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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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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藍如溪：〈溪步集〉（香港：伯特利校友會，2010）， 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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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一六年六月十九日至三十日筆者帶同三十多
位師生參加聖地學習團，遍遊約旦、埃及和以色列
地。快要結束時，有團友問筆者最大的感受，筆者
竟然答不出來。因為這次已是筆者第四次遊覽，最
早一次在七四年，那次每個景點都印象深刻，隨後
幾次都遊覽了新的景點，印象同樣深刻，是故今次
突然之間要分享最大感受，未能即時回答。

回來後，因要將行程簡潔地在面書中與學生及肢體
分享，選擇眾多照片時，開始有較多思考。結果在
前兩晚發夢，夢到伯特利時便驚醒，突然醒覺「日
有所思夜有所夢」，原來便是最大的感受。

是 次 遊 覽 我 們
特 別 到 伯 特 利 一
遊 ， 原 因 是 本 院
名 為 伯 特 利 ， 雖
然 未 知 伯 特 利 位
置 ， 也 不 知 伯 特
利 有 何 景 點 ， 但
求 拍 到 有 關 照

片，也算是完滿尋根的願望了。結果令人喜出望
外，伯特利位於西岸巴勒斯坦人領域，距離耶路撒
冷以北約三十分鐘車程，但卻在以色列人屯墾區
內。上帝在創世記第十二章1-4節與亞伯蘭立約，
應許他成為一國一族。當時他未有土地也未有兒
子，只是憑信心來接受。亞伯蘭到迦南地後，首先
在示劍築壇獻祭。然後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築
壇求告上帝的名（創世記第十二章6-8節）。以色
列政府特別將此地列為文化遺產，建了一座觀景
台，台的正中有一圓圈馬賽克，顯示亞伯蘭築壇所
在，因為此地是四週最高點，可從東南西北遙望四
方，看到上帝應許廣闊之地。當亞伯蘭在此求告上

帝時，也是在最接近上帝的最高地點求告，顯示他
誠心相信上帝的應許。

稍後在創世記二十八章，雅各夢見上帝的使者在天
梯上去下來，上帝重申與他先祖亞伯蘭及以撒的約
（10-15節）。他醒來後，便說那地是神的殿天的
門，將那地改名為伯特利。雅各夢見天梯的圖像，
竟然在今天示劍（伯特利北上三十分鐘途經示羅）
的雅各井旁看到，相信作者有意將雅各不同事跡放
在一起。

上述兩處記錄都提及上帝對人類救贖計劃的應許，
由亞伯蘭開始，成為一國一族。打從雅各一家下埃
及，至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約書亞領眾人進
入應許地，及王國成立，應許結果應驗。然而上
帝的救贖計劃並沒有在此停止，在以色列人離棄上
帝，跟從偶像，面對審判之時，上帝應許一位彌
賽亞成為以色列人的拯救。新約聖經福音書的重點
也放在耶穌就是那應許的彌賽亞。祂為世人承擔罪
的刑罰，受死復活升天，差遣門徒廣傳福音建立教
會。及至二百年前普世宣教運動興起，福音傳至中
國，一九二Ｏ年石美玉醫生及胡遵理教士得到異象
成立伯特利教會，及在一九二五年成立伯特利神學
院（前身為伯特利聖經學院）：
一九二零年，正是歐洲大戰後二年，在紅十字會有
戰後剩下的藥品，病床，床單，石醫生便去申請合
用的東西，別人問：「你的醫院叫什麼名字？」她
想了一想便答稱：「伯特利醫院」。胡教士在旁問
她說：「我倆都未商量過，你為什麼定名『伯特利
醫院』」？她說：「回家後才告訴你」。回家後，
她對胡教士說：「今早我讀《聖經》的時候，剛讀
到雅各到伯特利立石澆油獻祭給神，稱那地為伯特
利。我倆也和雅各一樣，從九江到上海來，沒有什
麼東西。雅各在伯特利立石，我姓石，我們也立一
塊石頭，我就是那石頭」。1

石美玉醫生及胡遵理教士成立伯特利教會及伯特利
神學院的經歷，一如亞伯蘭及雅各蒙上帝呼召的經
歷，提醒我們第一要關注上帝對人類救贖的使命，
在舊約至新約一直至今天，上帝都不斷呼召祂子民
來回應。第二，聖經歷史地理的真實使我們今天踏
足期間，不禁思想永恆上帝對祂子民的慈愛，直到
萬代。第三，昔日亞伯蘭回應了，雅各回應了，石
美玉胡遵理回應了，今天也是我們回應的時間。

陸輝院長

院長的話

聖地學習團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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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相 
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研究教授

引言：
信徒常說要緊握著神的應許，甚麼是應許？斷不能
把聖經中一節半節就當作是神對自己個人應許。信
徒最大問題是先有自己的期望，然後找經文內容配
合，這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信仰。信仰真正意義在
於人放下自己的心意，願意接受神的吩咐！我們要
明白應許的目的究竟是甚麼？

（一）應許在前頭（出三1~四17）　 
摩西在何烈山牧羊時，神呼召他（三1-6），然後
向摩西提出任命，要求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
入神對列祖所應許之地（三7-10）。

神首先給予摩西應許，要與他同在，並且答應摩西
可以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到何烈山上事奉神成為
「記號」（三12；《和》證據），這代表神對摩
西的任命必會成就。其次主要向摩西揭示四方面計
劃，使摩西明白執行的方法：
a.揭示神的名字，使摩西可以告訴給以色列民知道

（三13-15）。
b.招聚以色列長老，告訴他們神的計劃，要帶領他

們到應許之地（三16-20）。
c.見法老，告訴他們行三天路程祭祀神，但神指出

法老不容他們離開，神會攻擊那地（三18-20）。
d.告知結局，是以色列人以戰勝者的姿態出埃及，

取去埃及人的財物（三21-22）。

摩西提出第一個難題，是他們不信我，不聽我的
話，必說：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神便給他三個
能力（杖變蛇、手變痳瘋、水變血）作為證據。誰
是「他們」？最初是以色列民（四30-31），後來
摩西也向埃及法老等人行的，而埃及的術士也會作
杖變蛇、手變痳瘋、水變血（七11、22）。這很
大機會是使摩西顯示「能力」，證明他是奉神差遣
的人。

摩西第二個難題是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四10），
並且更指出「從你對我說話那時起都不是」，意思
是就是神給予證據和能力，也直接對他說話，也解
決不到他「不是說話的人」，由於「我是嘴唇沉重
和舌頭沉重」，這就是拙口笨舌的意思，難以做游
說的工作。神便以他的兄長亞倫作他的口（四16），
以解決摩西以自己拙口笨舌作推搪的藉口。結果摩西
只須拿杖返回埃及（四16）。

神向摩西指出其起因，祂令法老心硬，不讓以色列
人離去，亦同時吩咐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一切奇
事」，並且向法老指明結局，就是長子要被殺（四
21-26）！

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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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驗在背後（出四18-31）　 
摩西立刻有所行動，向葉忒羅辭別，返回埃及，只
拿著神所吩咐的杖。神這時卻要殺人！神要殺誰？
開始時是「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華遇見他，祂
企圖使他死亡」（Atymih] vQEb;y>w:；四24），這裡的動
詞「死亡」（twm）不用指神親自殺害，另一動詞
（grh）才有此意（參四23）。耶利米書二十六章
21節出現「企圖使他死亡」的相同句式，表達王想
要把他治死（Atymih] %l,M,h; vQEb;y>w:），那是描述烏利亞
抄耶利米信息的犯錯的反應，這裡神同樣的行動代
表其中有人出現問題。

傳統理解對象是摩西，但摩西剛願意接受神的吩
咐，起程返回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其實這段經文完
全沒有提及「摩西」，只有代名詞「他」。這裡的
「他」可以是指摩西，也可以是指他的兩個兒子其
中一個。

這時西坡拉立刻取來一塊火石，「把她兒子的包
皮割下來」（四25）。火石刀是古代行割禮的工
具（參書五2），不過，若是指行割禮，正常動詞
是 l w m （ 創 十 七 2 3 ） 或 l l m （ 創 十 七 1 1 ； 利 十
二 3 ） ，這裡「割下來」的動詞是「切除」或「剪
除」（trk；撒上二十四5；耶十一19）的意思，若
用在生殖器官上，是指「閹割」的意思（利二十二
24；申二十三2）。因此這裡應該另有所指。

查實動詞「切除」（trk）也用在「立約」的動作
（申二十九11；詩一Ｏ五9），「割禮」本身就是
立約的證據（創十七11），並且規定不受割禮的男
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約（創十七
14），即是回應昔日亞伯拉罕的立約記號。以色
列人後來進入迦南前要承接神所應許的土地時，他
們也先要在吉甲行割禮。由於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
受過割禮，但都已死去了，在曠野出生承接的下一
代人卻沒有受割禮（書五1-9）。因此，這裡同樣
關乎摩西重返埃及前要把兒子行割禮，這才能成為

神作他的神的記號，也是承接神向列祖所應許的約
（參創十七3-14）。

西坡拉不單把兒子行割禮，並且把陽皮丟在摩西腳
前，原文沒有「摩西」，這裡也可理解作「她觸著
他的腳」，說出他是血郎（~ym iD "-!t ;x ]），這詞的意
思難懂，直譯作「血的新郎（或女婿）」，與「割禮」
有緊密的關係（四26你因割禮就是血郎了）。這
裡用上「新郎（或女婿）」一詞，可能是昔日雅各
的兒子要求示劍等人行割禮，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妹
子給沒有受割禮的人為妻，因為那是我們的羞辱。
他們行割禮，就可以彼此通婚，彼此成為「一族
人」（創三十四14-16）。即是說，米甸人西坡拉
連同她的兒子透過割禮歸入耶和華的約中。

接著是這樣耶和華纔放了他，這句不是解釋，而
是連接著上節西坡拉的說話：你真是我的血郎了
的動作，這句子的意思只是「他放了他」，可以指
「耶和華放了他」，或是「她的兒子放了摩西」也
可以，代表讓摩西獨自離去，而西坡拉和兒子們返
回葉忒羅那裡，後來葉忒羅才帶著摩西的妻子西坡
拉，就是摩西從前打發回去的，以及兩個兒子前
去曠野找摩西（十八2-4），最後交代「那時，她
說：因割禮而成的血郎」。

經過試驗後，神就安排了亞倫作摩西發言人（四
27-28），然後他們二人才開始拯救以色列人的工
作（四29-31）。

總結：　 
信仰的高低在於我們對神的態度，人看重不應該是
應許帶來的好處，而是成就神的計劃，因此環境好
壞不是我們的焦點。人若只按著自己的感受強把應
許當作神給予好處的保證，這就把信仰變作民間宗
教了，神的應許不單止是為了解決我們人生問題和
困境的方法。應許在前頭指引神計劃的方向，試驗
在背後是測試我們對神的態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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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在研習舊約的旅途上啟航。我們
可以從不同途徑去更認識祂，舊約只是其中之一。
我感恩在開始踏進舊約的門檻時，在神學院遇到了
很多好老師。 

我自小已十分喜愛閱讀，這造就了我對文字的敏感
性和理解力。當成為基督徒後，順理成章對聖經
內容充滿好奇，我有一段很長時間沉迷閱讀舊約聖
經，希望能盡快把經卷讀一遍，對於某些經卷更是
著迷地一讀再讀，想讀懂、想解通。不過，舊約每
個經卷看似獨立，但當中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要
讀一遍兩遍不難，但要明白就只換來一頭霧水。譬
如約伯記，我還未進入神學院前，我只覺得約伯記
中每個角色所說的都很有道理，也不太明白為何約
伯要遭此禍患。如今，透過對舊約的研習，終於開
始明白那是智慧書，知道教導敬虔的意義。老實
說，當第一次在神學院課堂聽到老師對「敬虔」和
「掌管」的解釋時，真的被震撼了，同時也深感教
會對於學習和理解舊約話語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對於理解舊約的心態，需要態度以誠、謹慎負責。
有一次，囫圇吞棗地讀以斯拉－尼希米記，還在
分辨不了重建聖殿的時間次序，及亞哈隨魯、亞達
薛西年間究竟被控告停建的是城牆抑或聖殿的情況
下，我竟然仍敢走上台做分享報告，然後被坐在台
下的老師毫不客氣的指正。幸好被老師及時糾正。
錯誤解釋聖經不足為奇，最怕是別人卻當真了，自
己冒犯聖經之餘，也害了聽的人。所以，這也成了
我學習舊約的動力之一，舊約好像很難懂，但要暢
談舊約首先就要認真學習舊約。 

我覺得要研習舊約，必須從學習原文開始。學習一
種新語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要在兩個學期學
習希伯來文，那時仍是一個要上班的半職學生，時
間有點緊拙，不過始終是快樂的。有一次出差，需
要在回程的飛機上繼續未完成的功課，可是不懂的
問題仍然不懂，下飛機就是交功課的死線了，迫在
眉睫的壓力竟然使身處飛機上的我胃痛起來。痛苦
的快樂，快樂的痛苦，姑且稱之為上帝付出，我甘
之如飴。

學習旅途中從不同階段都得到快樂，哪怕距離目標
只是近了一小步。當從修讀第一科原文釋經的懵懵
懂懂（即是成績差），到了修讀第二科時，開始掌
握，那種快樂使我覺得原來努力讀書是一件相當美
好的事。不過，同一時間，也從舊約老師們身上學
到了為學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懂得舊約原文算不得
什麼（何況我只是皮毛），釋經不能單從字面意思
入手，總要貫通連絡前文後理，有根有據，所以虛
心地把整個舊約多讀幾遍、多讀不同參考書籍就對
了。在我修讀舊約的過程中，無論經卷閱讀，抑或
寫釋經文章，有時候總脫離不了人的惰性和自以為
是，但因著各位老師的慷慨賜教，每當故態復萌，
總會換來很好的提醒（慘烈的成績），了解到如果
甚麼參考書籍都不看，就是閉門造車，那就是與老
師們口中的舊約智慧背道而馳。

甚願上主賜福予我，擴張我的境界，更願我時刻敬
畏耶和華、遵行上主的命令，以致離智慧和聰明不
會太遠。

石芷澄 
文學碩士，主修舊約研究

舊約研習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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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母院完成了神學學士和道學碩士兩個學位課
程。無論在聖經研究和牧養事奉得了很大的啟蒙。感
謝母院邀請，筆者可分享研讀舊約的心路歷程。

當年學習經科的過程，學員須先修讀舊約導論，才可
修讀其他舊約科目。雖然聖經研究必要學習原文，不
過，基於學制安排，筆者於道學碩士才有機會學習希
伯來文。

對於以往的學習，研讀舊約的精彩之處在於讓自身有
閱讀原文的機會。學習原文可說是生命上的苦路，不
過，那年的耕耘也對現在仍得益不淺。

感謝母院積極開辦原文釋經的科目，讓學員能夠在原
文學習上繼續進深。筆者在當中獲益良多，使自己現
在可以進入另一階段研究舊約。學習原文不單是翻譯
詞彙或句式，而是可以理解原文的表達方式。從而掌
握內容的信息，不能單靠譯文做到。

其次，詮釋方式也很重要。即使讀者能夠熟習原文文
法，也未必對文本作較適合的解釋。筆者也十分感謝

透過母院開辦的詮釋學，讓筆者建立客觀的方式來處
理經文內容。筆者認為舊約研究與詮釋學之關係是非
常密切的。按筆者理解，由於舊約研究與詮釋學建構
了多種聖經批判學的方法。這些方法有助讀者解釋聖
經文本。若以原文釋經作例，聖經批判學讓學員對原
文的理解建立在不同的關注點。歷史批判學就常要處
理原文文本背後的歷史元素；新批判學的觀點則要解
釋原文文本的最終形式。

研讀舊約是不容易的。內容涉及經文背景，原文學
習，詮釋理論等多方面的知識範疇，不可能短時間就
能掌握的。初時，筆者的學習只單向地接收老師教
導，間中參考相關書本，也多為完成功課的需要。直
到學士二年級有一天上舊約課，課堂老師鼓勵我們需
尋找自身學習的方式，這句話成為筆者的當頭棒喝，
有深遠的影響。筆者從那時起就尋找自身的學習方
式，建立一份自學或治學的能力。當離開了神學院的
安舒區，也仍有一份屬自己學習的動力與能力。對筆
者而言，這是自身研讀舊約的動力，也為建立和提升
信徒對學習舊約興趣。

郭熾豪
本院神學學士、道學碩士校友，主修經卷研究

研讀舊約的學習

校友專區

1. 本校友會設有網頁（www.bethelbsaa.org），內有校友會及校友各類消息，歡迎瀏覽。若要更改
通訊資料，或提出代禱事項，以及發表文章或見證可電郵給主席李德榮校友（takwing_lee@yahoo.
com.hk）或陳浩昌校友（pastor@vasbc.org），我們會上載到校友會網站。

2. 本年度財政預算為港幣兩萬肆仟元正，主要包括：（1）津貼迎新會，（2）校友或其父母的
殯儀安息花圈，（3）校友按立牧職及結婚的賀咭以表道賀，（4）奉獻母院，為同學設立教
牧心懷獎學金，以嘉許實踐牧者關顧行動優秀者，（5）其他雜費。過去一年有不敷的現象，
敬請各校友盡本分繳交會費，今年會費仍為壹百元，並且歡迎額外奉獻經常費用。

3. 2016年9月5日將在大尾篤舉行職員活動，行程包括踏單車和行山，最後前往蔡偉南校友位於
龍尾的住所下午茶，藉此彼此分享交流，歡迎各校友報名參加，詳情請致電92626685與徐維
僑校友聯絡。

4. 2016年10月17日將於粉嶺有機休閒農莊舉行郊遊樂，請各校友預留時間報名參加，詳情請致
電93621220與陳光全校友聯絡。

校
友
會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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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嘉林邊道45-47號
伯特利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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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樂意

□ 為神學院各事工代禱                      □ 參與義務工作，請與我聯絡

□ 作每月奉獻，請聯絡本院會計部：3577-7418（電話）

□ 作一次愛心奉獻 ○港幣500元  ○港幣1000元  ○港幣     元

□ 經常費 $       □ 講師薪金 $         □ 圖書館發展計劃 $  

□ 本地學生助學金 $      □ 港外神學專款 $        □ 「藍如溪」教席專款 $  

□ 講座工作坊出版製作 $      □ 校園重建設施設備 $        □ 伯特利輔導中心 $ 

□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      □ 其他（請註明   ）$  

奉獻者資料：（請以正楷英文填寫，以便發還奉獻收據或聯絡義務工作。）

英文姓名：      電話：

地址：

電郵：       所屬教會：

奉獻方法： *請勿郵寄現金   **港幣100元以上之奉獻，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 直接存入「伯特利神學院」戶口，並把銀行存款單連同奉獻回條寄回伯特利神學院
（中信銀行戶口 695-1-19491-2-00）

□ 銀行支票：以劃線支票（號碼    ），抬頭寫「伯特利神學院」，
連同奉獻回條寄回神學院

親愛的讀者：
感謝您們一直對伯特利神學院的支持和關心。學院有見近年電子傳送技術愈來愈普及，現計劃於今期
起以電郵方式送出院訊（電子版），予以個人名義收閱通訊的讀者，冀能保護環境之餘，同時減輕印
刷及行政開支。

為讓我們順利送上院訊，敬請閣下使用此郵寄回條，或電郵至e-newsletter@bethelhk.org，讓我們了
解您的選擇。

註：教會或機構之院訊讀者，則將繼續以普通郵遞方式獲寄院訊及學院相關資料。

伯特利神學院 謹上

我	 	 	 	 希望

□ 繼續以普通郵遞方式收取伯特利神學院院訊及相關資料:
更新郵遞地址：

□以電郵方式收取伯特利神學院（電子版），並確認電郵地址：   @

支持伯特利神學院神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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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資料

2016年度畢業生名單
教牧學博士

周詠琴 王大為

道學碩士
陳展宏 陳小玲
周振邦 張潔樺
馮景明 楊新萍
侯保行 林慧嫻
羅廣權 盧麗玲
雷礎雄 陸啟榮

神學研究碩士
覃仕坤 陳景然
巢穎邦 陳佩琦
陳翔影 鄭麗珠
朱妙珍 鍾美儀
胡柏年 許景怡
郭靖 劉志成
劉偉昌 劉見瑜
盧明 柯潔玲
林栢謙 王碧燕
王君石 楊燕珍
余惠珠

文學碩士
陳廣源 陳紫珊

基督教輔導學及
基督教教育學士

陳淑宜 陳素蘭
陳玉儀 張淑嫻
趙素貞 傅錦華
馮曉雅 何敏儀
高葆玲 江薇儀
林慧珊 李庭恩
梁玉霞 羅彩群
麥靜而 繆正琇
潘麗 蘇素貞
戴真真 鄧志強
黃寶蓮 黃慧儀
胡嘉麗 楊家發

神學研究學士
張增深 葉玉英
梁敏賢

神學學士
陳美笑 張志娟
張慧芳 林子傑
吳家駿 曾敬賢
謝駿麒

基督教婚姻及
家庭治療碩士

陳俊華 陳嘉榆
陳禮琴 陳美玉
陳蕙芳 張志卿
關見彩 黎華
李玥坤 梁雪君
廖思敏 盧麗娥
麥潔貞 麥笑平
莫思敏 吳穎欣
柯潔玲 彭烷柵
施麗輝 謝慧華
譚麗娟 曾可恩
溫穎儀 黃佩蓮
王坤榮 黃瑞屏
黃玉珍 胡少權
楊慕玲

基督教輔導學及
社會服務碩士

何偉明 岑穎思
鄧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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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秋季課程已於9月1日正式開課。請為新生的適應，同學的學習，講師的教學工作禱告，

求主賜精神及體力，繼續走裝備的路。

•	 為學院未來五年的「師」、「生」、「資」、「研」發展項目禱告，藉此讓神學教育、學習環境

及質數得以提升。

收入		 		 									(港幣,000)
學費               10,577    
經常費奉獻  1,950         
伯特利輔導中心  1,793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1,704         
其他  1,054      
總收入	 	 17,078

支出			 														(港幣,000)
講師薪津   5,959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3,344         
行政運作及其他事工  4,264         
伯特利輔導中心  2,561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1,964
總支出	 	 18,092	

不敷	 	 											（1,014）

財務報告	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  （審計前）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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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God-Platform

學院事工．講師消息．代禱事項．財務報告

•	 本院於7月15日獲 TRACS通過，批准開辦婚姻及家庭治療心理學博士課程， 並已於 7月 25 日舉辦
了新課程簡介會。是次活動亦介紹了另一新課程 - 延伸課程以職場轉化為主修的深造文憑及證書。
參加者近 50 人。

•	 本院於8月13日獲TRACS通過，批准開辦教牧學博士的新主修範疇 - 牧養關懷。此課程的簡介會
將於9月12日在學院舉行。查詢入學，請瀏覽http://bethelhk.org/Adm/?c=DG

•	 2016-2017年開學營於8月28日（日）至30日（二）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

•	 2015 -2016 年度畢業典禮 定於10月29日(六)下午2時30分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六樓舉行。

•	 本院將於11月19日（六）上午10時至下午5時舉辦「社會、教會----婚姻與家庭的挑戰與牧養」公
開講座，上午設有兩場專題，由本院老師屈偉豪博士及甄鳳玲博士主講，下午設有不同主題的工
作坊，由本院老師主講。歡迎教牧及信徒參加，費用$200，教牧、校友半價優惠。名額有限，額
滿即止。詳情請瀏覽本院網址。

•	 本院將於11月22日舉行異象分享晚宴，為學院發展及學生需要籌款。歡迎參與或邀請弟兄姊妹參
加，請聯絡研究及發展部汪善儀博士3577-7446。詳情將稍後於本院網站「最新消息」公佈。

•	 聖經講師周詠琴老師於10月29日獲伯特利神學院頒發教牧學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目為「一對一查
經法：從路加福音的神跡看耶穌如何在不同的處境中轉化個別貧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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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即將舉行之活動：
•  於9月29日（四）晚上七時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舉行「遇見心靈醫師－輔導員的靈

性與深層治療」講座，免費入座。講員為來自德國的著名靈性管理導師及靈修生活作家古
倫神父，講座以德語講授，國語傳譯。

•  中心再次邀請理盧幼慈教授來港講授指導式遊戲治療。10月17日至19日（三天）為基礎課
程；10月20及21日（兩天）為進階課程；10月22日（星期六）上午舉辦家長講座，主題
為「做個情理兼備、溝通得宜的成功父母」。課程及講座均設二人同行優惠，歡迎教會、
學校、教育機構等集體報名。

•  將於11月19日及26日（星期六）舉行Kimochis執行師認證課程，課程目標為教導孩子認識
及管理情緒，掌握社交技巧及溝通方式等。此課程適合輔導員、社工、教師、教牧，及兒
童事工導師等。

2. 生命與婚姻啓迪培訓有限公司(LMEL)將於9月24日（星期六）舉辦婚前婚後評估執行認證課
程，導師：吳岳雲女士，吳靜華博士。

3. 第十二屆50+退休人士生命重整課程將於10月6日舉行，歡迎查詢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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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福音證主協會合辦「『工不可沒』講座系列 ：4P企業---- 起動與持續」已於7月8日晚上舉
行，由楊榮軒博士 、楊其輝先生 及陳敏斯博士主講，分享「4P企業」的理念和成功個案，鼓
勵信徒從營商中實踐「大使命」，建立企業屬靈價值觀的新視野。

2. 學院延伸課程「『 職場轉化 』深造證書及文憑課程異象分享暨發佈會」已於7月12日晚上假
金鐘港福堂舉行，由陸輝牧師、司徒永富博士、陳敏斯教授和黃葉仲萍教授分享對職場轉化
的異象並簡介課程 。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歡迎查詢及報讀。

3.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轉化城市：從傳媒開始…」於9月7日晚假金鐘港福堂舉行，邀得明
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營運總裁劉進圖先生擔任主講嘉賓，並由基督教《時代論壇》社長任志
強先生回應。

4. 與福音證主協會合辦「教牧領導力發展日2016」於9月21日(三)舉行，主題為「牧場．職場－
成為情緒健康的領袖」，歡迎教牧同工、信徒領袖參加。

5. 於9月26日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舉行「領導就是喚醒生命」晚間講座，由德國來訪的古
倫神父(Anselm Grun)主講，歡迎報名參加。

6. 由中心協辦「2016使命商道論壇」將於11月5日(五)假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舉行，主題為「愛
你的鄰『社』－我當作什麼？」。主講嘉賓為陳恩明牧師及梁永善牧師，並設有工作坊。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rbc.bethelhk.org 

或查詢: （電話）2148 5577   （電郵）rbc@bethelhk.org

伯特利輔導中心消息．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消息



2017年				季課程冬

GE1303／CE7503基督教教育概論（３學分）（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本科將介紹基督教教育的意義、內涵及各主要基礎，並學習基督教教育的簡史，以
及教會中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組織、策劃與推動。

講師：譚司提反博士﹝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2017年1月16至20日 （週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PT3093／PT7093	基督化管理與行政（３學分）（粵語授課）
本科旨在學習聖經中的原則，如「以神為本的管理與行政」，思想個人管理、行政
及領導的方式、行為、屬靈恩賜、靈命素質及事工應用。

講師：汪善儀博士﹝本院實踐神學講師﹞
日期：2017年1月09至13日（週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PC8563	小組治療（３學分）（普通話授課）
本科透過認識治療小組的治療元素、小組治療過程的不同階段，小組互動的技巧及
所面對的挑戰，讓學員裝備成為治療小組領導或協同領導者。

講師：錢鋒博士﹝本院教牧輔導講師﹞
日期：2017年1月02至06日（週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名額：30人　

SP9174	領導評估（4學分）（粵語授課）
本科取材於柯林敦博士在八零年代研發一套領導評估工具幫助領袖找到生命發展方
向。此為博士課程科目。

講師：呂慶雄博士﹝本院實踐神學講師﹞
日期：2017年1月16至20日（週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TH2023／TH6023系統神學II（３學分）（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本科有系統地簡介基督教教義，涉獵相關議題及爭辯題目，集中教義神學，及其實
踐應用及處境化方面，包括：啟示、神觀、三一神論、基督論、聖靈論、創造、人
觀、罪觀、救贖、教會、聖禮及末世觀等。

講師：李少秋教授﹝本院系統神學教授﹞
日期：2017年1月09至13日（週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2017年1月14日（週六）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1時

UM7043／UM9044	使命教會（碩士生３學分	/	博士生4學分）（粵語授課）
本科將從聖經及歷史中探討教會觀及宣教觀，並將兩者結合成「使命教會」，並探
討個別實踐模式及在香港可以實踐的方法。
學分：3學分（碩士級）、 4學分（博士級）

講師：陸輝院長﹝本院院長﹞
日期：2017年1月02至06日（週一至五）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以下新課程九月開課，全年招生

婚姻及家庭治療心理學博士

此課程重點在於讓信仰和臨床實踐持續對
話，並按靈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
等不同層面，審慎地作出反思。旨在培育
這門專業的未來領導者和培訓師。

入學要求及詳情，請瀏覽：
http://bethelhk.org/Adm/?c=DG#DPsy

「職場轉化」深造證書及
深造文憑延伸課程

此課程為有意尋求信仰和工作融合的職場
信徒，並渴望在職場服侍和發揮影響力，
以及渴望更有效牧養職場信徒的教牧同
工而設。

入學要求及詳情，請瀏覽：
深造證書延伸課程介紹：
http://bethelhk.org/Adm/?c=370

深造文憑延伸課程介紹：
http://bethelhk.org/Adm/?c=371

教牧學博士 - 牧關事工

此課程著重反省和實踐，主要應用在教
育、臨床及研究上。針對全時間牧職同工
在牧靈、基督教輔導教育、督導及心理治
療、院牧事工、督導、訓練等事工上之進
深研究及專業發展。

入學要求及詳情，請瀏覽：
http://bethelhk.org/Adm/?c=DG

新課程
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