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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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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神學生、神學院與神學
數年前全港的報刊都報導了一件事，內容大約是「龜
苓膏」沒有「龜」的成份。內容好像很幽默，但現實
生活中卻是司空見慣，例如「真理報」沒「真理」、
「茶果嶺」沒有「茶果」等。其實，一般的標題只是
概括表達，有關內容需詳細了解，信息才會清楚，便
不會有誤解了。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標題為「神學生
的三個荒謬」的文章，看後明白作者的觀點，但作為
多年的牧者及神學教育工作者，自然地會從另外的觀
點來看這些的「荒謬」。

神學生在神學院進修神學，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答
案可以很複雜，但也可以很簡單，在乎觀點與角度。
筆者嘗試從簡單的角度來理解。

筆者多年前進入神學院進修神學，動機十分簡單，就
是有感動全時間來傳福音，在堂會中來服事。在神學
院的學習中，進一步建立了靈修禱告生活，及有幸
地看完、讀完整本聖經一次。在聽老師講課之餘，亦
與三兩知己小組查經，如同在堂會團契的的查經般，
各自在圖書館找註釋書，從事另類的學習。想像不到
就開始建立了「獨立思考」的模式：聽到老師講解，
也自行參考其他資料，遇到有不同的理解，便繼續探
討，務求進一步來明白、學會了「神學」的豐富。

神學畢業後，結束了「我們在這裡真好」的神學院
學習，進到堂會中服事，除了學以致用，在講道、

查經、培訓、主日學、團契、輔導及探訪等等事上服
事，還在行政管理、事工推動、議會文化、分享異
象、謀求共識、彼此欣賞等神學院沒有教導的事上來
學習。

及後有機會再行進修，接觸到「學術」及「研究」領
域，擴闊了資料搜集的範圍，也學習嚴謹的分析比
較，從而建立較為客觀的視野，並且開始了跨科的整
合，然後才了解「神學」的深度。無論如何，進修完
畢後仍要返回堂會，繼續之前的服事，然而服事的深
度及闊度都有了不同。在堂會事奉期間，也有參與好
些福音機構的服事，與堂會以外的教牧同工建立了較
為緊密的關係，大家不約而同地問一個問題：神學院
能否提供基礎神學教育以外，較為專科的培訓（意思
是行政管理、輔導、佈道、城市宣教等等）？可惜問
是問了，神學教育仍是照舊。

數年前有機會從事神學教育，自己不禁反思昔日提過
的問題，及自己如何來回答廿年前提到的問題。不離
地、實務、專科進深訓練，要以堂會牧養為主，但又
不忘記外展的宣教使命，要保持優良傳統，也能帶來
更新，在矛盾中不是抱持非此即彼而是取得平衡，在
多元及複雜的「神學」體系中亦能深入淺出地實踐出
來等等，這幾個觀念便成為筆者努力的方向。神學訓
練可以很複雜，但同時也可以很簡單，只用透過我們
的生命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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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秋教授 
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

人的生命有開始，也有結束。

七十六年生涯的霍金，與愛因斯坦享有同樣的年
華。在"3.14"圓周率日辭世，正值是愛因斯坦一百
卅九歲冥壽；他生於一月八日，喜歡訴說自己是生
於伽利略三百週年忌日。二十出頭就被確診ALS漸
凍人症，這罕見的早發性緩慢進展的運動神經元疾
病，身體會隨著年月逐漸惡化至枯萎。醫生診斷他
只有數年壽命，卻活了五十多年。縱然身體狀況難
以媲美兩位物理學家，卻與他們同樣育有三名子女
（霍金兩子一女，愛因斯坦兩子一女，伽利略兩女
一子）；亦與愛因斯坦同樣經歷兩段婚姻，子女
都來自第一位妻子。但霍金的婚姻均以離婚告終
（1965-1995；1995-2006），像是告訴人宇宙有開
始也有結終；也告訴人漫遊於兩個女人帶來的夢想
和認識都遠遠不及遨遊宇宙的學問及趣味。

被世人公認是愛因斯坦之後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
家，二人都得獎無數，較大的差異是愛因斯坦早於
四十出頭便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而霍金與諾貝爾
一生無緣。承襲牛頓擔任劍橋大學數學系盧卡斯
講座教授長達三十年（1979-2009）。個人七本著
作：《時間簡史》（1988）、《黑洞、嬰兒宇宙及
其他》（1993）、《胡桃裡的宇宙》（2001）、編
著《站在巨人肩上》（2002，內容是哥白尼、伽利
略、克卜勒、牛頓、愛因斯坦的原典菁華各一篇及
霍金的導論）、《上帝創造了整數》（2005）《這
些夢想是由：量子物理最令人震驚的論文以及他們
如何震撼科學世界》（2011）及《我的人生簡史》
（2013）；加上協作的五本，其中以《時間簡史
普及版》（2005）及《大設計》（2010）較為多
人熟識；及與女兒共著的五本兒童小說系列《勇闖
宇宙》（2007-16）講述喬志與安妮探索宇宙的歷
險故事；這些著作確為人類揭開認識宇宙的面紗。

一九八八年的《時間簡史》被譯成四十多種文字、
累積銷售逾二千五百萬本，稱得上是科普史上的神
話；深入淺出解釋大爆炸、黑洞及宇宙的演化，相
信是最多人束諸高閣之書，渴想明白的心境大多會
幻化為一場夢境。

如果我們確實發現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那
時，我們所有人，包括哲學家、科學家以及
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參加為何我們和宇宙存
在的問題的討論。如果我們對此找到了答
案，則將是人類理性的最終極勝利—因為
那時我們知道了上帝的精神。

《時間簡史》結尾段落

不少人夢想認識宇宙，也夢想霍金相信上帝存在。
難道這結語不正顯明他正擁有個人的宗教信念嗎？
廿一世紀的著作及訪問正將霍金有關上帝的夢逐步
深入剖析。二○○五年的《上帝創造了整數》讓他
訴說自然律可以由上帝命定，但祂沒有介入打破自
然律例。二○一○年的《大設計》他與蒙洛迪諾明
言：宇宙可以基於自然律從無到有渾然天成，自然
創生正解開宇宙以致我們為何在此之謎，沒有需要
驚動上帝點燃宇宙起始的火把。霍金相信沒有需要
為上帝預留位置，解釋宇宙來源最簡單的原因就
是渾然天成、自然創生，沒有上帝創造天地，更
沒有上帝導引人命途之說。二○一四年西班牙報章
EI Mundo的訪問，他明言：我們會知道上帝精神的
意思就是假若有上帝，我們會知道一切上帝所知道
的，但沒有上帝；我是無神論者。

霍金對宇宙的發現怎樣斷定上帝的不存在？嘗試從
大爆炸開始談論。

專題文章

宇宙可有起始一刻？—從霍金離世說起



三個被發現的宇宙特徵證明了大爆炸的理論：持續
膨脹、化學成份及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科學家計算
宇宙於一百卅七億年前的大爆炸開始，推論爆炸的
終端就是開始的奇點。現代宇宙學正好為宇宙論證
神的存在確立有力的證明：事出必有因，宇宙的開
始明顯有上帝的位置，點燃爆炸之火幾乎肯定就是
上帝。霍金等科學家認為這是落伍的思想。科學上
的量子起伏波動是證明宇宙浮現的現代理論，時間
空間的概念在這量子起伏裡全被瓦解；這是自從霍
金早期著作後所激起千重浪的科研，就是在宇宙誕
生後的極短時間－普朗克時間－內所有物理解
說的模式全不適用，那麼促成大爆炸的起始一刻可
以有多樣式的想像例如是混沌的暗黑深淵形成沸騰
的太空。所以大爆炸之前的一切包括時間空間並不
存在，人沒有需要提出上帝的假設。

霍金透過量子力學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論時空
沒有界限，宇宙沒有邊界，故此沒有一個開始。他
指出奇點在引力下為時空作出異想天開的事情，試
想像宇宙異想天開的奇點並非一條綫盡頭的一點而
是一個像地球的球體，奇點像南與北的兩極，時空
就是這兩極的弧度，故此宇宙沒有盡頭、也沒有邊
界。那麼人便難以定斷宇宙的起始一刻。

神學的思想不單指出天地為上帝創造，更肯定宇宙
與上帝關連，因為被造天地的存留完全倚靠上帝，
祂的保守超越時間的進程，跨過創造的時空，延綿
不斷。上帝不單在創世一刻之前存在，更在創造之
後活躍工作，這明顯超越科學的理解。對於霍金理
解下的宇宙，神學可以有多方面的回應。

第一：無邊界的宇宙並不是無限的宇宙。霍金的宇
宙仍然是有限的系統，這並非希臘哲學家眼中永恆
的宇宙。無邊界的思想雖然只是一個推論，對科學
可以極具意義亦極具爭議，對神學只具極有限的重
要性；縱然未能尋到捷徑指向創造奇點的上帝，神
學的思考仍然屹立。因為有限的宇宙經歷開始是不
可爭議的事實，科學家亦確信宇宙會有走到盡頭的
一天；既然宇宙不可能是永恆，它的開始亦指向它
的結束。宇宙往何處去的討論，正是科學家指出宇
宙必然步入死亡的終點。

第二：「為甚麼是存有而不是沒有」仍然是開放的
問題。數千年的哲學核心議題並非數百年的科學所
能輕易拆解，霍金相信這是不可知的事情，像女人
對他來說仍然是個謎一樣。基督教創造教義解答了
「為甚麼存有而不是沒有」，上帝並非冗員，霍金
難以裁減。

第三：宇宙的優美雅緻是人類智慧可以觸及的理解
對象。宇宙展現的細緻微調無可置疑地為人類生命
提供孕育的環境，科學可以透過所發現的自然定律
去理解的世界並下可以單單以偶然來解說，今世的
宇宙秩序正為設計論證提供有利的概率基礎；不單
指向極高可能的設計，亦同時肯定科學擁有理解世
界秩序的智慧。科研的成果不是會取代世界為上帝
創造及保守的神學理念，而是指向科學與神學存在
著不同的領域並可以衍生協調的關係。全因為這是
人類被賜予智慧可以去理解世界及創造世界的上
帝。

那麼，霍金沒有抹掉上帝，科學也沒有攆走神學，
卻流露著理解宇宙的不同層面向度；讓科學進入基
督教信仰，就如霍金進入上帝的管治。

4

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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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趣

快畢業了，我所學到的已超乎期望。聖經、神學和
輔導知識，讓我在牧會上打好基礎。神預備的「隱
藏課程」則讓我在對神、對人、對自己的關係更進
一步。

一直以來，我認為讀書是靠個人努力和智慧。入讀
神學院後，便發覺要順利完成課程是需要各方面的
配合，包括同學的互助、參考書的研讀和時間的分
配等。然而，這些都不是我掌握之中，使我不得不
承認自己的有限。曾聽過一句說話：讀神學，靠神
跡！當兒子在2017年暑假患上癌症，我便明白這
句話。雖然暢順的療程和學院的關懷令我倆安然渡
過；但因照顧他的關係，無可避免地減少了溫習的
時間，以致未能在希伯來文1A打好基礎。到了今年
二月1B的課程開始後，便發覺完全跟不上，甚至打
算放棄。當我正在掙扎之際，很奇妙地，神讓我接
觸兩位同學，我們三人更開始每星期一次在學院玻
璃房的守望禱告。我們坦誠分享各自面對的難處，
尤其是每星期都有功課和測驗，加上我要教會實
習，形成家庭之間的張力。每當我們感到喘不過氣
時，三人的同心禱告便會加添我們力量，由憂愁變
成喜樂，以致可以繼續向前行。

感謝神讓我有同伴的支持，也看到祂在我們中間的
工作。我認識到誰是掌舵人，提醒我無論學習或事
奉都不是單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順服神來完成祂
的旨意。另外，當我們一起討論功課時，便發覺每
人都有強項和弱項，我們互相取長補短，實踐基督
肢體互相配搭的美。我學會了接受自己的限制和接
受自己犯錯，又學會了謙卑下來，安靜地尋求神的
引領，虛心地接受別人的協助。這個轉變讓我有勇
氣接受新的挑戰，目光不再放於自己的表現上，而
是盡力回應神的安排便是了。

張慧貞同學
道學碩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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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享

職事與神學的關係
陳浩昌牧師
 
教會存在的目的是甚麼？從主的教導和吩咐教會承
傳的職事及性質是甚麼？教牧職事的神學基礎是怎
樣？無疑這些問題產生了「職事神學」（Theology 
of Ministry）的探討。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就神學與職事的關係提出一個扼要的論述：（1）
神學的產生是基於教會的自我檢視；（2）神學是
來自教會對上帝的言說；（3）神學「追循」教會
的言說，其正確性是依據教會而衡量；（4）神學
「引導」教會的言說，以致神學具體地提醒教會的
言說；（5）神學「伴隨」著教會，神學是人對神
的話語之認識，神學亦是神給與教會而存在的。1

    這樣說來，神學是用來服侍教會，2以及解釋教
會的職事；教會不是為神學而行動，職事也不是完
成神學上的要求。美國福樂神學院教牧神學教授安
德遜（Ray. S. Anderson）承接巴特的神學曾說：
「職事是先於神學及產生神學而不是反轉過來。」
3其著作The Soul of Ministry更指出神學在職事上
有四個任務：

職事是神學發現
Ministry as Theological Discovery
    安德遜認為「出埃及事件」本身就是「神的職
事」，是神向人啟示自己，是人發現神的本質和目
的之基礎；說明了職事先於神學和產生了神學。教
牧職事是以「神的職事」為根本，依賴「顯示真理
的源頭」就是「神持續性的職事」。他為職事下了
定義：「職事是一種透過神自己的言行並期待啟示
的『方法』用來確認和闡述『祂是誰』這真理。」

職事是神學明辨
Ministry as Theological Discernment
    安德遜說明在常規下，日常生活中是由「正常
邏輯」（formal logic）出發，但職事卻由「內在
邏輯」（inner logic）而來的「明辨」出發。「明
辨」是一種從有形到無形實體的內在連貫的領悟能

力，他提醒教牧需要明辨「神話語的意義」和隨著
「聖靈的引導」並應用在「今日處境」。教牧職事
是三者互動的結果。

職事是神學革新
（Ministry as Theological Innovation）
    安德遜引用耶穌安息日治病、外邦人信主不受
割禮等事例說明「職事是神學上的革新」。神定下
規律是為人的好處，但規律漸漸僵化，職事的作用
就是基於神的話語為有生命和有活力的實體以革新
的形態回復起初神的原旨。因此，職事帶有革新
性，意味產生「更新與復還」的功能。

職事是神學實踐
（Ministry as Theological Praxis）
    「實踐」是指一個邁向目標的過程，當中不只
完成一項工作，同時把未來展現於現在，繼續透過
聖靈發揮其「影響力」。「實踐」的意思就是基督
靠著聖靈能力的職事，亦是神透過基督完成的職
事。同樣，教牧的職事也是靠著基督的靈之臨在和
能力，透過我們延續祂的職事。4 

結語
    教牧職事不只適切處境需求而實踐，職事的本
質是一項神學性活動（a theological activity）5，  
必須從實際事奉上經過反思，依據三一神的事奉模
式，整理一套合乎神在聖經啟示出來的職事神學，
運用這些神學幫助我們有效和有方向地從事神聖職
事，並且作為指引和詮釋的根據。6

1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 1, 1, trans. & eds.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57), p.2.

2 Karl Barth, “Theology,” in God in Acti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36), p. 39-57. Ray S. 
Anderson, “A Theology of Ministry” in Th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inistr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9), p.7.

3 “Ministry precedes theology and produces theology not the reverse”. Ray S. Anderson, 
“A Theology of Ministry” in Th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inistry, p.7.

4 Ray S. Anderson, The Soul of Ministry (Louisville: Westimini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pp.1-32.

5 Ray S. Anderson, “A Theology of Ministry” in Th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inistry, p.7.
6 曾立華著，「迎向廿一世紀的教牧神學觀的建立」《教牧期刊》（1996）1：，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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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區

1.	梁成滔校友（1986，BTh）分別2月4日父親梁惠可先生息勞歸主，2月27日母親梁楊佩蘭姊
妹息勞歸主。願主安慰梁校友及其家人，保守各人心靈平安。

2.	盧卓儀校友（1980，BTh）於2月6日跌傷大腿骨已做手術，需一段時間休息康復，禱告中
記念。

3.	校友車耀宏（2014，MCMFT）已於2018年4月1日（主日）下午3:00，在香港九龍塘基督
教中華宣道會舉行按立牧師聖職典禮，謹此祝賀。

4.	梅余秀嶽校友（2011，MCMFT）已於2018年5月6日（主日）下午3:15，在中國基督教播
道會恩福堂舉行按立牧師聖職典禮，謹此祝賀。

5.	由於3月19日校友加油站－「夏達華」聖經文物展館導賞之旅，反應踴躍。第二次導賞現
訂於5月21日舉行，請報名者是日上午9：15在粉嶺港鐵站C出口集合。

6.	校友會定於6月11日（星期一）上午11:00在母院舉行迎新會，恭請陳浩昌牧師事奉分享，
胡珍校友分享校友會事奉，在主裏互相勉勵，我們與新校友一同聚餐，祝賀他們畢業，新
舊校友聚首一堂，彼此認識，互相分享。

7.	本校友會設立了網頁，內有校友會新消息及校友消息等，網址www.bethelbsaa.org，歡迎
瀏覽。若有更改電話或電郵請告知，另若有代禱事項、文章、見證，請電郵給主席李德榮
校友takwing_lee@yahoo.com.hk，或陳浩昌校友pastor@vasbc.org，我們會為你們上載。

8.	本年度財政預算為港幣兩萬伍仟元正，包括津貼迎新會、校友或其父母安息主懷，本會致
送花圈以表慰問，校友按立牧職及結婚致送賀咭以表道賀，奉獻母院，為同學設立教牧心
懷獎學金，以鼓勵實踐牧者關顧行動優秀者給予嘉許及其他雜費，敬請各校友盡本分繳交
會費，今年會費仍為100元，歡迎自由奉獻於經常費用，以便各項事工能順利進行，達致能
實踐本會目標。

9.	 2018年9月10日（一）上午9:00至下午1:00舉行『行山活動』，地點：由太平山頂至堅尼地
城，漫步松林探索廢堡眺望南中國海，下午一起茶聚，彼此分享交流等，歡迎各校友預留
時間報名參加，詳情留意校友會facebook（伯特利神學院校友會—官方群組）或可向袁瑞
蘭校友聯絡。

10.校友會訂於2018年10月22至25日（四日三夜）舉行馬來西亞檳城之旅，歡迎各校友預留時
間報名參加，詳情留意校友會facebook或可向陳光全校友聯絡。

校
友
會 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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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所限，下回分解。

校牧之言

「主禱文」
	 只是崇拜禮文嗎？

陳誠東校牧
 
很多教會都以「主禱文」為崇拜禮文，有些放在崇拜
最後時讀出，有些放在牧禱之後讀出。這些設計背後
都有其意義，很多崇拜主席都在禮儀中請崇拜會眾站
起來「唸主禱文」。

但是，「主禱文」真的只是崇拜禮文嗎？讓我們仔細
看看，很多教會都採用馬太福音的記載作為崇拜用的
祈禱文，那是一個很完整的禱文，但路加福音的記載
卻是有所不同。現將兩個禱文列下：

馬太福音第六章
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或作：脫離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遠。阿們（有古卷沒有因為……阿們等字）！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1	 	 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
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
徒。

2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
的父（有古卷只作：父阿）：願人都尊你的名
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有古卷無願你的旨意云云）。

3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4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
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有
古卷無末句）。

我們看見這兩個禱文至少有三點需要留意之處：
(一) 不同的結語
路加福音記載的主禱文是結束得頗突然的，它沒有像
馬太福音那樣，以「榮耀頌」來結束（因為國度、權
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原意就是讓禱告的
人 以 自 己 的 話 來 完 成 禱 告 ， 這 正 是 當 時 的 老 師 （ 拉
比）教導門徒禱告的模式，是指引式的。看來，馬太
福音以「榮耀頌」統一地結束禱告，可能是為了教會

聚會用途。

(二) 不同的用字
路加福音的原文用字也與馬太福音不同，如路加福音
十一4中的「罪」(hamart ia)，與馬太福音六11中的
「債」(ophei lema)，是兩個不同的用字。可見耶穌
在不同場合用了不同字詞來教導主禱文，或是不同門
徒用了不同字詞來記載。可見，耶穌的原意並非要門
徒照主禱文「內容」的一字一句來唸，而是照著主禱

文的「意思」來禱告。

(三) 不同的上文背景
我們看見，路加福音不單單記載耶穌教導門徒一個禱
文，而是記載耶穌到了一個地方自己禱告，耶穌自己
禱告完了，門徒就來請求耶穌教導他們禱告。我們看
見，耶穌的禱告生活可能很吸引門徒，以致他們求耶
穌教導他們禱告。看來，耶穌自己就是一個喜愛禱告
的人，他的禱告生活吸引了門徒也渴慕學習禱告！你
也是喜愛禱告的人嗎？你也會請主耶穌教導禱告嗎？
我相信主必然會教導我們，求主賜給我們渴慕學習的
心。

有一位牧者在培靈會中呼召信徒每日都禱告親近主，
很多人走到台前回應。看見會眾有這樣渴慕主的心，
他正感到興奮時，忽然心裡有一個強烈的感召：他感
到自己也很需要每日好好禱告親近主，是每日至少一
小時。於是，他就很感動地與眾信徒一起回應主的感
召。從這日開始，他說主感動了他每日以主禱文禱告
親近主。起初他不明白怎樣能以主禱文作一小時以上
的禱告，後來他才明白他需要以「主禱文的意思」禱
告，而不單是以「主禱文的內容」禱告。那麼，耶穌
教導門徒怎樣照主禱文的「意思」來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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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費 $       □ 神學教育事工 $         

□ 博士課程發展計劃 $      □ 出版事工及圖書館發展 $   

□ 中國神學教育事工 $      □ 輔導事工$       

□ 城市及職場轉化課程發展及事工 $      

□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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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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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訊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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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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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時
代
工
人

2018異象分享晚宴
	 「堅不離地@伯神：
	 	 同心同行	時代工人」

當晚有不同教會的教牧，友好機構代表、伯神校友及來自
各方的有心人出席，願各人繼續與伯神「同心同行」！

由本院院董會成員及教職員代表進行祝酒



上
帝
使
命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神學教育

是細水長流、深耕灌溉的工作。生

命改變著重扎根要深、成長要穩。

神學教育不爭朝夕，只等神在祂的

時間叫生命成熟長大。

當我們默默耕耘之時，實在需要你的支

持，並希望你可以用禱告與我們同行。

要讓一個懵懂少年成為牧養群羊的牧

者，要等待一個受傷心靈得醫治成為負傷

的醫治者，十年，並不是太長的時間。

11

活動花絮

陸輝院長分享本院的事工發展

本院教務長李雋教授分享神學教育的重要

黃天相教授、陳敏斯教授、屈偉豪教授就本院聖經
神學、城市轉化及輔導牧養三方面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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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黃葉仲萍教授「榮休茶聚」於5月14日下午於本院舉行，眾教

師、同工、同學及校友共聚，一同分享榮休的喜悅及表達不捨

之情。本院感謝黃太的一直以來的付出及努力，除了任教輔導

科目作育英才外，早年更協助設立伯特利輔導中心，以服侍有

需要的群體。願神繼續保守帶領黃太。



為2018年度招生禱告，求主興起更多信徒謙卑裝備自己，預備多作主工，火熱服侍主。

代禱事項

13

學院消息．註冊處．圖書館．學生事務處．活動預告

• 本院已於3月26日(一)與紅十字會合辦第一次
捐血日，是次活動獲數十位同學、師長及同工
參與。

• 本院輔導中心與校牧室已於1月3(三)合辦以
「輔導VS靈修導引？」為題的講座，是次講座
約有100位參與者。 

• 由本院陸輝院長帶領之希臘、土耳其學習之旅
將於6月3日(日)出發，為期13天。是次旅程以
啟示錄七教會及保羅第二次傳道之旅為本。

• 2018年畢業禮訂於11月10日(六)假五旬節聖
潔會永光堂舉行。5月11日將於本院進行畢業
照拍攝、6月25日舉行謝師宴。詳細資料可參
本院網站。

• 2018開學營「心緊扣 再前行」訂於8月27至28
日(一至二)假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
心舉行。

• 本院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MCMFT)
畢業生潘桂蓮獲得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
(AAMFT)臨床院士(Clinical Fellow)資格；鄭
志敏同學則獲得Pre-Clinical Fellow資格。畢
業生李鎮傑為情緒取向治療追求卓越國際中心
(ICEEFT)認證情緒取向治療師及情緒取向治療
受訓督導。

活動預告
「我為何尋求靈修導引？」
靈修講座
分享靈修導引(Spiritual Direction)對人的重
要，並認識不同形式的屬靈導引：偶然的、長
期的、書寫的和 小組的屬靈導引。
日期：5月30日 晚上 7:30-9:30 
地點：伯特利神學院 禮堂 (RM220)
講員： 葉萬壽先生（Inner Space 輔導中心創

辦人，資深心理治療師）
回應：陳誠東牧師（本院校牧、靈修科教授)
主辦：本院校牧室
協辦：伯特利輔導中心、本院校友會

「臨危不變的牧養關懷與輔導」	
博士課程資訊日		
認識在危機焦慮中，腦的「短路」和「長
路」反應之形成和影響，體驗在靈性上建立
更鞏固的資源，以增進對牧養關懷和輔導的
效能。
日期：2018年6月2 日(六)
時間：上午10時-11時45分
地點：伯特利神學院 禮堂 (RM220)
內容：專題研討、同學分享、課程資訊、
 分組問題回應

以上活動詳情及報名，請留意本院網頁 http://bethel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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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港幣,000)
學費  7,296
經常費奉獻  731         
伯特利輔導中心  1,855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1,314         
其他  23      
總收入	 	 11,219

支出			 														(港幣,000)
講師薪津   5,674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2,901         
行政運作及其他事工  1,427         
伯特利輔導中心  1,822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1,320
總支出	 	 13,144	

不敷	 	 								（1,925）

歷年累積不敷（截至上年度）	 								（1,769）
累積不敷	 	 								（3,694）

財務報告	2016年9月至2018年4月

學院消息．代禱事項．財務報告

督印人：陸輝院長
主編：施熙慶
編委：黃天相 周美蘭 郭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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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伯特利神學院拓展部

出版事工
	 時代處境
伯神計劃出版不同的書籍包括博士生論文及教師的

研究論文、文章及專文，以回應信仰社群的需要。

同時，服侍對聖經神學、牧養輔導及城市轉化感興

趣的人士。

	 伯神的回應及需要
伯神期望設立50萬的出版及研究基金，以支持未來

三年的需要，其中包括編輯、出版及行政支援。



認識伯神

15

伯特利輔導中心消息．柏祺中心消息．伯特利會消息

1. 4月21日(六)上午10:00-11:30舉行「劃出個未來」的家長講座，由吳岳雲女士主講，對象為子女就
讀小學的父母。

2. 4月28日及5月5日(六)下午2:30-4:45舉行「究竟是『越難越愛』，還是『越愛越難』？」的工作
坊，由吳嘉麗姑娘主講，對象為希望增進彼此了解的情侶或夫婦。

3. 5月26日(六)上午10:00-12:00舉行「這陷阱！偏我遇上！」的講座，由楊靖華女士主講，內容為認
識思想、情緒與行為的相互關係，學習拆解思想陷阱，現正接受報名。

4. 輔聲29期，主題：「養我、育我vs虐我、弱我」，探討虐兒情況，已於四月出版。

5. 九月份意思聆將調整收費如下：

1. 2018全球領袖高峰會(香港)於2月2 及3日假
Island ECC舉行，除世界級領袖的視像環節
外，還有由本地領袖的分享和會談，超過500
人出席。

2. 2018全城轉化起動日首次在港於3月23及24日
假金鐘港福堂舉行，旨在凝聚信徒力量、同心
携手、回應迫切議題、以福音轉化香港，500
多位來自不同教會、機構及領域的領袖出席。

3. 柏祺博士八十大壽感恩晚宴將於5月18日(五) 
假尖沙咀基督教青年會舉行。

4. 2 0 1 8 教 牧 領 導 力 發 展 日－《 終 極 無 悔 》 
(Finishing Well)將於9月13日(四)假中華基督
教會公理堂禮頓道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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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胡遵理教士與石美玉醫師在上海創

立「伯特利教會」(Bethel Mission），以醫療

服務、傳播福音及城市事工作服侍。後來因見

獻身的信徒對聖經學校的需要，她們決定開辦

「伯特利聖經學院」，即本院的前身。「伯特

利」意指天之門、神的殿（創廿八19），在舊

約中出現了77次，這名字也盛載了創辦人從神

領受的異象和使命。

輔導項目 現時收費 調整後收費 每節時間
個人輔導 $400/節 $450/節 每節50分鐘

婚姻/家庭輔導 $600/節 $680/節 每節75分鐘

婚前輔導 $3,100 不變
每節75分鐘 

(共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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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本地學生入學試及面試，日期按課程而定     * 該次不包括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
博士課程全年招生，臨床牧關教育課程    截止報名日期：5月31日

2018至2019年度招生
截止報名日期（周一） 筆試及面試日期（周六）

5月28日   第二次 6月16日 
6月25日   第三次 7月14日

11月5日   第四次* 11月24日

歡迎查詢     電郵：registry@bethelhk.org     電話：3577 7432 或 3577 7450

逢星期一晚
上課日期：2018年9月3日至12月17日（一）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9時30分

GE1333／PC8083個人成長（3學分 不設旁聽）
講師：周美蘭教授﹝本院教牧輔導教授﹞
PC4623／PC8623		
『特殊教育需要』基礎輔導訓練（3學分）
教學團隊：吳靜華教授 (本科負責人)、 
        李嘉慧講師 (本科負責人)、 
        屈偉豪教授及其他客席講員
PT3093／PT7093	基督化管理與行政（3學分）
講師：汪善儀博士﹝本院實踐神學教授﹞
YM3033／YM7033青少年的門徒訓練（3學分）
講師：待定﹝本院客席講師﹞

逢星期二晚
上課日期：2018年9月4日至12月18日（二）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9時30分

BS1043／1BS5043-1智慧書研讀-約伯記（3學分）
講師：劉耀生博士﹝本院客席講師﹞
PC4003／PC8003	輔導技巧（3學分 不設旁聽）
講師：李嘉慧講師﹝本院教牧輔導講師﹞
PC4633／PC8633	性格理論（3學分）
講師：錢鋒博士﹝本院輔導科講師﹞
UM7093／UM9094	營商事工：理論與實踐	
（碩士級別，3學分；博士級別，4學分）
講師：陳敏斯教授﹝本院城市事工教授﹞、 
 呂慶雄博士﹝本院城市事工講師﹞
TR4813／TR8813輔導實習	II（3學分 不設旁聽）

逢星期三晚
上課日期：2018年9月5日至12月19日（三）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9時30分

BS5783	聖經神學（3學分）
講師：陸輝教授﹝本院院長﹞
GE1113	資訊科技（3學分）
講師：劉家明講師﹝本院客席講師﹞

GE1303／CE7503	基督教教育概論（3學分）
講師：屈黎懿堅教授﹝本院基督教教育教授﹞
MF8203發展心理學（3學分）
講師：霍小玲博士﹝本院教牧輔導講師﹞
TR4803／TR8803輔導實習I(N組)（3學分 不設旁聽）
TR8813-A輔導實習	II（3學分 不設旁聽）

逢星期四晚
上課日期：2018年9月6日至12月20日（四）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9時30分

GE1103／WR7113寫作研究（3學分　不設旁聽）
講師：何慶昌博士﹝本院客席講師﹞
TH2013／TH	6013系統神學I（3學分）
講師：李少秋教授﹝本院系統神學教授﹞
PC4143／PC8143	危機輔導（3學分）
講師：劉志遠講師﹝本院客席講師﹞
PC4943／PC8943野外福音工作
（連二級山藝）（3學分　不設旁聽）
講師：李德誠講師﹝本院客席講師﹞及歷奇輔導團隊	

逢星期五晚
上課日期：2018年9月7日至12月21日（五）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9時30分

BS1603／BS5603	新約詮釋學（3學分）
講師：李雋教授﹝本院聖經研究教授﹞
PC4013／PC8013輔導進階（3學分）
講師：譚楊美寶教授﹝本院教牧輔導教授﹞

逢星期六上午
上課日期：2018年9月8日至12月1日（六）
上課時間：上午9時至12時

SP3023／SP7023	靈修導引（3學分）
講師：陳誠東教授﹝本院實用神學教授﹞、 
 董愛莉博士﹝本院教牧輔導講師﹞

開課日期：2018年9月3日 
(截止報名日期：該科開科兩星期或以前)部份課程設有先修科要求、 
不設旁聽及名額限制。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 http://bethelhk.org

2018年				季延伸課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