席

斯圖爾特博士（Dr. John Stewart）到來教授「基督

徒領袖的屬靈觀」，並與本院董事會、師生及校友

 共聚。 

2013至2014年
財務報告 
9月1日至11月30日

財務報告
2013年9-11月 財務報告
收入 港幣 (’000)

學費 1,547 
奉獻 271 
伯特利輔導中心  518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48 
其他 108 
總收入 2,492 

支出  港幣 (’000)
講師薪津  1,655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821 
行政及運作 796 
伯特利輔導中心 464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309 
總支出 4,045 

不敷 (1,553)

左起：Dr. Stewart, Dr. Gardner, 陸院長



2014年春季課程列表   
課程編號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學士) (碩士)   

BS1083-1 BS5083-1 詩歌書研讀 -詩篇 李雋教授

BS1103 BS5103 舊約詮釋學 黃儀章教授

BS1533 BS5533 使徒行傳 周詠琴講師

BS1543-2 BS5543-2 保羅書信I -哥林多前書 周詠琴講師

BS1903B BS5903B 希臘文 I B 周詠琴講師

BS1963B BS5963B 希伯來文 I B 黃儀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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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3703 CE7703 教會中的人際關係 屈黎懿堅教授

CPE8503B CPE8503B 臨床牧關教育 (初級 單元一B) 周美蘭講師

CPE8503B CPE8503B 臨床牧關教育 (初級 單元一B) 劉寶珠講師

CPE8503B CPE8503B 臨床牧關教育 (初級 單元一B) 譚月生教授

PC4003 PC8003 輔導技巧 吳靜華講師

PC4083 PC8083 個人成長  吳靜華講師

PC4103 PC8103 青少年心理輔導 董愛莉講師

PC4563 PC8563 小組治療 唐右群講師

PC4593 PC8593 薩提爾家庭治療模式 黃葉仲萍教授

PC4803 PC8803 輔導實習 I

PC4813 PC8813 輔導實習 II 

 PC8823 輔導實習 III   

PC4943 PC8943 野外福音工作 (連二級山藝) 李德誠先生

 PC8033 婚前輔導 李嘉慧講師

 PC8223 深層治療技巧 屈偉豪教授

 PC8253 成長小組 

 PC8513 婚前及婚姻治療 屈偉豪教授

 PC8533 尋解導向與敘事式家庭治療II 譚月生教授

PHI413  哲學 II: 哲學導引 陳家富博士

PT3013 PT7013 教牧學 陸輝院長、李炳光牧師、

   何志滌牧師、范晉豪牧師

PT3033 PT7033 佈道學 汪善儀博士

PT3321A PT7321A 教工實習 A 

PT3321B PT7321B 教工實習 B 

SP3023 SP7023 靈修導引 陳誠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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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富博士

TH2093-1 TH6093-1 基督教護教學 -國度與國家 李少秋教授

 TH6163-2 實用倫理學 -企業精神與教會靈魂 李少秋教授

YM3043 YM7043 青少年的靈命塑造 伍德輝講師

開課日期：2014年2月5日

(註：部份科目設有先修科及不設旁聽)

延伸課程截止報名日期： 2014年1月15日

（詳情請參閱單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