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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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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由十九世紀開始有系統地建立及發展，稍後更廣
泛地應用，尤其是在心理輔導上。在心理學發展的過程
中，不同學者將對人類行為模式、動機、本性等等的研
究，運用在分析、行為改變、甚至治療上。基督徒學者
稍後也開始將心理學的研究，結合了聖經的教導，應用
在基督教輔導上。然而一如其他學科的研究，基督教心
理學及輔導學的研究，也需要由根源開始，才能為信
仰、人性、性格、分析及治療作定位，然後加以應用。
創世記第一章至第四章提供了很生動的案例，亞當夏娃
昔日如何犯罪，今天的人亦同樣步其後塵。這除了顯出
犯罪的事實，也包括了犯罪的過程。這些研究為基督教
心理學打下一個基礎。

創世記第三章首先提到蛇的狡猾，蛇過去怎樣引誘了夏
娃，今天也怎樣引誘人犯罪，結果人類在罪惡中生活，
衍生了形形式式的問題。蛇雖然是受造之物，卻是最狡
猾的，意思是用了人想像不到的方法引誘人不遵守神的
吩咐。

蛇對人引誘的重點在於扭曲了神的吩咐，使人在錯誤的
基礎上來生活。扭曲的第一步是引發人對神的懷疑，蛇
一句「神豈是真說」（創三1），看似一個無傷大雅的
問題，也沒有斷然否定神的存在及其權威，但卻動搖了
人對神吩咐的順從﹔人一旦不再順從神，便會順從其他
的權威。若不是順從神所創造的事物（蛇），便是人自
己，結果便在神以外來尋找準則，取代神的準則。近代
心理學就是在這個前題上建立，在聖經以外甚至與聖經
完全相反的方向，來了解人性及行為。因此基督教心理
學需要透視這問題，方能將心理學研究帶回正軌。

蛇第二步是篡改了神的「吩咐」，即是篡改了判斷是非
對錯的準則。蛇描繪「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創三1），
其實是將事實誇張了，因為神只禁止「分別善惡樹上的

果子，你不可吃」（創二16-17）。之後夏
娃雖然作出澄清，但卻不自覺地接受了蛇
誇張了的前題及誘導，加進了自己的解

釋：在「你們不可吃」之上加了
「也不可摸」（創三3）。

蛇第三步是在懷疑神的吩咐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更改神
的吩咐，就是將後果淡化：「你們不一定死」，進一步
誘導夏娃不遵守神的吩咐。

最後，蛇引導夏娃質疑神的慈愛公義：「因為神知道，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蛇
首先將神的地位降低，將神描繪為自私的神，因為祂不
想人擁有神一般分別善惡的能力，因此禁止人吃分辨善
惡樹上的果子，進一步使夏娃作出違背神的決定。接著
蛇將人的地位提升，提到人其實可以等同神一般，只要
不理會神的吩咐，便可以如神般知道善惡，曲線地播下
了誘因使人不遵從神的吩咐。蛇只將部分事實講出來，
故意隱藏了另外部分的事實，故意誤導夏娃。人吃了禁
果後，眼睛不錯是明亮了，但只能看到自己的赤身，也
可以分辨善惡，但只能知道違反了神的吩咐。

結果夏娃便落入罪惡中，聖經以人的慾念來描述犯罪的
過程。創世記三章6節形容「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
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
慧」，繼而付諸行動，「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
夫，他丈夫也吃了」。

夏娃亞當犯罪後的反應，與今天人類犯罪後的反應相
同。他們第一個反應是覺得羞恥，「他們二人的眼睛就
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接著是嘗試掩飾所
犯的錯。「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創三7），跟著是迴避神。「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
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創三
8）。最後是產生害怕的心。「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創三10）。

罪進入世界之後，大大地影響了人的生活。首先是人際
關係的破裂，包括了彼此推卸責任、互相埋怨。「那人
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樹上的果
子給我，我就吃了。……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
了」（創三12-13）。繼而是婚姻中「幫助關係」變為
「轄制關係」。「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創三16）。接著是兄弟親密關係因嫉妒變為發怒殺
人。「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該隱起來打他兄
弟亞伯、把他殺了。」（創四5-8）。最後更包括了報
復。「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
害了」(創四23）。
 
心理學沒錯是在不信的背景下出現，基督教的研究需要
從聖經的基礎上，轉化運用這些發現，意識引發問題的
因由，逆轉犯罪的過程，帶領人認識倚靠神，幫助人處
理各種型型式式的問題。

陸輝院長

院長的話

從始祖墮落看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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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鳳玲博士 
本院心理學博士課程主任

從事心理輔導及家庭治療多年，我涉獵了包括佛洛
依德 (Sigmund Freud)、羅傑斯 (Carl Rogers)、史
金納 (B.F. Skinner) 等各樣的心理學理論，雖然他
們哲學上的結論是反基督教的，包括否認人的性格
是按著神的形像創造的，他們對人格卻又進行了 徹
底的研究，他們實證研究的發現卻不是如此1。威
廉．柯萬進一步認為，「他們的非基督教假設並沒
有扭曲了所發現的真理」2。過去，有一些基督徒
心理學家持著一種「整合觀點」(integrated view)，
他們並不認為神學及心理學有何衝突，而是相輔相
成。史丹利．瓊斯(E. Stanley Jones)曾經說明﹕
「…心理學的訓練和基督徒的訓練，最終必須是一
致的。因為當心理學成為真正的心理學，基督教成
為真正的基督教時，二人必能相輔相成」3。雖然
我們未能掌握和未必同意他的每一個觀點，但卻引
起我們進一步去探討如何將聖經神學和心理輔導做
一個有意義的整合。

在 構 思 「 心 理 學 博 士 」 的 課 程 架 構 時 ， 除 了 四
大主要心理學理論(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 
Contemporary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ies, 
Humanistic & Experiential Approach, Cognitive 
& Behavioral Therapy, Systemic Intervention)之
外，我們特意開設了「輔導神學」(Theology of 
Counseling) 這一科，就是尋找一個共通的神學主
題，來協助解釋不同的輔導和心理治療模式的成
效，幫助學生能夠識別輔導的聖經和神學的基礎，
最重要的是，學生懂得意識到將聖經和神學的觀點
揉合在心理輔導的實務中4。在他們的《整合心理

治療》一書中，馬克敏 (Mark R. McMinn) 和康貝
爾 (Clark D. Campbell) 把基督教的人觀及心理學
的理論和應用整合起來，他們認為最好的整合還是
參考基督教的人觀 - 創造、墮落和救贖，而這個基
督教的人觀，就形成了他們兩位對人類本質的核心
瞭解5。在「創造」的主題上，我認同馬克敏和康
貝爾的論點﹕「我們 [人類]與生俱來就有一股自然
的本能，驅使我們依附或連結於他人。神賜給我們
與他人聯結的自然天性，引導我們到充滿愛的人際
關係、友誼、性關係和養育。這些渴望同時引導我
們走向神﹕尋求與那位唯一能完全瞭解我們且完全
愛我們的神，有一種超越而個人的關係」6。人因
活在罪的狀態之下，生命和生活是破碎的，而破碎
的結果是傷害他人－他們說傷害人的話，做傷害
人的事，並且令人訝異的是我們將這些事合理化。
在此困境中，神選擇救贖，而不是遺棄或者毀滅祂
的創造，並且祂選擇在歷史當中，從呼召亞伯拉罕
開始直到基督，透過這期間許多人物與事件的運作
進行，來完成祂的救贖。除了「創造」、「墮落」
和「救贖」的三個主題外，萊特(Christopher J.H. 
Wright) 加上「新創造」第四主題7，那就是神整個
創造的救贖與更新。

馬克敏和康貝爾強調，人際問題是源於原生家庭之
中。一個充滿愛和恩典的家庭會努力防止或減低個
人發展出個人或人際關係問題的可能性，但是，家
庭無法完全保護孩子免受這破碎世界的傷害，而他
們經歷到創傷、衝突、傷害及邪惡的嚴酷現實，
皆是無可倖免的。此外，因為每個人都有罪性，

專題文章

聖經神學與心理輔導

1  威廉．柯萬，《靈性心理學》，林鳳英譯 (台北﹕校園書房，2007)，31。
2  威廉．柯萬，《靈性心理學》，32。
3  H.W. Darling, Man in Triump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9), 8. 
4  Heath Lambert, A Theology of Biblical Counseling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6), 32.
5  馬克敏，康貝爾，《整合心理治療》，林德昀譯 (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439。 
6  馬克敏，康貝爾，《整合心理治療》，385。
7  萊特 (Christopher J.H. Wright)，《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鄧元尉、祈遇譯 (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1)，71。



我們無法逃脫罪帶給我們生命和人際關係的混亂和
問題。作為一個從事家庭治療的人，我看到不少的
受輔者陷入自我和人際關係的掙扎中。因為罪的結
果，人甚至傷害了那些與他們最親近的人，例如配
偶、父母和子女。因為罪和世界的破碎，人對關係
的渴望被扭曲了，以致災難性的後果接踵而來。人
傾向於一再重複那些害人害己的模式(pattern)或循
環(vicious circle)，而不是展現關愛的人格模式。
中國人重視人倫關係，可是，由於文化的枷鎖，人
倫關係卻變成社會控制 (social control) 的工具，
有上下高低之分。此種情況，在教會也不難發現，
豈不叫人失望！

基督教，一個以關係為基礎的宗教，肯定人們能夠
透過耶穌基督而經歷到與神之間愛的關係。與神相
連，能使人生命得以轉化，並幫助人從過去關係的
傷害中復原過來。當然，與他人相連也是重要的；
有時候要明白什麼是關連於一位愛與恩慈的神，必
須先有一個健康的人際關係8。在輔導的歷程中，
輔導員與受輔者在相互認知的基礎上建立同盟，目
的是促進受輔者與三一神建立關係。在過去接觸了
不少傳道人、宣教士，和輔導員，他們同樣是人，
所以他們也不免於從過去的生活(特別是原生家庭)
中延續未完成的事物 (unfinished business)，帶
入今日的輔導工作中。尤其當他們的人格受到考驗
時，難免會刺激情感的轉移，用來作為他們個人抗
拒的工具。輔導員可以做什麼來保護受輔者不受情
感反轉移的影響呢﹖輔導員需要不斷領受上帝的恩
情！他們的「存有」(being) 是不容忽視的。每次
會談後，輔導員細心檢討自己的反應是有幫助的，
尤其是注意自己較不尋常的情感反應，例如強烈的
憤怒、熱誠或是一點都沒有情感的回應。

我要重申，與三一神的相連使人生命轉化，基督徒
的輔導員除了輔導的知識和技巧外，也透過與受輔
者建立關係，目的是在促進與神的關係。但是，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卻不是靜態，而是變動的，如何推
動輔導員與受輔者的關係能有健全的發展，其中之
一的方法便是督導。一般而言，心理輔導或婚姻及
家庭治療的督導，基本目的是協助他們能有效的治
療；然而，基於以上所述及有關整合聖經神學和心
理輔導的觀點，督導的焦點是在接受督導的人，以
及在他或她身為助人者的成長上。正如輔導員與受
輔者的關係是促進受輔者與三一神關係的最好方式
之一，同樣，督導員與輔導員的關係也是促進輔導
員角色成長的最好方式之一。當輔導員尋求督導，
他們可能帶著不同的目的。他們可能因為某一特殊
的受輔者而不知如何處理，他們可能需要有人肯定
他們的輔導成效等等。督導與學生(輔導員)建立信
任，協助他們扎根於內心深處，就是學生(輔導員)
與神、與其他人最親密地相遇之處；藉著細心傾
聽，督導更容易掌握心靈的感應和情緒，以及按照
他們所聆聽的給予回應。

總的來說，當透過聖經神學來思考心理學或心理輔
導時，我們的思想有深刻的啟示。神的創造使我們
與神和人連結，墮落卻使我們陷入破碎的人際關
係，道成肉身將人子耶穌基督帶到人間與我們同
在，和我們一起掙扎奮鬥，十字架與復活使我們得
以經歷救贖並分享真實的愛、盼望與平安的力量。
我們對主再來時的盼望幫助我們知道此刻所做的一
切是有價值的、是值得的，因為我們的勞苦在主裡
面不會徒勞無功的！由此看來，在聖經神學和心理
輔導的認知和實踐上，實在需要親身經歷主愛，並
且透過輔導員和受輔者的關係，將人帶到主前並經
歷祂的關愛。

4

專題文章

8  威廉．柯萬，《靈性心理學》，389。

參考書目：
威廉．柯萬。《靈性心理學》。林鳳英譯。台北﹕校園書房，2007。
馬克敏，康貝爾。《整合心理治療》。林德昀譯。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
萊特(Wright, Christopher J.H.)。《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鄧元尉、祈遇譯。台北﹕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1。
Darling, H.W. Man in Triump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9. 
Lambert, Heath. A Theology of Biblical Counseling.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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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感恩有機會將這兩年多的學習及經歷整理及分
享。筆者感謝上帝的呼召，兩年前開始進入神學
院接受裝備，帶著複雜、矛盾的心情，以及不同的
疑問，其中包括：上帝如何結合聖經（真理或神
學）、輔導與心理及靈修，讓祂的兒女在屬靈生
命中經歷祂，從而更親近祂及歸向祂？筆者感恩上
帝在這幾年使自己經歷這幾方面的陶造、教導及醫
治，卻不懂如何藉此事奉上帝和服事他人，結果透
過在伯神的學習中使我漸漸領會和掌握。

筆者的屬靈導師曾說過上帝是情理兼備的。研讀聖
經，包括進入當時的文化、背景及了解文本和字
義等，是比較理性的；而輔導與心理主要是處理成
長、感受及思想，則較為個人及感性的，兩者是否
互相矛盾？ 

一位牧者曾如此分享：「在信仰的路上是認識上
帝、認識自我以及認識上帝對自己的召命」。這兩
年多全時間的學習，如坐過山車般的生活，遇到不
同的拒絕、挑戰、困難及迷惑，既是辛苦亦是感
恩。筆者透過不同的輔導與心理的課堂中，開始了
認識自己的思想、行為、情緒及其背後的影響因
素，原生家庭如何影響價值觀及性格，認識個人的
成長歷程與需要。原來自己是自尊低、自卑、容易
自責亦完美主義。從反省文章功課中，發現父親的
酗酒亦深深影響著個人成長。繼而看見「老我」如
何形成，發現潛藏的自我需要及性格；從其他輔導
等課程中，也認識成長背景及思考模式是如何影響
筆者對自己、對上帝及對他人的了解及其彼此間的
關係。當了解自己的陰暗面時，彷彿沒有出路，然

而從靈修操練中，筆者經歷主耶穌的愛及安慰，看
見盼望及方向，反省屬靈生命。

筆者回想過去十年，從無間斷參加主日學或聖經研
讀，縱使不明白也繼續堅持，上帝的話語帶著強大
的力量，能鼓勵自己。上帝的道成為腳前的燈帶領
前行。以前基於生命曾經歷不同的難處及傷害，亦
不明白其背後的影響因素，常以自我的角度來看一
切，反而成為了解上帝的局限，影響對聖經的認識
及領受。今年四月，仍未完全處理從成長及教會而
來的傷害及拒絕，因而放棄實習的機會，筆者進入
極自卑及自責中，經歷了心靈的大黑夜，彷彿進入
無底的幽谷中。然而筆者卻要感謝上帝，在這次的
幽谷中更經歷上帝。藉著聖經的研讀及反思中看見
自己，認識自己尤如提摩太般的自卑，受著人言的
影響，保羅對提摩太的教訓，彷彿也在教導著自
己，從自卑及膽怯，漸漸轉為看上帝創造自己的獨
特性及恩賜。透過聖經、輔導與心理及靈修操練中
認識上帝及了解自己，漸漸撥開雲霧，更能夠明白
聖經及了解上帝的心意，在信仰上從天真無知漸趨
成熟。上帝可以使用一切來教導及帶領屬祂的人，
之前所學及所經歷過的一切，也能成為生命難關的
幫助，堅定及站穩在這條跟隨主的路。在兩年前開
學時，老師曾說畢業後可能對所學的印象不深，但
必記得的是與同學一同所經歷的難關。感謝上帝讓
我在學院認識很多同行者，坦誠相處、互相支持及
鼓勵。到了第三年的學習，我覺得自己很幸福，亦
很感恩遇著生命的天使。願我們所學的及所歷的轉
化為屬靈生命的資源，以一顆單純的心，繼續完成
上主的使命。

愛中成長
劉智慧
基督教教育及基督教輔導學學士三年級學生

筆者(左下方)與同學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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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有時會思想，究竟了解別人才能知道自己？還是了解
自己方能知道別人呢？我至今雖然仍未能弄清，但在過去
幾年的神學訓練中看到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上主、他人
與自己」的鐵三角關係。萬物主宰擁有其不可取代之角
色，對我而言，認識上主更是我了解自己和別人的鑰匙，
沒有衪，我未必覺察自己內心一直潛藏的陰暗面和真正需
要，更難以明瞭別人的處境，所以這鐵三角本應是一切關
係之基礎，缺少任何一方都會產生不少問題。亦因為了解
自己與上主及別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及互動是如此重要，我
希望在此分享神學科目如何豐富或影響我的輔導學習及事
奉方向，及至處理個人的成長歷程。

神學與心理 (神 –自己)
心理學屬於了解人性的學習，包括身體和心理的需要，
以及情感上的流露 ; 而神學探討的是上主的奧秘，神性
以外，亦有豐富的人性教導與反思。在神學院三年全
時間裝備中，「靈修神學」成為學習上的支柱，拉近自
己與上主關係之餘，亦學會在禱告及日常生活中辨識
（discernment） 上主的心意。感恩第一學期修讀此科，
給我特別的體會，當中教導「神學進修要靠關係 …… 就
是個人與上主之關係」，這將會是我一生重視的關係，
有助我堅持信靠、順服上主的帶領，更放手讓上主塑造
和擴闊我的屬靈生命與視野。

另外，修讀心理學與信仰反省一科，處理信仰與人性之
間的掙扎，透過導師的神學觀點討論和反思，並以心理
及輔導的經驗作回應，激發我從信仰教導立下根基，思
考人性與信仰的衝突，在人性及信仰教導之間，尋求裡
外一致的生活態度，穩步邁向成聖之路。

輔導與牧養 (自己–他人)
輔導對牧養有多大需要? 從我身邊不少牧者在教會服事數
年後決定重返校園進修輔導的實況上可見一斑。從這些
牧者分享中發現不少傳道人在牧養上遇上逃避不了的關
懷阻力，而這些阻力原來早已在他們成長歷程中出現卻
又未有妥善處理。故此，輔導學習能讓關懷者(牧者)先處
理自己成長中的不健康的想法和負面情緒，繼而為牧養
心志注入更多正能量，榮神益人。

此外，輔導能裝備我先接受自己是誰、關懷自己的需要
和學懂如何愛惜自己，如同上主愛惜我們一樣，以至有
充足的力量關顧上主的羊。基督徒並不能避免逆境，
可是靠著上主的話並衪的應許配合強健的心理狀態，
「抗逆力」（Resilience）無疑大大提升，倍添事奉能
耐。2011年9月，我患上癌病，自以為心靈上的創傷會
隨著體力之恢愎而安然過渡，後來漸漸意識到不少童年
及青少年時期的成長創傷隨著此病而影響自我價值、人
際關係等等。因此入讀伯神之前已尋求心理輔導，期望
處理阻礙我成長的想法和信念。而在神學院的裝備裡，
研讀經文給我不少心靈醫治和生命反思的機會，加上師
長的教導及同儕的安慰，雖然生命蛻變是極痛無比的過
程， 但有上主同行，絕對值得！

沒有經歷是白白的，苦難亦然。筆者願意開放自己面對
苦難，並視生命中不斷經歷的熬煉為上主給我栽培的機
會，衪藉此給予恩賜，指示我在關懷牧養的方向，因輔
導而接納自己和他人，也透過輔導學習從別人的生命反
思自己的生命，更讓我經歷師長的關愛和勵勉使我得到
力量，和以信靠的心，專心致志地等候衪的時間。

造就自己、建立他人、榮耀上主 (神–自己–他人)
在神學院主修基督教輔導，修讀初時亦帶著輔導理論和前
設進入與基督信仰之間的矛盾和困惑當中學習。但當我完
成修讀後肯定聖經教導的確是惟一重整生命的依歸，同時
輔導也是檢視生命歷程不可或缺的一環。神學與心理不單
沒有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因此我認為神學院所學習的
學科，是值得一生持續思考的生命學習，也相信個人成長
的負面經歷若未經轉化便難以得著更多屬靈生命的動力，
面對苦難或危機亦倍感乏力、難以察驗出路。相反，若憑
著信心開放自己過去和此刻的生命，願意一生被上主陶造
不斷更新成長，面對困境，亦視之為上主栽培的機會，便
能在衪、自己和他人之間的互動過程中發掘更多造就自
己、建立他人、榮耀上主的寶藏。

最後，祝願各人在渴慕聖言之餘，可以在神 –自己 –他
人這鐵三角的基礎關係裡發掘更多自我成長的空間，藉
著上主賜給自己的獨特經歷、醫治和學習去牧養或關顧
別人，一心一意活在聖道、行在聖道之中。

黃寶蓮(Pauline)  基督教輔導及基督教教育學士(BCCCE) 2016年畢業生

神學與心理的學習分享
校友專區

1. 母院聖誕節感恩崇拜將於2016年12月19日（一）上午11:00舉行，歡迎校友出席參加，崇拜後有聚餐，參加
者請與李德榮校友聯絡。

2. 校友會將於2017年1月2至4日（一至三）舉行國內旅遊，詳情請留意本校友會設立的臉書，歡迎瀏覽
及預留時間報名參加，查詢請聯絡胡珍校友（98353241）。

3. 新春與院長團拜於2017年2月6日年初十（一）向院長陸輝牧師和師母賀歲，請各校友預留時間参加。

校
友
會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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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現已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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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閣下希望收取院訊（電子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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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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嘉林邊道45-47號
伯特利神學院

Please fold and seal here 請在此處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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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自治會職員於本年度10月14日起正式展開年度之工作。在此，我們感謝所有 135 屆自治會職員的
服事。願上主賜福眾人！ 

第 136 屆學生自治會 敬上

前排左起：繆正琇、何潤蓮、陳嘉兒、余綺雯、沈穎欣、李綺雯   後排左起：黃鎮升、劉家興、林奕謙、劉健豪 

校園生活

職員已經順利誕生，崗位如下： 

136屆自治會主席余綺雯
感謝天父讓我有機會在自治會服事！
我 知 道 在 自 治 會 的 事 奉 是 謙 卑 的 學
習，也要學習聆聽和學習與人同工策
劃。多謝上屆自治會主席鎮升，與所
有職員在去年積極、用心的服事，成
為 我 們 本 屆 職 員 的 激 勵 ， 盼 望 我 們
能把這份愛主、愛學院、愛同學的熱
情，一直承傳下去。

135屆自治會主席黃鎮升
時光飛逝，我對這一年的服事十分感
恩 。 除 了 遇 上 志 同 道 合 的 同 學 作 職
員，又得到師長的支持，能夠完成多
個計劃，使同學投入學院生活。雖然
我 已 卸 任 ， 但 仍 會 為 下 屆 自 治 會 祈
禱，願神賜人合一的靈繼續謙卑服事
同學。

第136屆學生自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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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港幣,000)
學費                   397    
經常費奉獻  84         
伯特利輔導中心  627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61         
其他  254      
總收入	 	 1,421

支出			 														(港幣,000)
講師薪津   1,304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680         
行政運作及其他事工  601         
伯特利輔導中心  354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330
總支出	 	 3,269	

不敷	 	 											（1,848）

財務報告	2016年9月至2016年10月（審計前）

同工分享．財務報告

時光飛逝，瞬間已數十年，同事知我六十五歲榮休，
總是恭喜，又說沒想到我那麼快退休，怎看也不像六
十五歲呢，話雖如此，我畢竟已是一個六十五歲的人
了。

當8月1日那天，我從院長手上接過那個水晶座，歡
欣喜悅、百感交雜的心情，是沒法形容的，回顧以往
的日子，事情變遷，人面全非，有高興的盛事，亦有
傷感的往事，曾悉心教導我們的老師，已故藍如溪院
長、盛成皿主任、黃卓英牧師、師母、莫子奮校長、
師母、連蕙芬老師、吳國華牧師、黃賴恩秘書、馮熾
強牧師、譚月生牧師，都先後離我們而返天家與主一
起。

1963年神就帶領我這個小妮子來到伯特利中學就讀中
一，畢業後還使用這個卑微的使女，服侍祂。回想過
往的日子，除了母親外，一生中還有三個女士對我的
關懷令我銘感於心的。

第一位是已故黃卓英牧師師母，她和藹可親，對後輩
的關懷和愛護，我深深感受到，每當她提起六十年代
我和她及其他主內兄弟姊妹在兒童主日學部一起事奉
總會勾起許多回憶。

2000年一個早上，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行上四樓圖
書館，一見我便開心的說：「好了好了，終見你回歸

神的家，以後好好事奉神。」那窩心的說話使我非常
感動，到了現在那一刻的情景仍留在我腦裏。每次她
的兒女回港為她和黃牧師設宴慶祝生辰，她總邀請我
與他們一起，待我如家人般，如經上說與歡樂的人一
同歡樂，分享他們的喜悅。

第二位是吳國華牧師師母洪淑琴女士，她有教無類，
提掖後輩，不遺餘力。六十年代我曾當她的家務幫
手，賺取工錢幫補家計，她對我如子女般非常關顧
和愛護。我畢業後到伯特利中學工作，又與她成為同
工。每當我遇到困難，一籌莫展，她一定會幫手，就
算不在香港，遠在加拿大，她仍盡力為我解決，渡過
難關。這個恩情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懷的。

第三位是黃葉仲萍博士，2006年輔導中心成立新辦公
室，我亦由教務處和圖書館調到輔導中心工作。黃葉
仲萍博士是中心總監，和藹可親、為人隨和，總是笑
咪咪的，給人一副優雅的感覺。她對下屬關懷備至，
又有體諒和包容，常正面讚賞別人。我也感恩慶幸有
這樣一個好上司。同事間互相合作，融洽相處，我很
感恩能在這團隊裏工作，總是在歡笑中渡過，工作縱
然辛苦，但是大家不分你我，羣策羣力，每天充滿感
恩與喜樂。

回顧以往神給我的恩典，真是數算不盡，我仍要在未
來的日子服侍祂。

陳金玲
我在伯特利的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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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舉行之活動：
•  11月12日（星期六）舉辦「心之旅」一天心理劇治療體驗工作坊，期望透過心理劇提升自我認

識。
•  11月19日及26日（星期六）舉行Kimochis執行師專業培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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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19日及26日下午一時至六時舉辦藝術治療工作坊「對畫與對話1」，讓參加者在週末的空
間以藝術作為媒介探索自我的心靈世界。

•  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10時至12時舉辦家長講座：「劃出個未來－父母如何協助子女進行生
涯規劃」，主要對象為小學生家長。

2. 生命與婚姻啓迪培訓有限公司（LMEL）將於12月3日（星期六）舉辦婚前婚後評估執行認證課程，
導師是陳雅思博士和李如菊女士。另外，明年1月19日將會舉辦婚前婚後個案研習小組，讓已參加
婚前婚後認證之輔導員自携個案一同研習，導師是吳岳雲女士。

3. 50＋退休人士生命重整課程定於12月11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假伯特利神學院舉行感恩分享會，慶
祝五週年紀念。歡迎出席，查詢及報名請與陳仁賢先生聯絡（3586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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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協辦的「2016使命商道論壇」已於11月5日（五）在油麻地城景國際酒店舉行，主題是 
＜愛你的鄰「社」－我當作什麼？＞ 。主講嘉賓包括陳恩明牧師及梁永善牧師，並設有工作坊，
合共二百多人出席。

2. 本中心與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合辦的＜2017基督教教會/機構轉化式領導及管理課程＞ 已，開始
接受報名。於2月20日（一）開課，隔周上課一天，五個月內完成所有單元。歡迎團隊報讀，四位
報讀，其中一位免費。

3. 一年一度全球領袖高峰會，將於2017年2月24至25日假灣仔葡萄藤教會舉行，除了海波斯（Bill 
Hybels）牧師和多位世界級講者的視像環節外，還有由本地領袖主持的互動導引及本地論壇，實
在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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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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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事工．伯特利輔導中心消息．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消息

•	 2016年畢業典禮已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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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103位同學
畢業。

•	 本院已於11月19日舉辦「社會•教會——婚姻與家庭的挑戰與牧養講座暨工作坊」，共有270位參加者
出席。講員為本院教牧輔導講師，包括屈偉豪教授、甄鳳玲教授、黃葉仲萍教授、吳靜華博士、李嘉慧
講師、錢鋒博士。

•	 本院將於2017年1月6日（五）下午7時30分舉辦「從煩擾到寧謐——助人者的靈命塑造」講座，邀
得美國三一神學院艾佛貝克教授（Prof. Richard Averbeck）擔任講員。報名或詳情請留意本院網
站：http://bethelhk.org/SP/?c=Support

•	 本院將於2017年2月26至27日（日至一）舉行召命探索日，報名或詳情請留意本院網站：www.
bethelhk.org。

•	 本院擬定於2017年3月17日假本院美光樓舉行異象分享晚宴，期望對外分享學院異象及發展方向。如
欲留座或進一步查詢，請與本院研究及發展部同工聯絡 (RnD@bethelhk.org)。



2017年				季課程春

開課日期:	2017年2月6日
註: 部分科目設有先修科及不設旁聽    延神課程截止報名日期: 該兩科開學前兩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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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1053-4 BS5053-4 歷史書研讀-申命記歷史（前先知書） 黃儀章教授
BS1043-2 BS5043-2 智慧書研讀－箴言 黃天相教授
CE3653 CE7653 兩性事工與教牧關顧 屈黎懿堅教授
GE1313 傳理學（N組） 汪善儀博士
GE 1323 心理學概論 藍志揚博士
GE1333 PC8083 個人成長 周美蘭博士
GE1353 PC8023 輔導學理論 劉志遠講師
TH2053 TH6053 中國教會史 何慶昌博士
PC4003 PC8003 輔導技巧 李嘉慧講師
PC4073 心理學與信仰反省 林安佑博士
PC4173 PC8173 哀傷輔導 譚楊美寶教授
PC4243 PC8243 青少年成長與生涯規劃 董愛莉講師、謝麗婷講師
PC4783 PC8783 舒緩治療與教牧關顧 周美蘭博士
PC4923 PC8923 野外屬靈操練（連一級山藝） 李德誠講師及歷奇輔導

團隊

PT3083 PT7083 崇拜學 劉凝慧講師

TH6143-3 UM7033 /UM9034
(博士課程編號)

工作神學 陳敏斯博士

TR4803 TR8803 輔導實習I
TR4813 TR8813 輔導實習II

TR8703 心理學研究方法 吳子傑講師
UM7013 普世城市事工 鄧達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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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