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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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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伯賽大去，等他
叫眾人散開。他既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到
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穌獨自在岸上，看見門徒，因
風不順，搖櫓甚苦。夜裡約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
走，往他們那裡去，意思要走過他們去。但門徒看見
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因為他們
都看見了他，且甚驚慌。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
放心，是我，不要怕。』於是到他們那裡上了船，風
就住了。他們心裡十分驚奇。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
分餅的事，心裡還是愚頑。」（ 可六45-52 ）

這神蹟是耶穌在加利利及周圍地方所行的六件神蹟中
最後的一件，與第一件神蹟同樣是講述在船中的經歷
(四35-41)。初期教會以「船」來象徵教會，門徒在船
上經歷因此也成為教會學習的功課。今天普世教會協
會及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會徽也是「船」，相信與初
期教會的信念一致。門徒在船上遇到風暴，表示教會
也同樣會面對危機與挑戰。從事件中教會可以學習如
何面對危機與挑戰。

第 一 ， 耶 穌 安 排 門 徒 接 受 訓 練 ， 但 仍 看 顧 門 徒 困
境。「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看見門徒，因風
不順，搖櫓甚苦」，及「他們心裡十分驚奇。這是
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愚頑」（可
六45、48、52）。教會面對的內憂外患，我們可
以正面地從這個角度來看。佔中事件雖然導致教會
的分化、肢體間的「割席」(unfr iend)，及社會群
體的撕裂，我們要有信心耶穌仍在看顧，所面對的
問題看似沒法解決，但在耶穌裡肯定有出路。

第二，耶穌任由門徒面對風暴，自己卻在山上禱告
（可六46）。馬可福音多次描述耶穌重視安靜禱告，
然後才從事傳道服務的事奉。安靜禱告與在場景中面
對風暴看似對立，其實是相輔相承。1986年一齣名為
《戰火浮生》（The Mission）的電影，記載十八世紀
在南美洲一個土著部落，面對西班牙和葡萄牙聯合軍
隊屠殺的一段歷史。焦點在兩位主角的遭遇，一位是
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選擇不撤離，與村民在教堂內
禱告，作為回應軍隊的入侵，一位是悔改了的奴隸販
子，拿起兵器組合村民與敵軍對抗，最後兩人的結局
都是死亡。正好給我們反省面對危機及挑戰，是可以
有不同的回應，但也同時需要知道要付上的代價。

第三，耶穌顧念門徒前來幫助，可惜門徒未能掌握。
「就在海面上走，往他們那裡去，意思要走過他們
去」（可六48）。「走過他們去」一字在舊約的七十
士譯本上，也用在摩西及以利亞與神相會的事件上，
那兩處的經文都記載了上帝向兩人顯現，因此這裡應
該是耶穌以榮耀的形象向門徒顯現，可惜門徒卻錯過
了這個機會，「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
怪，就喊叫起來」（可六49）。在危機及挑戰中，耶
穌不時為人提供機遇，問題是我們能否看到及掌握，
甚或誤以為鬼怪，錯過了耶穌為我們預備的出路。

第四，我們需要學習放心不用懼怕。「耶穌連忙對他
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這是因為
他 們 不 明 白 那 分 餅 的 事 ， 心 裡 還 是 愚 頑 」 （ 可 六
5 0 、52）。人面對危機及挑戰，一般的反應是「驚
慌」，但耶穌期望我們的反應是「放心，是我，不用
怕」。這也是信心的問題，因為馬可記載了門徒剛經
歷了五餅二魚的神蹟，卻仍然信心遲鈍。同一現象，
有信心及缺乏信心可以有著完全相反的詮釋，例如曠
野時期十二探子窺探迦南地，十對二認為沒可能攻克
當地又大又高的城邑(民一章)，唯有以信心角度來看事
物的迦勒與約書亞，卻認為可以，結果也是可以。

信心功課是門徒不斷學習及操練的，盼望神學訓練及
工場事奉也可提供我們不斷操練的機會，更有信心仰
望與我們同坐一船的耶穌。

陸輝院長

院長的話

有主在我船中



1  雅各（創三十36）、約瑟（創三十七2）、摩西（出三1）和大衛（撒上十六22，十七34）等人都從事牧羊的工作。

人在做；神在看：
論該隱的發怒事件

3

黃天相教授 
本院聖經研究教授

引言：
我們常說自己是屬神的人，也願意為神付出一切，可是
當遇到不如意的時候，就會質疑神既說愛我們，為甚麼
又使我們面對生活的不同難處呢？該隱的事件（創四
1-7）正好讓願意奉獻給神的人，作為重要的寫照。

（一）人的體會
（1）得到神賜福並不代表甚麼（四1-2）
故事開始指出亞當夏娃被神逐出伊甸園後，同房懷孕
生了該隱。夏娃覺得是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
（hw"hy>-ta, vyai ytiynIq'），直譯是「我與耶和華一起獲
得一個男子」。介詞（tae）也可理解為「靠著」（代
上二18；伯二十六4）、「附近」（王下九27）或
「旁邊」（出三十三21），因此這裡可以理解為「靠
著耶和華，我得了一個男兒」，或是「在耶和華附
近〔或旁邊〕，我獲得一個男兒」。前者是較易的理
解，後者則是指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後的感受，神仍在
她的旁邊賜下兒子。後來她又得到另一兒子亞伯。

亞伯是牧羊，反映是畜牧業的生活，「牧養羊群」是
列祖的工作（創四十七3）。1牧羊的目的是為了製造
毛衣服、遮擋風雨，提供奶和奶類食物。該隱則是
「耕種土地的人」，反映是農業生活，是亞當在伊甸
園的工作（創二15），亞當被神逐出伊甸園後仍是耕

種（創三23），成為後來以色列人的生活模式（亞
十三5）。可是神賜福給亞當和夏娃的兩個兒子，後
來卻起了紛爭。

（2）為神付代價並不代表甚麼（四3-4ab）
事件的起因在於該隱和亞伯帶來不同的供物獻給神，
「該隱帶了土地的果子來（hm'd"a]h' yrIP.mi），作為供
物獻給耶和華」（四3b），「供物」（hx'nm i）一詞有
不同意思，可以理解作素祭（出三十9，四十29；利
二1-16），也泛指獻祭用的祭牲（撒上二17），或
是解作「禮物」。「供物」的作用有兩個：（一）
用作致敬、尊崇的作用，可以對神（詩九十六8；代
上十六29；賽四十三23）或對人（創三十二14；士
三17；撒上十27），若是對神的話，是指與獻祭有
關。若是對人，可以藉此尋求對方提供幫助（創四
十三11；王下八8）。（二）維繫關係，對象是人或
國家（王下二十12；詩七十二10），有進貢的意思
（撒下八2、6；王上五1；何十6）。重要的是，神
不是用人對祂的「供物」來維持關係，例如以賽亞
書一章13節指出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神看重
的是人對祂的尊敬。其他先知也分別教導由於人的
惡，神不會接受人的祭祀或供物（摩五22；瑪一
10、13，二13），甚至要被除滅（瑪二12）。即是
說，人的罪孽不能單靠獻祭解決（撒上三14），而是
要從罪惡中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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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二十七26也有相同的要求。
3  後來該隱的後裔土八該隱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人（創四22），明顯是反映最少是鐵器時代的背景。
4  用法參賽十七7-8，三十二3，那裡與「看」（har）平行，明顯是兩者的意思近似。
5  如詩一一九117的時常「看重」你的律例。
6  拿四4、9也有相同的觀念。

該隱的問題是甚麼呢？他把「供物獻給耶和華」（

（hw"hyl; hx'n>mi），在其他地方相同的表達是指以素祭
為供物（利二1；結四十六14），素祭是指獻穀物
或麵粉（結四十六1-15），利未記二章14節指出
獻素祭也可用上初熟之物，卻指新的禾穗子。可是
該隱獻的是地裡的出產，直譯作「土地的果子」
（hm'd"a]h' yrIP.），可泛指是「土產」（瑪三11），因
此該隱獻上的物品並不符合素祭的要求。若果該隱
的目的不是獻素祭，而只是作奉獻之用，申命記二
十六10就有「初熟土地的果子」（hm'd"a]h' yrIP. tyviarE）（

作奉獻的教導。這樣的奉獻初熟之物到被擄歸回後
也沒有改變（尼十35、37，十二44，十三31）。由
於該隱的供物沒有指明「初熟」，因此猶太傳統就認
為該隱不是獻上最好的初熟果子（《主要米大示．創
世記》Genesis Rabbah xxii:5），並不符合奉獻的
要求。

這樣就能對比亞伯獻上羊群「頭生」的做法，神在
出埃及之後吩咐以色列人獻上頭生（出十三2），把
一切頭生的公牲畜獻給耶和華為祭（出十三15），
並且清楚指出要求：你牛羊頭生的，也要這樣；七
天當跟著母，第八天要歸給我（出二十二30）。2後
來利未人則取代了以色列人的頭生（民三12，八
16），並且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頭生的牲
畜（民三41）。以色列人已不用把長子分別出來，
但是仍可把牲畜的頭生奉獻給神（申十二6、17）。

若是普通百姓獻祭，祭牲是不用頭生的，若是用作奉
獻，則要獻上頭生連同其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為供
物給神（申十四22-23）。那頭生是要分別為聖，歸
給神，與親人在神面前吃（申十五19-20）。因此這
裡未必單是指獻祭，也可以反映著奉獻作供物的觀

念，起碼亞伯奉獻頭生是達到應有的要求。

此外，亞伯不單獻頭生，還連同祭牲的脂油。這情況
後來只適用祭司和利未人，祭物是來自百姓對他們的
奉獻，是他們「當得之物」（民十八8-20），他們不
能把所有都據為己有。他們要把頭生獻上，把脂油焚
燒，肉則歸給祭司（民十八17），獻祭理論上是先獻
上脂油才能取肉（撒上二16），若是這樣的話，神看
到的不是祭物本身，而是亞伯對自己身份的確認。嚴
格來說，那時人未能吃肉（創九3），亞伯是否殺牲
獻祭是反映著後期的獻祭觀念。3  

因此，該隱和亞伯分別之處，在於是否按神的心意而
行，若是單是獻祭，雖然是沒有要求獻上頭生或初熟
之物，但是要的是穀物，不是任由該隱獻上他所喜歡
的土產。若是指奉獻作供物，這代表亞伯獻上符合神
心意頭生供物，該隱卻沒有獻上初熟的土產了！

（3）心情不快並不代表甚麼（四4c-5）
神看上了亞伯的祭物，意思只是「看」、4「注視」
或「注意」，5這動詞未必有喜好價值的取向。伊甸
園是神給人選擇遵行祂吩咐的機會，神也有權利去選
擇人所給祂的供物。

「對於該隱和他的供物，神沒有注視」（四5a），
原因沒有清楚交代。可是結果卻引起該隱兩個反應：
第一是大大的發怒（四5b），句式（h r x （ l .）（除了
解作「發怒」（拿四4、9），也可是理解作「憂愁」
（撒上十五11；撒下六8；代上十三11），兩者都是
指人不明白神做法的反應。第二個反應是變了臉色，
意思應該是「頭垂下來」或「臉〔色〕沉下來」
（wyn"P' WlP.YIw:），顯出該隱的不快而變了臉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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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他勒目．論聖日》Yoma 52b列舉了五處產生困難的經文，這句是其中之一。
8  《和》罪就伏在門前在原文的文法上是不通的，因為「罪」是陰性字，而「伏」卻是陽性分詞，兩者的詞性不配合，故此，只好把這分詞作名詞用（substantival participle），理解「罪就是在門口

的躺臥者/潛伏者」。

5

（二）神的反應（四6-7）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為甚麼發怒呢（四6b）？神主
動問該隱，這代表神趕逐亞當和夏娃出伊甸園，並不
是要與人斷絕關係，原因有四：（1）這裡仍用
「耶和華」的名字；（2）神主動向該隱提問和勸
告；（3）神使夏娃生該隱；（4）後來該隱受到懲
罰後仍得到保護的記號。因此，神趕人出伊甸園只是
擔心他們吃了生命樹的果子永遠不死，人要過著增加
勞苦的生活已是離開伊甸園的後果，並不代表神與他
們沒有關係。

神跟著問「你的頭為甚麼垂下來」或「你的臉〔色〕
為甚麼沉下來」。神不注視該隱的供物，卻是留意該
隱本人的反應。6神解釋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
（四7），這句產生較大的問題，7「好」的動詞詞幹
可理解「行善」，意思正與「行惡」相反（利五4；耶
四22，十三23）。這裡應理解作「你若〔行得〕好，
豈不會抬起〔頭〕？」 

相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是在門口的躺臥
者／潛伏者」；四7b）。8這裡是第一次出現「罪」
的觀念，也帶出人與罪的關係，人若是做「不好」，
「罪」就躺臥在「門口」，明顯是比喻作「入口」，
罪就能隨時能夠進入人的裡面。這代表就算亞當犯罪
後，人是有自主決定道德的能力，也有自由抉擇的能
力。這就是人是否遵行神的吩咐與神的關係。神在這
裡指出該隱的問題，不是供物恰當與否的問題，而是
他獻上供物的動機和心態問題，只要求神一定要回應
他所期望的反應。

結果是「它（罪）的渴望是向著你」或「對你只有它
〔罪〕的渴望」（四7c），這表達與創世記三章16節

的女人對男人的關係的一樣，罪沒有「侵略」人的
能力，只像女人對男人一樣是被動的，同樣想表達
人是有抉擇能力。

最後神的吩咐是「你卻要管轄它！」「戀慕……管
轄」在創世記三章16節的句式是平行的，情況好像
男子管轄女子一樣，決定權在於人那裡，這也能配
合神藉這說話要求該隱不要進一步行動，否則罪就
會出現。即是說，他的憤怒反應是「不好」，未致
於是「罪」，若不及時制止，罪就會出現了。正如
女子看見果子受吸引（創三6），本身是「不好」，
但不制止，手摘下吃了就是罪了。

總結：
人的問題不是不願意為神付出，而是只按自己的喜
好奉獻給神，完全不理會神的要求，這樣的付出是
徒然的。加上我們為神付出卻期望自己所想的回
報，這是滿足自己多於滿足神，結果只能進一步把
自己引入罪的困境中，該隱的表現正是我們事奉神
的人最好的警惕。不是神不理會我們，而是人不理
會神的要求下所造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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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道學碩士
陳業中 待定 
伍慧頤  待定
施德銓  待定
黃振添  基督教信心會屯門福音堂

楊袁瑞蘭  待定
區嘉寶 九龍塘中華宣道會
畢筱芬 北角福音堂 
陳秀麗   待定 
陳慧勤   基督教聯合醫院院牧部 
周彩霞 待定 
劉麗嫦 阡陌社區浸信會
魏國慶 待定  
湯美萍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翁奕賢 阡陌社區浸信會
陳嘉賢 播道會同福堂

神學學士
陳麗雯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九龍堂
鄭富榮   楊屋新村基督教會 
李孟常   中華基督教會明道堂 
梁佩儀 待定 
廖嘉欣 播道會同福堂
盧德輝 北角浸信會  
吳庭鋒 播道會同福堂
曾偉明 金巴崙長老會禧臨堂
謝健強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

教牧學博士
陳鏡榮  

轉化型領導學博士
楊榮軒  

神學研究碩士
羅穎雅  羅志良
容寶才 唐右群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董慧明   陳玉梅 
戴金蓮    余凱樺 
楊新萍 余慧瑩  
黃惠萍 黃漢榮 
香建明  車耀宏   
尤麗芬 陳潔芳 
林潔貞 梁慧文
連潔貞 高燕嫦
趙玉歡  李麗玉
蔡宗灝   吳嘉茵  
陸振洲     林美娥  
孫學意 陳秋容
魏凱欣 朱淑芬
蔡銘鶯 李錦華  
盧愛蘭   

基督教輔導學及社會服務碩士
何佩群  

神學研究學士
吳曉翠  馬福琨
林婉玲  王李瑪利亞

基督教輔導學及基督教教育學士
溫瑪莉   張亞琴 
曹瑜    陳燕梅 

劉靜芬 黃意德  
黃民慧 林定嬌 
馮國慧     

134屆自治會職員大合照

李子軒 鮑諾禧湯偉明

陳佩詩 尹崇健余綺雯 陳嘉兒石芝蘭 李翠姿 王敏珠

2014學位畢業同學及事奉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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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1. 2008年神學學士陸滿華校友的爸爸陸偉開先生安息主懷，其安息禮拜已於11
月13日舉行，願主安慰陸校友及他的家人。

1. 校友會於2015年1月5至7日（星期一至三）舉行汕頭潮州三天文化之旅，參觀潮
汕教會，入住四星級大酒店，品嘗（海豐滋味宴）（潮汕十八式）《刁鉆潮州小
吃宴》《漁村風味宴》，集合時間及地點在早上8時30分落馬洲福田口岸1號門，
團費是成人HKD998元，小童HKD868元，團費已包餐費、門票、住宿，但不含旅
遊保險。歡迎各校友參加報名，截止日期為12月8日，查詢或報名，請與胡珍校
友聯絡。

2. 母院聖誕節感恩崇拜及聚餐將於2014年12月22日（一）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於學院慈光樓舉行。歡迎校友出席參加。報名崇拜後聚餐，請與康麗儀校友
聯絡。

3. 新春團拜將於2015年3月2日（年初十二）舉行，當日將向前院長黃卓英牧師及現
任院長陸輝牧師師母賀歲。請各校友預留時間参加。

在伯神匆忙過了三年多的日子，轉眼間，學習已到最
後一年，我開始細味神如何帶領我走過這些日子。

神學訓練讓我更認清自己的身份和服事。第一年進入
神學院就讀基督教教育及基督教輔導學士，同時探索
自己可以怎樣服事神，後來在CPE（臨床牧關課程）
認清事奉的角色。於是，第二年就轉讀神學學士，透
過教會實習，開始認識牧者的工作，也漸漸適應身份
的轉換及學科的學習。第三年忙碌的實習和學習，令
我慢慢對牧養信徒有更深的體會。藉過去的訓練，我
更明白可以怎樣回應呼召，事奉神。

忙亂中仍有滿滿的恩典。在神學院的學習，時間總
是不夠用，除了要滿足學科的要求，還要面對家人
患病、經濟壓力和人際關係等問題，甚至內心的掙

扎及靈性的挑戰，最難莫過於怎樣平衡事奉、學習
和家人關係，同時要面對軟弱的自己，然而，這過
程亦讓我看見，神藉師長和同學對我的幫助、安慰
及陪伴。其中有一些片段令我非常感動，當我因突
然搬遷而有經濟困難時，同樣面對經濟壓力的同學
竟然奉獻給我；在實習面對困難和無助時，有師長
給予指引和方向，亦有同學的代禱和分擔。每次回
想這些片段都使我從新得力，再次提醒我「主的恩
典夠用」。

感恩能夠在伯神學習，更感恩在這三年的神學裝備
期間，讓我有心理準備去迎接未來服事的困難和挑
戰。此外，亦感謝過往伴我同行的每一位。盼望在
最後一年，珍惜每一個學習的機會，並把這些片段
記下來細味。

校
友
會 消息

校
友

消息

黃芳(神學學士4年級)
第27屆「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神學獎學金」得主

細味
前排左三



1  林月愛（1982年本院神學學士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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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剛在多倫多探親有機會去妳墓前憑弔，這是自妳3年多前安息主懷後，我常期待的一個跟妳重聚的機
會，自妳親自來電告訴我，妳患胰臟癌的消息之後，很遺憾只能用長途電話向妳問候，因當時牧會關係，未能
及早成行去探望妳，後來有機會去韓國參加祈禱山退修會前，一心想跟同班同學林月愛1為妳向天父祈求身體健
康，早日康復，卻未出發就已接到妳已病逝的消息。當時我整個韓國退修旅程滿腦子像錄影帶回帶一般，一幕
幕神學院四年生活片段，徐徐在思憶中浮現出來；由於我要供養父母家，故日間當教會半職幹事，申請放工後
回學院留宿，而很快便被妳曾作秘書的職業吸引，欣賞妳很聰明、能幹，也能彈出動聽的鋼琴。當時同學之間
是互相扶持輔助，雖然各樣資源有限，但生活得簡單又純真。

	 我們遇到學業上及事奉上困難，總愛透過關懷、祈禱；彼此守望。妳曾因父母移民而去加拿大居留，
但那從上而來的召命叫妳決意回港繼續神學課程，終於我們都一同於1982年暑假前畢業！30多年很快過去，看
著妳事奉、赴加與父母團聚、結婚、生育3個兒女。縱使生活及事奉有挑戰，仍念念不忘要為神的國度多出一
點力量，也切切的求主裝備身邊的人要更多委身愛神。

	 萍，我相信神藉著妳來祝福許多人的生命，也相信傳福音是我們活著的目標及意義，期望更多被神揀
選的牧者都能享受每一個事奉及經歷神的機會，就正如我們常分享的：非勢力，非才能，乃靠神的靈方能成
事。幾年前我曾夢見很多小型棺材從左到右漂流，高空看這個景象發覺棺材無蓋，裡面每個都躺著小小人體，
手足掙扎像熱窩上的活蝦。我在夢中向主發問：「這是我要趕快傳福音救靈魂的時機嗎？」事實上，不久便發
生了日本	311	災難。

	 此事令我更省察，敏感於聖靈的提醒及帶領，現在我以自由傳道身分，除多探望中風了的	97	歲母親，
另更多以祈禱、傳道、宣教為人生下半場之實務，順從神帶領進到人群中，尋找迷羊，作隨時撒種及收割的使
命。

	 萍，我也繼續以祭司職分為教會、為神學院、為香港、為中國、為以色列、為列國祈禱，就正如我們
從前守著信念：共同歸耶和華為聖，因祂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萍，多謝妳一生帶給我友誼、歡笑、回憶，豐富我事奉生命。我會延續更珍惜我與其他校友接觸、關
懷、彼此服侍的機會，我們雖然渺小，但神卻叫我們藉彼此扶持、彼此連結更彰顯祂的慈愛能力；因我們是基
督的軍隊，在地上如同在天，一同對抗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仇敵，因基督已得勝、願祂揀選的人都得勝。願
愛妳及妳所愛的人都平安！蒙恩惠！

天家見！

老同學麗儀

康麗儀校友（1982年本院神學學士畢業生）

悼亡友：盡為耶穌來	 	 	 －陳萍（1982年本院神學學士畢業生）

校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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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來‧看看

日期：2015年2月7日(六)    
時間：晚上7:30－9:00

（公開聚會）

日期：2015年2月8日(日) 
時間：下午2:00－6:00

日期：2015年2月9日(一) 
時間：上午8:30－ 下午5:30

召命探索日

培靈會

自由奉獻

報名及費用

看 看  祂今天指引你在何處事奉

來  重溫上帝給你的召命

培靈會（公開聚會）

召命探索日

講員：黃天相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
•英國倫敦大學神學碩士
•耶路撒冷大學學院文學碩士
•本院聖經研究教授

講員：李雋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
•本院副教務長
•本院聖經研究教授

9

學院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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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聖誕節崇拜及聚餐將於12月22日上午舉行，歡迎各老師、同
學、校友出席，一同記念救主降生。

•	 學院已開展電子通訊。若有興趣收閱，請將電郵地址以電郵方式給 
carey@bethelhk.org ，電郵主旨註明「收閱電子版通訊」，若現
正收閱紙版通訊，請在電郵中註明原本地址。

•	 冬季密集課程由2014年12月底至2015年1月31日進行。請為講師與學生的精神及體力禱告。

•	 申請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協會認證的探訪團將於2015年2月2至6日來港的安排及預備禱告。

•	 學院正積極提昇內聯網及註冊系統，以增進學生與學院的溝通聯繫，為科技資訊部同工禱告。

•	 為伯特利佈道團及學生自治會在聖誕期間的佈道活動代禱，求主保守各項事工，讓福音信息得
以廣傳。

收入		 		 									(港幣,000)
學費                    118    
經常費奉獻  90         
伯特利輔導中心  400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494         
其他  142      
總收入	 	 1,244	

支出			 														(港幣,000)
講師薪津   1,197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547         
行政運作及其他事工  659         
伯特利輔導中心  392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221
總支出	 	 3,052	

不敷	 	 								（HK$1,808）

財務報告	2014年財務報告 － 9月及10月（審計前）

代禱事項

督印人：陸輝
地址：香港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設計：God-Platform

學院事工．代禱事項．財務報告

學
院
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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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屆香港基督教歷奇輔導會議已於11月1日假馬灣基督少年軍營地舉行，伯特利輔導中心是其
中的協辦單位會議順利完成，參與人數約100位。

2. 中心於11月22日已舉行「從九型人格看人際表現及工作表現」講座，是次活動中心會員及輔導
員可免費參加。

3. 中心於11月29日已舉行婚前婚後輔導進階培訓，導師為中心總監黃葉仲萍博士。

4. 50+課程（退休人士小組）已於10月9日舉行第7屆課程，課程開辦至今累積參加人數超過80
位。下一屆將於2015年3月19日舉行，歡迎教會及有興趣人士查詢。

5. 生命與婚姻啟迪培訓有限公司預計於明年全面由人手填寫報告改為網上運作。中心正進行第一
階段重新登記執行師工作，改變程序會在2015年開始分階段進行，希望更能配合使用者需要。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http://bpcc.bethelhk.org/
查詢：3586 0399或bpcc@bethelhk.org

伯
特
利
輔
導
中
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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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處理衝突做起……」邀請香港大學心理系副教授許志超
博士，已於9月17日晚舉行，超過60人出席。

2. 土以其之旅 -- 與柏祺博士遊歷、學習和體驗團已於10月13至24日一行30多人除追索保羅行蹤
及啟示錄七教會外，還跟當地基督徒領袖及學者交流。

3. 「生命的覺醒」書畫展暨書法講座。本中心及福音證主協會合辦「生命的覺醒」書畫展，已於
11月26日至30日假饒宗頤文化館舉行，主題為「感恩中的美」。另由著名書畫家王懋軒教授於
11月29日下午主講「書法藝術中的生命覺醒」。

4. 與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合辦第三屆基督教教會／機構轉化式領導及管理課程，將於2015年1
月19日開課，隔周上課一天，六個月內完成所有單元，並在之後兩個月內完成教練環節及總結
部份，名額有限，報名從速。歡迎團體報讀，每四位報讀，一位免費。

5. 2015全球領袖高峰會（香港）將於2015年2月27日（晚）及28日（全日）假北角基督教國際神
召會（ICA）舉行。除世界級領袖的視像環節，還有互動導引，本地論壇，旨在提升領導力、
激活我們的領導潛能，實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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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特利輔導中心消息．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消息



2015年				季課程春

開課日期：2015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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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科開學前兩星期                詳情請參閱單張或登入本院網址瀏覽

學士課程編號 碩士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BS1053-3 BS5053-3 歷史書研讀 - 被擄、回歸史 黃儀章教授
BS1103 BS5103 舊約詮釋學 黃儀章教授
BS1543-1 BS5543-1 保羅書信 I - 羅馬書 葉漢浩博士
BS1593 BS5593 啟示文學 - 啟示錄 李雋教授
BS1723 BS5723 兩約之間文學選讀 黃天相教授
BS1903B BS5903B 希臘文 I B 李雋教授
BS1963B BS5963B 新約詮釋學 陸輝院長、李雋教授
BS1903A BS5903A 希臘文 I A 李雋教授
BS1963A BS5963A 希伯來文 I B 黃天相教授
CE3523 CE7523 教學入門 屈黎懿堅教授
CE3613 CE7613 成人事工與教牧關顧 譚司提反博士
CE3643 CE7643 牧職人員塑造 屈黎懿堅教授

CPE8506 臨床牧關教育課程（初級單元一） 譚月生教授、周美蘭講師、劉寶珠講師
CPE8516 臨床牧關教育課程（初級單元二）
CPE8536 臨床牧關教育課程（高級單元一）
CPE8536 臨床牧關教育課程（高級單元二）

GE1233 中國文化 陳廣培博士
GE1313 傳理學 汪善儀博士
GE1333 PC8083 個人成長 周美蘭講師
PC4003 PC8003 輔導技巧 李嘉慧講師
PC4073 PC8073 心理學與信仰反省 譚月生教授
PC4243 PC8243 青少年成長與生涯規劃 董愛莉講師、謝麗婷講師
PC4373 PC8373 藥物沉溺輔導 吳靜華講師
PC4713 PC8713 輔導專業之道德與發展 吳靜華講師
PC4773 PC8773 整全健康與教牧關顧 劉寶珠講師
PC4923 PC8923 野外屬靈操練（連一級山藝） 李德誠講師及其他團隊
PT3043 PT7043 宣教學 汪善儀博士
PT3133 PT7133 釋經講道研習 陸輝博士
PT3322 PT7306 教工實習 屈黎懿堅教授
SP3023 SP7023 靈修導引 陳誠東博士
TH2023 TH6023 系統神學 II 李少秋教授
TH2033 TH6033 基督教倫理學 李少秋教授

TH6153-1 教義神學 II - 聖靈 李少秋教授
TR4803 TR8803 輔導實習 I（A組、B組、N組） 董愛莉講師、吳靜華講師
TR4813 TR8813 輔導實習 II （A組、B組） 李嘉慧講師、黃葉仲萍教授
YM3013 YM7013 教會青少年事工發展與模式 伍德輝講師
　 MF8013 深層治療技巧 屈偉豪教授

MF8023 成長小組（A組、B組） 譚月生教授、黃葉仲萍教授
MF8413 婚姻輔導 屈偉豪教授

　 MF8443 敘事式家庭治療 II 譚月生教授

TR8703 心理學研究方法 錢鋒講師

TR8713 輔導專業之道德與發展 屈偉豪教授

TR8823 輔導實習 III （A組、N組） 陳陳思穎講師、錢鋒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