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傳統中最重要的日子，象徵著家庭
團聚和彼此祝賀，大家一同快樂地迎接新年。當然，中國人
的農曆新年背後隱藏著迷信成份，包括生肖、命理、吉凶、
運程等。可是，基督徒過農曆新年也可以化「咒詛」為「祝
福」，將迷信成份挪走，變成一個傳福音和送達祝福的好機
會。我留意到，近年不少基督徒對傳統中國迷信意識已有一
定的醒覺，如不會隨夥拜祭偶像（祭祖和拜祭儀式等）、不跟
隨迷信的風俗（壓歲錢、接財神、跨火盤等）、不說有迷信
成份祝福語（恭喜發財、一本萬利、橫財就手等），轉而播
種放新春福音影視節目、祝福未信主的親友、張貼聖經題材
或以金句為主的揮春，及以新年快樂、身體健康等祝福語取
代恭喜發財等。這是神所喜悅的可喜現象，因為神喜愛祂的
百姓能分別為聖、聖潔自守、敬畏祂、敬拜祂、愛祂和服事
祂。
 
        今年農曆年為「羊年」，我們不必強調生肖，但可以
提及「羊」與「牧羊人」的關係。聖經中經常以「羊」比喻
主的百姓，主就是羊的「牧羊人」。主耶穌十分愛惜自己的
羊，為自己的羊犧牲捨命，救贖自己的羊。「一個人若有一
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
九十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若是找著了，我實
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
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
失喪一個。」（太18:12-14）神的愛就是進入到屬祂子民每
一個的人生之中，讓人能重返人生正軌。另外，詩篇廿三篇
中我們更熟識的是主是我們的牧者，我們就是被保護和被管
教的羊，在我們的人生中一無所缺。「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
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
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詩23:1-4）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九龍塘校舍：九龍廣播道四號南亞路德會大樓三樓
KLT Campus: 2/F, SALEM Tower, 4 Broadcast Drive, Kowloon. 
油麻地校舍：九龍彌敦道518-520號彌敦行一樓
YMT Campus: 1/F, Nathan Tower, 518-520 Nathan Road, Kowloon.

督印人：葉大為    |    總編輯：葉惠蓮    |     編輯小組：葉大為、吳庭樑、劉健恆    |    設計與印刷：Omygood Company Limited

葉大為博士

        輔導學院成立十一年也是一無所缺，我們經歷了豐富
和恩典滿滿的供應，近日除了學生人數不斷增加之外，也
有不同的新老師加入，如剛在美國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IU)獲臨床心理學博士及博士後研究的譚日新
博士，他是中神校友，也是有經驗的輔導員，獲博士學位後
他的經驗、學識和屬靈修養相信必定帶給同學們生命上得益
更多，他將任教沈溺行為輔導。另一位新任講師是彭蘭施博
士，她將任教碩士班Legal and Ethical Issues科目。本院為著
不斷有新老師加入而感恩，未來將會有更多老師加入，並會
在未來數期院訊中逐一介紹。
 
        在學院發展上也有新進展，新一年也有新的里程碑。
本院將會與位於美國科羅拉多泉的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
(Nazarene Bible College, NBC)合辦認可學士學位課程。現
主要對象為本院學士班校友，完成本院學士課程，再多讀一
年，便可獲得該院文學士主修基督教輔導學學位(B.A. in 
Ministry,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該學位獲美
國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HLC-NCA)、美國教育部及國際
認可。這次合作可為本院學士畢業生獲取在本港更高的學歷
認可資格,使畢業生在職場更多不同的崗位事奉。課程並會經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審核及香港教育局註
冊，詳情將會稍後公佈。
 
      因此，我們深信我們是基督牧人所深愛的羊，我們一切
的好處都不在祂以外。中國人的羊年從迷信生肖變成了實際
的祝福，就是在輔導訓練中操練我們的生命，經歷人生的喜
怒哀樂，學習基督的品格修養，轉化生命中的幽暗面成為光
明面，處理人生中的憂傷和過去，裝備自己成為有效的助人
者，當中更加得著學術上的公開認可。這樣，我們定可以帶
著感恩的心，在農曆新年更加感受到我們是主的「羊」的身
份，喜氣「羊羊」的過新年。祝福你！

喜氣「羊羊」過新年

      院長的話



黃秀麗老師(Ada Wong)，是香港基督教輔學院的同學和老師都不陌生的名字，她與學
院一同成長，是第一屆專業輔導碩士(MAPC)的畢業生，之後她曾任職香港基督教輔學
院實習助理、助教、輔導服務之行政工作及之後成為學院的導師，教導不同科目，包
括婚姻與家庭輔導、憤怒處理、危機管理及九型人格與性格提升等，直至現在她最享
受的是在學院的教學工作及她本人的輔導工作。她認為兩者工作並行，讓她體現到如
何結合理論及實踐，提升她在輔導專業領域的認識及果效。

要做到教導學生要做的，輔導是人的工作，生命
影响生命，如果同學見到導師做，他們會更有信
心做得到，願意去實踐，正因為此，我這些年來
都不斷改變自己，將理論先實踐在自已身上；此
外，我覺得同學和老師之間應有平等的尊重，教
書至今，也遇到與一些同學因觀點角度不同而產
生磨察的時候，也有不喜歡我的同學，但只要互
相尊重各有不同之處，總有方法求同存異。」至
於做輔導工作方面，她深信面對受助者，她自己
不一定是最好的輔導員，總有人在經驗或能力上
比自己強，所以要不斷吸收知識和改進自己。但
是，也能只靠自己，要有上帝平靜的心面對他
們，如經上說:『…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服待受
助者時，必需要有平靜的心，就不會看自己不足
之處為錯處，因而產生恐懼及焦慮，造成對受助
者的負面影響，要明白這只是未找到適合的方
法，要繼續嘗試。

 對未來遠景的展望，Ada正積極操練靈
修，她表示:「因為我們是做基督教輔導工作的，
必須結合基督的價值觀在輔導工作中，我希望透
過重新認識靈修，更明白如何將人生與上帝結
連，所以上年我特別安排了幾次的退修，在年
底，更離開了香港三十日退修，體驗到靈修是可
以好活潑的，幫助我整頓了自己的人觀、神觀和
人生觀，學習如何將基督的價值觀溶合在自己的
日常生活，包括在輔導工作中，務求幫助自己能
用上帝的視野去看世情。我學習到如經上說:『…
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要
跟隨耶穌的脚踪，不要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成
就等而驕傲，因為人的罪是危機的所在；並且要
尊重任何背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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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Ada時，她都一如既往散發著親切的
笑容，滿有熱誠，充滿正能量。問她是什甚因素
令她能跟學院維持悠長的關係時，她說:「感謝學
院給我多方面的嘗試；自己也有一定實踐教導輔
導的基礎，例如自小對研究人很有興趣，所以修
讀了很多課程，包括九型人格、MBTI、NLP等
等，這些我在教學上都用得著。此外，到學院上
課的同學，大部份已有自身的工作，他們大部份
是基督徒，與我有共同的價值觀。再者，他們到
這裡上課的目的，主要是造就自己及幫助別人，
較著重實質的應用，而我是一個實務的人，教導
學生應用，並不困難。後來教學一段時間後覺得
理論都很重要，由於自己並不太善於理論，故此
每教一科都用很多時間看很多書藉，驅使自己在
理論課方面能更長進，將理論轉化為實踐，所以
能夠與信徒們一起教學相長，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情，相信這就是能跟學院維持悠久的關係的主要
原因。」

 在教學方面，她認為要從學生的需要出
發，當預備每個課題時，Ada希望先了解學生的
實踐需求，務求能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將複雜的理
論變成簡易的表達，讓學員能在生活中運用。她
表示：「最令我感到滿足的是見到學員能將在課
堂學到的知識、理論及技巧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產生正面的改變。例如教導憤怒處理時，其中一
名學員將所學的在家中實踐，結果改善了與家人
的關係，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在輔導領域發展多年的Ada，在教學及
做輔導工作方面都有她的見解和心得。在教學方
面，她認為:「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她要求自己

黃秀麗老師

黃秀麗老師

教學相長、
    以基督的心為心

      老師專訪

訪問及撰文: 葉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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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年，「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一直都有聯繫不同的書店及商戶，
為我們的學生提供購物優惠，今年更將優惠帶給各位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由即日起，凡加入成為「HKICC學院之友」 的人士，即可享用ICC百本
會員服務中心的服務（灣仔），以超優惠價購買健康食品、護理產品、醫療用
品、化妝品及家居用品，免費參與健康講座、工作坊及輔導支援，助你積極建
立「身、心、靈」健康和有神同在的人生！
 
 首年年費只需$20，便可盡享多不勝數的優惠，歡迎任何人士加入。 

*本院學生可免費自動成為「HKICC學院之友」，由2月1日起只需出示本院有
效的學生證便能享用優惠，舊生及散科學生只需網上登記或遞交申請表格，即
可免年費成為「HKICC學院之友」。

成為「HKICC學院之友」得著更多優惠

 基督教輔導學學位( B . A .  i n  M i n i s t r y ,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課程，可於一年完
成的網上進修課程。課程正在根據相關之香港教育條例
註冊，可望於今年第二季正式接受報讀申請，此學士課
程證書是由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Nazarene Bible College
頒發，Nazarene Bible College是美國宣聖會(Church 
o f  Nazarene )屬下七間大學其中之一，獲美國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HLC-NCA)、美國教育部及國際認
可。這次合作可為本院學士畢業生獲取在本港更高的學
歷認可資格，使畢業生在職場更多不同的崗位事奉。課
程會經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審核及香
港教育局註冊，詳情將會稍後公佈。

與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 Nazarene Bible College      
合辦基督教輔導學學位課程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與「新生命動力協
會」在2014年12月合辦了一個為期2個半月的「個人成
長」課程。「新生命動力協會」是一個有基督信仰的慈
善團體，提倡積極的人生觀，以不同的媒體傳遞愛的訊
息，讓人在被愛和接納裏反思生命的方向和意義。他們
聯同一眾有心人士、社會企業、慈善團體等，籌劃協助
戒毒、更生人士、邊緣青少年、需要扶助的弱勢社群
等，就是在生命中有缺欠的「窮人」，進行復育計劃。
「新生命動力協會」現在約有300名學員，當中有更生
人士或邊緣青少年，透過演藝訓練，重拾人生目標。尤

與慈善團體合辦
「個人成長課程」收入作慈善用途

其認識心理學可幫助學員更深入了解人性，藉此幫助他
們成長及更有效地演譯不同角色，「香港基督教輔導學
院」為他們提供心理課程，使他們得到相關的支援。
 
 此外，本院較早前也應邀為「睦鄰關愛基金」
的一眾肢體提供「個人成長」課程，以提高他們對自己
的認識及助其脫去舊我，在主內從新立志，課程收益全
數捐給「睦鄰關愛基金」作慈善用途，協助機構植根社
區，為社區提供全面性的服務。

 最新消息！本院深知各界對輔導的需要殷切，故將籌備推出「同心‧同行」獎勵計劃。我

們希望能透過此計劃，讓更多朋友能以更優惠的方式學習輔導，並在當中找到「同行」者，彼此

勉勵。計劃將於夏季﹝一﹞學期前推出，有興趣的朋友請密切留意本院的公佈，了解此計劃的詳

情！

「同心‧同行」獎勵計劃

*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 BCC

夏季（一）2015      最新課程

二○一四，十二月

 6日－本院聯同「新生命動力協
會」參與「龍城街舞社企匯萃嘉年華」的
社企攤位，是次活動由民政署、伙伴倡自
強社區協作計劃委員會、九龍城民政事
務處及九龍城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等單位組
織，希望借此活動提倡及推動朋輩輔導，
鼓勵年青人把關愛帶進社區。活動假九龍
城賈炳達道公園舉行，約600人參加。

 9日－起到2015年2月3日期間，本
院與新生命動力協會合辨「個人成長」，
有40多名來自生命動力協會的學員參加(前
頁附詳述)。

 13日－院長葉大為博士為仁愛堂
在屯門新墟仁愛廣場舉辦之「仁愛堂共築
健康新界西2014」活動中擔當演講嘉賓，
並以「健康情緒何處尋?」為題，把精神
及情緒健康的訊息用生動的方式帶到屯門
的社區之中，讓更多人了解其重要性及影
響性，又以預防方法作結，當日約1200人
出席該次活動。

 20日－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劉健
恆博士於基督教崇真中學舉辦之「崇真北
美升學講座」活動中向校內的師生及家長
講解留學美國的心理準備、生涯規劃並提
供升學輔導，講解完畢後劉博士更為個別
家庭提供咨詢。是次約有40名老師、學生
及家長參加。

二○一五，一月

 18日－假長沙灣南亞路德會永基
堂，舉行「快樂人生一定得！」講座，由
院長葉大為博士主講，希望借此幫助弟兄
姊妹學習一些簡單的技巧處理情緒，尋回
神所賜的喜樂果子，當日約65人出席。

 24日－本院聯同LCCI、Pearson 
Publishing，及中小企國際聯盟等機構於
生產力促進局舉辦「會計．不會計」講
座，多位會計師即場為常見的會計實務排
難解疑，當日除了一眾商業機構，更吸引
了不少教會的行政幹事到場，講座中更設
有即場提問，反應熱烈。

 31日－「HKICC學院之友」舉行
ICC百本會員服務中心開放日，活動假灣
仔百本會員服務中心舉行。百本醫療服務
有限公司為一間去年在聯交所上市的醫療
服務機構，開放日當天本院和百本雙方簽
署成為合作夥伴，啟動禮當日參與者反應
熱烈，院長葉大為博士帶同多位同事齊來
見證重要的時刻，更即場選購多款禮品。
歡迎各位成為HKICC學院之友, 共享價廉
物美的購物體驗！

二月
 7日－承接上月「會計．不會計」
講座，因應教會對會計事務支援的需求殷
切「會計‧不會計II」以續集形式捲土重
來，以「基本會計輔導技巧」為需要在教

活動回顧
會處理會計事務的弟兄姊妹提昇會計常
識。在場亦設有即席為有需要的肢體提供
會計方面的咨詢。

 8日－下午假九龍塘南亞路德會靈
恩堂，舉行「靈的突破一定得」講座，由
院長葉大為博士主講。有多間教會的肢體
都與小組組員一同參與，感恩能與一眾參
與者在新的一年突破靈性上的界限，與神
更親近。

 8日－晚上本院假長沙灣君好海鮮
酒家舉行周年晚宴，除慰勞一直支持本院
的導師及同工外，也邀請了其他合作機構
的負責人到場，一起同頒主恩，分享過去
一年神在本院中所行的奇妙作為。在此再
次多謝參加的主內友好牧者、各輔導實習
合作單位及嘉賓機構負責人到場祝賀，祝
願各人在新一年也蒙主恩澤，健康快樂。

二月  
 26日－本院應邀為仁愛堂提供年
度員工培訓，屆時葉博士及一眾同工會為
他們提供輔導及情緒培訓及分組演練，懇
請以禱告祝福記念。

三月  
 21日－於本院九龍塘校舍舉行
第八屆輔導學學士(BCC)及專業輔導碩士
(MAPC)的畢業照拍攝，現正招募義工協
助，如有感動可與同工ALICE 聯絡。

未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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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碩士課程 MAPC

※上課地點或會因應報讀人數而作出調動，請留意本院之通告或網頁上的最
    新消息。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