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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畢業典禮
The 11th Graduation Ceremony
Saturday June 23, 2018. 3:00p.m.

Theatre 1, Level 1,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1 Expo
Drive, Hong Kong

院訓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

Prelude and Processional 序樂/主禮團進場（眾立）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以 弗 所 書 4:23 - 24)

Proclamation 宣召 (眾立)

			

Vice President 副院長

MOTTO

To be made new in the attitude of your minds; and to put on the
new self, created to be like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Ephesians 4:23-24)

Rev. Dr. Francis Ng 吳庭樑博士

NIV

使命宣言

大量訓練信徒成為具有感染力和使命感的朋輩及專業輔導員，使他們活
出以基督為本的人生觀和價 值 觀，影響整個社區、城市、國家以至全世界。

Mission Statement

Equip the world with a fleet of influential and mission driven
counselors, so as to instill changes in the community, the city,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ith the value of God.

〔 稱 謝 詩 。〕普 天 下 當 向 耶 和 華 歡 呼 。你 們 當 樂 意 事 奉 耶 和 華 ．當 來 向
他 歌 唱 。你 們 當 曉 得 耶 和 華 是

神 ．我 們 是 他 造 的 、也 是 屬 他 的 ．我 們 是 他 的

民 、也 是 他 草 場 的 羊 。當 稱 謝 進 入 他 的 門 、當 讚 美 進 入 他 的 院 ．當 感 謝 他 、稱
頌 他 的 名 。因 為 耶 和 華 本 為 善 ．他 的 慈 愛 、存 到 永 遠 、他 的 信 實 、直 到 萬 代 。
（詩
100:1-5）
Make a joyful noise to the Lord, all the lands! 2 Serve the Lord with gladness! Come
into his presence with singing! 3 Know that the Lord is God! It is he that made us, and we
are his; we are his people, and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4 Enter his gates with thanksgiving,
and his courts with praise! Give thanks to him, bless his name! 5 For the Lord is good; his
steadfast love endures forever, and his faithfulness to all generations. Psalm 100:1-5 RSV
Invocation 祈禱 (眾立)

Rev. Dr. Samuel Lai 黎振滿博士
Honorary Director榮譽董事

Welcome Speech 歡迎詞 (眾立) 		

Rev. Dr. David Yip 葉大為博士
President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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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gational Worship 敬拜 (眾立)

Ms. Sherry Ho 何天慧女士

Scripture Reading 讀經 (眾坐) 		

Adjunct Faculty客席講師

【要吶喊，要頌揚】

在世間，萬有中，那會有仿似耶穌，

我願頌揚，竭力頌揚，主的愛是奇妙莫大。
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穩庇護所，

我若尚存，一息生氣，也要定意敬拜你。
獻上頌讚，要吶喊，要頌揚，各處頌讚，眾山歡呼發響，
遍野萬里也和應叫嚷，眾海呼喊，傳揚上主。

O the depth of the riches and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God! How unsearchable
are his judgments and how inscrutable his ways! “For who has known the mind of the Lord,
or who has been his counselor?”. “Or who has given a gift to him that he might be repaid?”
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To him be glory forever. Amen.
Romans 11:30-36 RSV
深哉、

神 豐 富 的 智 慧 和 知 識 。他 的 判 斷 、何 其 難 測 、他 的 蹤 跡 何

其 難 尋 、誰 知 道 主 的 心 、誰 作 過 他 的 謀 士 呢 、誰 是 先 給 了 他 、使 他 後 來 償
還 呢 。因 為 萬 有 都 是 本 於 他 、倚 靠 他 、歸 於 他 ．願 榮 耀 歸 給 他 、直 到 永 遠 。
阿們。
（羅11:33-36）

跳躍和唱，要述說，你權能，願永愛著你，

Dr. Paul Mau 繆國斌博士

我這生不變更，這世上永再沒有別人及你。
[ Shout to the Lord ]

My Jesus my Savior,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Adjunct Faculty 客席講師
Introduction of Speaker 介紹講員 (眾坐)

Honorary Director 榮譽董事

All of my days I want to praise, The wonders of Your mighty love.
My comfort my shelter, Tower of refuge and strength,

Let every breath all that I am, Never cease to worship You.
Shout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let us sing,
Power and majesty praise to the King,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I sing for joy at the work of Your hands,
Forever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stand,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promise I have in You.

Dr. Eddy Lau 劉健恆博士

Commencement Address 致詞 (眾坐)

Dr. Terry L. Lambright 林光達博士
Nazarene Bible College, USA 美國拿撒勒神學院
Interpreter 傳譯: Dr. Eddy Lau 劉健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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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gational Singing 唱詩 (眾立)

Ms. Sherry Ho 何天慧女士

Conferring Degrees 頒發學位 (眾坐)

Rev. Dr. Francis Ng

Adjunct Faculty客席講師

祢真偉大 How Great Thou Art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How Great Thou Art
Verse 1:

O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ks Thy hand hath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ed.
Refrain: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u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u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吳庭樑博士
Vice President 副院長

Honorary Doctor of Ministry榮譽教牧學博士

Tommy Lo 羅文浩

Testimonies 見證分享 (眾坐)
Honorary Doctor of Ministry榮譽教牧學博士
Master of Arts in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ONU)
Bachelor of Arts in Ministry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 (NBC)

Tommy Lo 羅文浩
專業輔導碩士
文學士學位(基督教輔導事工)

Bachelor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

Diploma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教輔導學文憑

Certificate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教輔導學證書

Student Testimonies 同學見證分享 (眾坐)
Master of Arts in Professional Counseling(ONU) 			

MAN, Wing Joe 文詠藻

專業輔導碩士
Bachelor of Arts in Ministry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 (NBC)

TSANG, Pui Man May 曾佩雯

文學士學位(基督教輔導事工)
Bachelor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

WU, Hau Heung Amy 胡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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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ing 奉獻 (眾坐)

Rev. Dr. David Yip 葉大為博士

Benediction 祝福 (眾立)

President 院長
Award 頒獎儀式 (眾坐) 			

Honorary Director 榮譽董事
Announcement 報告 (眾坐)

頒獎嘉賓 Dr. Michael Lau 劉文輝博士
Recessional and Postlude 結束及奏樂 (眾坐)

頒獎嘉賓 Rev. Dr. Samuel Lai 黎振滿博士
Group Pictures Taking 合照 (眾坐)
Outstanding Internship Award 最佳輔導實習獎

拍攝程序照
1. 主禮團

頒獎嘉賓 Dr. Raymond Poon 潘世昌博士

2. 主禮團及碩士畢業生
3. 主禮團、碩士及學士畢業生

My favorite Classmate 最佳人際關係獎

4. 主禮團、碩士、學士、文憑及證書畢業生
5. 主禮團、全體畢業生及學院同工

Student Representative Presents Souvenir to HKICC

CHO, Kin Tat 曹建達
CHAN, Ying Ching 陳映晴
KOO, Mei Mei顧媚媚

Doxology 讚美詩 (眾立)

Rev. Dr. Francis Ng 吳庭樑博士
Vice President 副院長

Academic Award 學業成績獎

同學代表贈送紀念品予學院 (眾坐)

Rev. Dr. Siu Yu Fat 蕭如發博士

Ms. Sherry Ho 何天慧女士
Adjunct Faculty客席講師

讚美真神

讚美救贖慈愛主恩，地上萬民同當讚頌，
救主恩典我同頌讚，三位奇妙一體真神。阿門！

6. 主禮團、學士畢業生
7. 主禮團、文學士畢業生

Procession of the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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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Graduates 畢業同學名單

List of Graduates 畢業同學名單

Master of Arts Degree in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專業輔導碩士

Diploma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教輔導學文憑

1.
2.
3.
4.
5.
6.
7.
8.
9.

10.

陳詠希 CHAN, Wing Hei

張志偉 CHEUNG, Chi Wai
曹建達 CHO, Kin Tat

蔡金鑾* CHOI, Kam Luen
郭燕萍 KWOK, Yin Ping

梁碧筠 LEUNG, Pik Kwan
馬君蕙 MA, Kwan Wai

文詠藻 MAN, Wing Joe

英敏如 YING, Man Yu Michelle
鍾慧慈 CHUNG, Wai Chee

11

馮玉蘭 FUNG, Yuk Lan

13

李艾詩 LEE, Elsie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劉濟玲* LAU, Chai Ling Susanna
李詠欣 LEE, Wing Yan

魏秀芳 NGAI, Sau Fong

1.

郭舜玲 KWOK, Shun Ling

2.

霍翠玲 FOK, Tsui Ling Alice

Certificate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教輔導學證書
1.

李惠芳 LI, Wai Fong

蘇博文 SO, Pok Man

曾錦韻 TSANG, Kam Wan

黃卓敏 WONG, Cheuk Man

* in absentia (缺席)

王潔心 WONG, Kit Sum

葉文靜 YIP, Man Ching Connie

Bachelor of Arts in Ministry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 (NBC) 文學士學位(基督教輔導事工)
5.
陳樂怡 CHAN, Shirley Lok Yee
1.
陳利成 CHAN, Lee Shing
2.

何天慧 HO, Tin Wai

6.

梁潔瑩 LEUNG, Kit Ying

4.

羅曉嵐* LAW, Hiu Nam Ivy

8.

曾佩雯 TSANG, Pui Man May

3.

竇偉倫 TAU, Wai Lun Alan

7.

顧媚媚 KOO, Mei Mei

Bachelor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
1.

陳秀明 CHAN, Sau Ming

3.

陳映晴 CHAN, Ying Ching

2.
4.
5.
6.
7.
8.
9.

10.
11.
12.

陳蕙瑜 CHAN, Wai Yu

張皓莊 CHEUNG, Ho Chong
張巧玲 CHEUNG, How Ling
莊禮崇 CHONG, Lai Sung
何天祐 HO, Tin Yau

孔昭發 HUNG, Chiu Fat
郭倩兒 KAUR, Baljinder
林寶恩 LAM, Po Yan

劉寶汶 LAU, Bo Man Joyce
梁潔瑩 LEUNG, Kit Ying

13.

梁立志* LEUNG, Lap Chi

15.

李曉程 LI, Hiu Ching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利卓賢 LI, Cheuk Yin

盧鈺清 LO, Yuk Ching

蕭沅珊 SIU, Yuen Shan
施恩傑 SZE, Yan Kit

鄧仲鏗 TANG, Chung Hang
蔡玉芬 TSOI, Yuk Fan

黃寶玲 WONG, Po Ling Dora
楊倩影 YEUNG, Sin Ying

胡巧香 WU, Hau Heung Amy

* in absentia (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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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的話
2018年畢業賀詞
「融匯、整合與實踐」
首先，謹祝賀2018年每位畢業的同學。你們的努力、付出並「投資」(心力、
時間、金錢甚至和親人相聚)，終可獲得豐富的成果。惟願「神賜福與你們，
更大的擴張境界，不遭患難，不受艱苦」。數年學習輔導，來到今天，不論專
業或平輩輔導，就著基督教信仰，總要思考如何整合、融匯並實踐了。有關輔
導、心靈及精神健康的整合大致可分為個人、專業及輔導概念原則三個層面 。
現嘗試把一些觀察及體會分享如下。

院長的話
畢業才是開始
我衷心恭賀本院第十一屆畢業同學，你們在學
院渡過了不短的歲月，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從不同的老
師身上有所學習，也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
直到今天畢業典禮的大日子，我實在替你們高興。
你終於畢業了，「畢業」對你的意義
是什麼？是一個完結？還是一個開始？畢業
除了是用“Graduation”一詞之外，也使
用“Commencement”，有「開始」之意，即表示
畢業並不是一個完結，而是一個開始。當你們接受了
基督教輔導學的訓練，並不表示你的工作已經完滿結
束，反而正是剛剛開始，開始踏上助人之路，開始發
揮你們的所長，開始實踐你們的使命，開始去使用神
所賜給你們的「恩賜」。這都是神給你們的呼召，需
要用一生以行動來回應。在這畢業的時刻，我希望能
給你們三個重要的挑戰，使你們能在未來的日子為基
督打美好的仗。
（一） 不要原地踏步，必須向前奔跑
賽跑的運動員視終點為一項重要的使命，也是
一直在追求的目標，付出什麼代價也在所不惜。拿到
了基督教輔導或是專業輔導的學位或文憑，其實是終
身學習的開始。輔導是一門不進則退的學問，當你不
使用時，不單會生疏，還會忘記。讀輔導的人必先要
「讀己」，更要「讀人」。先要「自開茅塞」認識自
己，也要從中認識他人，使他人「茅塞頓開」，能夠
善於與人相處，態度穩重成熟。讀輔導的人應該要有
美好的靈性、人際關係良好、高自覺性、反省能力強
和改變能力高，也要懂得從心出發，以心對話來幫助
他人。所以，你千萬不要停留在這裡，要勇往直前。

這種向前可能是進修更高的輔導學位，或者是爭取實
戰經驗，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 不要自我滿足，必須努力成長
有時候，人會停留在自己的「安全地帶」
(Comfort Zone)而不願意成長。讀輔導的人需要越讀
輔導而越發知道自己的不足，並且謙卑求教而虛心學
習。自我滿足會產生驕傲心態，看自己比別人強，不
察覺自己的問題所在。學院要求同學在畢業之前先要
接受二十小時的輔導，原因並不是基於同學之需要，
也不是你有沒有問題…，而是你要成為優質的輔導
員，則必須先去經驗成為「受助者」。那有一個人不
需要「被了解」、「被明白」和「被認同」？我實在
不敢相信一個成功的輔導員，自己從來未成為一位被
幫助的人。聖經教導我們要「愛」和「被愛」，體會
自己的需要，尋找自己成長的空間，你的人生才會有
突破和成長。所以，你們「畢業了」，作輔導員的同
時，千萬不要說「我不需要接受輔導」！
（三） 不要停在原地，必須放眼世界
神的作為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神的界線也遠
遠超過我們的界線。基督教輔導作為一門輔導專業，
也可以作為了解他人需要和傳福音的有效工具。因為
輔導的確可以觸摸到他人的心，人生的答案就是重建
神人的關係，使兩者復和，生命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答
案，心靈得著真正的滿足。現在，你們「畢業了」！
千萬不要限制著神在你身上的帶領，要放眼世界，神
會讓你的人生遠遠超過你的所想和所求。
葉大為博士
Dr. David Yip
院長 President

一、個人層面：
過往數年的畢業特刊，筆者書寫時均強調輔導員的素
質，因為背後著重生命影響生命，生命建造生命與及
善用生命(use of self) ，才能真正助己助人，依舊同
行者同路人仍是主調。對輔導員而言，每當遇上危機
的衝擊、逆境的考驗，財赤困乏之磨練，有時陷入被
拒絕、被分隔、被看扁、被邊沿甚至無助無力，恍惚
無望見不到曙光時，或許那正是生命成長的孕育場所
和學堂。當經歷神的眷顧和供應，內涵變得更充實和
硬朗的我們，從此更能體恤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受助
者。常說，學習輔導不單實習課堂，往往更是房間以
外，藉著個人際遇、人際相處和關係上領略！讓我們
不忘初心，記住輔導的成效，往往與輔導員的成長歷
練成正比喔！
二、專業層面：
今天輔導行業發展越來越專業化，海外本地輔導學會
相應提高了評核資歷和入職門檻，於是獲取專業認可
(如LC、AAMFT、ACADC、CCE、GCDF等等)變成
現實的需要。另外，近年政經社稷，變幻莫測，藍色
黃色沖擊延續，眾教牧信徒連輔導員也無可避免切實
地關注社會時事，但當起來表態發聲，尋求公正公義
時，更不可不細想反思應有的立場、角色及位份！與
此同時，近年又興起靜觀默念(mindfulness)，更顯得
並刺激基督徒們提升個人靈性操練的重要性。輔導與
心靈結合，直接間接地催促輔導員繼續追求增值！也
許一天基督徒輔導員的身分，還會加上屬靈督導、師
傅或教練(spiritual director/mentor)。身兼傳道的同
學們，更鼓勵加上牧者、學人的美譽(scholar-pastor)
。其實，上述各項稱謂蘊含了面對時代挑戰下，應有
的追求方向和目標。但請記著不是拿來炫耀，乃是自
勉，目的正是鼓勵持續學習，虛心受教而己。
三、輔導概念原則層面
現時大多數輔導科目，在學術哲理層面的探討均缺少

了信仰的整合，尤其輔導學派「大宗師」鮮有基督
徒，可以身作側或立論地闡釋和演繹。然而，也有學
者鑽研和嘗試，成果相當鼓舞，可惜仍未成主流氣
候。但一些學者們的努力，值得同道同學們思考、承
接並繼往開來。例如：透過按神的形象造人的神學
特徵來與「認知行為治療」(CBT)輔導理念結合(正面
肯定使用DSM診斷案例)，產生「整合心理治療」法
(Integrative Psychotherapy) 。運用「尋解導向治
療」(SFT)導原理發展出「構解牧養輔導」(SolutionFocused Pastoral Counseling) ，作者強調藉著聖靈
引導下，受助者能打破問題核心思維，而以正面前瞻
性「構築願景，解析困局」。又有以「盼望為本」之
進路(Hope-focused Marriage Counseling)，可豐
富從事短期婚姻輔導。至於「情緒取向治療法」，也
有嘗試從神學角度來疏理及整合 。對於教牧傳道，另
有一個以靈性為焦點的所謂「策略性牧養輔導」，這
短期性輔導也是有意思的整合 。其實，以心靈或靈修
操練取向來探討整合心理輔導和治療，更是值得推薦
的入門！不過，簡單地更可索性直接建立基督教的心
理輔導吧 ！話說回來，數十年來輔導學發展迅速，派
系繁多，但相比之下，基督教神學思想卻二千多年，
根基深厚！若要構建一套吻合適切的基督教輔導模
式，相信要更多兩方面的學者哲人攜手呢！
最後，近年佛教也開設了輔導中心，藉佛學分享人生
意義，指導生活智慧 。坊間也有不同的「心靈料理」
或人生教練等輔導培訓，與及電視台及電台，尤其網
絡世界推廣輔導助人的環節項目 。凡此種種，皆提醒
我們「吾道不孤」。各同道學長同學們，讓我們齊心
努力，繼續在多元文化的俗世內、紛亂的新時代裡，
興起為主作鹽作光。
Rev. Dr. Francis Ng
吳庭樑博士
Vice President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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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ONU President

Message from ONU

Greetings!
It is my privilege as president of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in Bourbonnais, Illinois,

Congratulations!

USA, to offer my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to each of you. You are being honored
today for your accomplishments as students at Olivet an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Today’s ceremony recognizes that you have achieved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preparing for your ministry of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I
commend you students, having committed to a life of service, as you provide a
message of hope and comfor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 also applaud the
faculty and staff who have provided an excellent academic program for these

It is a privilege to bring greetings from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as HKICC
celebrates another great year of preparing Christian counselors! This graduation
day follows an exciting graduation at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in Bourbonnais, IL,
USA. As partners in mission and ministry, we honor you on this wonderful day, for all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having completed all you have done to arrive here at
graduation.

students.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exists to provide an “Education with a Christian
Purpose.” Our mission i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cademic instru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career and professional readiness, and the

You join the many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graduates who have now set off on
the next step of their journey, putting this newly acquired knowledge into action
and becoming disciples at work. It is my sincere hope and prayer that your lives
and ministry of counseling will make a difference as you leave the classroom and

preparation of individuals for lives of service to God and humanity.
Congratulations! My sincere best wishes are extended to each graduate and their

counseling labs and set out into the work for which Christ has called you.

families on this great day as you begin a new chapter in your life.
Today is a great day of celebration with family, friends, and classmates and your

May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rest upon each of you.

partners at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celebrate with you as family. I trust that your

Sincerely,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have prepared you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Christ and
Rev. Dr. John C. Bowling

his kingdom. Congratulations, ONU graduates in Hong Kong!

布約翰博士
President 校長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U.S.A.
美國奧利弗拿撒勒大學

Rev. Dr. Mark C. Mountain
萬馬可博士
Director of Registration Service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U.S.A.
美國奧利弗拿撒勒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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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NBC

Message from NBC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for another

To the members of H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graduating class of 2016,

year of excellence!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hristian Counseling programs here at

and to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Greetings and congratulations!

the Nazarene Bible College in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USA, I wish I could be
there to celebrate with you. I send you greetings in the strong name of our Lord

This is a time for celebration. Graduates, you have met the challenges of completing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your degrees, with the help and support of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You are now
ready to enter the next phase of your lives and ministries.

Nazarene Bible College is now working with HKICC to offer a Bachelors of Arts in
Ministry with a major in counseling. In October 2015, I came to HKICC to launch

Allow me to encourage you to step into your future, “fixing your eyes on Jesus,

the first class of Hong Kong students in this program. I encourage each of you to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faith, who 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endured the cross,

consider this opportunity to further your education as a Christian counselor!

despising the shame, and has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of God. For
consider Him who has endured such hostility by sinners against Himself, so that you

Graduates, you deserve praise for achieving a quality education at HKICC. You

will not grow weary and lose heart (Hebrews 12:2-3).

have worked hard. You have made sacrifices. Now, you will put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to practice. The challenges of our world will test your abilities as

What you have learned to this point is the foundation for what you will learn and do

counselors, but I pray that God’s sufficient grace will grant you success wherever

in the days ahead. On behalf of your fellow students and faculty at Nazarene Bible

He sends you.

College, it is my privilege to say to you, “Well done! Press 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time we’re together.
Dr. Terry L. Lambright

Grace and peace,

林光達博士
Director, Counseling Programs 輔導課程主任

Dr. Alan D. Lyke

Nazarene Bible College，U.S.A.
美國拿撒勒神學院

黎亞倫博士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學術副校長
Nazarene Bible College, USA
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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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席講師贈言

Message from IWU

Congratulations on completing the (HKICC) program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Your
concern for the mental and emotional needs of those in your community is beautiful
and admirable. May God bless you in caring for your neighbors and community,

作為輔導員，要認識蝴蝶的蛹化過程！蝴蝶在第
三個至第四個生命周期會有驚人改變，終齡幼蟲在化蛹
前會停止進食，將身體縮成一團，會脫下外皮成為蛹。
蛹看起來是靜止不動的，其實體內正進行著大革命。一
方面破壞幼蟲期的醜陋形態，另一方面創造美麗的成蟲
身體。這種破壞和建設的相反工作，很巧妙、很不可思
議的在同一時間和地點迅速的行。
回想起，人沒有蛹，所以人不會蛹化。蝴蝶生命周期是
由最醜陋開始，慢慢地變成最美麗而終結！而人就是從
最完美開始慢慢脫變成最醜陋！
彷彿，人也經歷蝴蝶在蛹內的爭扎，但人沒有蛹，而是
在社會的洪流之中。所以不能蛹化！人與人之間互不信
任，互相競爭，互相傷害！人也不像蝴蝶，因為蝴蝶不
會說甜美的話，而內心會剛剛相反的。
所以作為一位輔導員，要將人內裡的優點與缺點作一次
昇華！好讓我們在生命完結之前，可以療好創傷，放下
自在！

adding his loving presence to your wonderful preparation and knowledge. Welldone!

Mr. Francis Chiu
招永昌教練

“A generous person will prosper; whoever refreshes others will be refreshed.”
Proverbs 11:25
Dr. Doug Daugherty
杜德格博士
Dean, School of Social-behavioral Sciences and Business
社會行為科學與商學院主任
Indiana Wesleyan University
美國印地安納州衛斯理大學

我和各位一樣充滿喜悅，這真的是一個值得慶祝與記
念的日子。感謝神帶領我們在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的週年畢業
典禮中向祂獻上感恩。很高興大家在畢業之後，可以同心為我
們的主，在教會、社區及未來的禾場中繼續茁壯與發光。感謝
神透過輔導學院的成立及服待來實踐祂的信實和應許，深信衪
必定會透過畢業同學的生命，讓衪的愛和祝福帶到更多更廣的
地區。
能夠在過去的日子裡與各位同學以及同工並肩學習及事奉是我
的榮幸與福份。現在，盼望神的祝福延續到我們所有參與及支
持輔導學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輔導的服待中繼續靠主得
力，一同成長，勝過一切逆境和困難。為著神所做的這一切我
們要同心讚美祂。
Dr. Sunny Liu
廖廣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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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席講師贈言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graduation! It is really

當我們放眼這個城市，心靈浸潤於痛苦黑暗中的人比比

tough to have part time evening class while you are

皆是，有靜悄悄地隱藏的、有苦苦地掙扎的、有公開地

working. But today, you have proven that you are

呼喊的，你聽見嗎？

competent to achieve it. So glad to see so many

結束的另一面是開始，願畢業的同學如主耶穌一樣，

mission driven counselors to serve God and society

看見和感受到人的痛苦流離，就憐憫他們。

after your graduation. Although not everyone will
be or can be a full time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it is good that you have equipped basic skills and

Dr. Andy Ng

knowledge to instill changes in our community, our

吳安強博士

city and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with the value of
God. Please continue to pass love, care and concerns to the people around!
Dr. Mike Leung
梁永鎰博士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day, a memorable day,
“Forget about the days when it’s been cloudy,

and a historical day – years’ of hard-work, along

but don’t forget your hours in the sun.

with tears and perspirations, paid off and led to this

Forget about the times you’ve been defeated, but

ultimate celebration. CONGRATULATIONS!

don’t forget the victories you’ve won.
Forget about mistakes that you can’t change now,

Yet, tomorrow will be a brand new beginning –

but don’t forget the lessons that you’ve learned.

full of unheard-of challenges. Equipped with the

Forget about misfortunes you’ve encountered, but

knowledge obtained from the rigorous training, with

don’t forget the times that God has turned.

your unrelenting grit, with the whole armour of God,

Forget about the days when you’ve been lonely,

may each of you lead a life of purpose and bring

but don’t forget the friendly smiles you’ve seen.

endless blessings to the society. May more successes

Forget about plans that didn’t seem to work out

be coming your ways, to glorify God!

right, but don’t forget to always have a dream.”
Dr. Victoria Li
We are proud of your achievements and you are in
our thoughts always!
Dr. Paul Mau
繆國斌博士

李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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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各畢業生，一個階段完結，又是另一個新開始。在
新開始之先，希望大家不忘初衷，堅守使命。 祝願大家
運用4P反思自己，建立更多的生命！

畢業了，祝賀各位畢業生，鵬程萬里，學有所成！展望
未來仍是學無止境，助人之路實在任重道遠。寄望各位
不僅在輔導的專業上繼續充實自己，更需要努力塑造自

Presenting with God 與神同在

己成為充滿生命力的助人者。共勉之！

Passion with people 對人熱忱
Professional skills 專業技巧

歐達強(Ben sir)

Personal characters 個人品格

總幹事
新路歷程協會

最後引用雅比斯的禱告，為大家帶來祝福：「甚願你賜
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
難，不受艱苦。」 歷代志上 4:10
Ms. Sherry Ho
何天慧女士

一直也很感動見到很多有心的同學對輔導的忠心熱誠。
勸勉同學，這條路很不容易，因為與其他生命同行是艱難
的，我們也必須不斷被天父陶造、被督道和被輔導，過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you who are now a new

程或有很多痛苦，但這是一生的功課，也許亦會有很多甘

force to the counselling profession. It is the time to

甜，因為能夠誠實謙卑地認識自己和改變自己，才能成為

celebrate your academic accomplishment and

主合用的器皿，這能帶來莫大的滿足。

to remember the passion in you that carried you

輔導員斷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知識去「幫助」或「拯

through to this day. Remember your mission. For trust

救」別人，手中卻是拿著一把兩刃刀，可以協助別人去剖

is hard to earn and i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gifts

析他們的內心，但也可以成為傷害人的器具。

a living being can give, treasure the trust your clients

所以我們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克己慎行去參與這個使命。

bestowed on you.

人沒有完美，跌倒了，卻要靠主修正自己，繼續前行。無

In your years to come, my wish to you is that your

論你是朋輩輔導員，事奉家人或朋友，或是讓輔導成為你

heart will always be filled with God’s love and your

的工作，也願大家也能學會成為一位「真正」和「專業」

tongue be blessed with God’s wisdom. May your

的輔導員！互勉。

words become someone’s blessing. In difficult
time, may your presence consoles the weary souls.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必成為貴重的器皿，成為聖
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Ms. Cassie Lam

提摩太後書 2:21

林貝斯小姐

Dr. Carrie Wu

每個人一輩子都需要老師、督導或心靈導師，促使自己

胡可兒博士

反省、請教或突破。在恭賀你們畢業並投入職場時，不
管身處在任何場域中，請別忘了還有他們在後面支持著
你們。當你們有什麼需要或遇到任何困難，請隨時找他
們（可以是上帝，學院老師或......），以致你們能繼續
謙卑和上進。
廖金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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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贈言

董事贈言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祂看見許
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
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9:35-38
願輔導學院學生們能成更多人及家庭的需要幫助，成為神的榮耀，更多人的祝福。

Rev. Dr. Siu Yu Fat
蕭如發博士

Rev. Dr. Samuel Lai
黎振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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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贈言

董事贈言

Congratulations!
I am very glad to see your sweats and tears come to fruition today. Congratulations !

Graduation is definitely a new stage of life. Be glad, be grateful and be ready. The

As you’re about to enter the harvest fields of the Lord, I encourage you to make

ending of a chapter is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just like the end of your study is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Live wisely and let your conversation be gracious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areer, whether it is in the workplace, in church, in ministry

attractive so that people can taste the blessedness of His way. Colossian 4:5-6 NLT

or in your service to God. You have worked so hard to equip yourselves to be
better helpers. Today you have grown so much in knowledge and are more ready

Dr. Raymond Poon

to be“influential and mission driven counselors”. The HKICC take pride in your

潘世昌博士

achievement, and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end of your studie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relationship. We value opportunity of having you and growing with you. In
the future, we can be partners in ministry, in serving the community, and in the
Kingdom of God!

Dr. Eddy Lau
劉健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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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羅文浩先生(Mr. Tommy Lo)
榮獲本院「榮譽教牧學博士」學位

榮譽教牧學博士感言

羅文浩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獲神道學學士(Bachelor of Divinity)

這次本人獲得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頒授榮譽教牧學博士學位，心情感到十分興奮。回

學位，及英國伯明翰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學位。曾任

想過去一直在商界服事，但對心理輔導工作仍不忘承擔，尤其在心理輔導服務上，感恩一

職電腦市場營銷管理，在中小企及上市公司作業務發展工作，客戶包括網絡供應商、跨國

直有機會參與、支持和推動，並作為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的董事。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

公司及本地企業。羅先生現職孵化、融資、優化和對接創科創新企業；帶來增值茁壯成

本人並沒有忘記關心他人的情緒狀況，遇有需要時，必定予以開解或是轉介他們在輔導服

長。並有互聯網金融對接實體企業以及策劃安老院舍的興建項目和服務內容，且延伸至個

務中接受專業的輔導，以紓緩情緒上的困擾。

人「身、心、社、靈」的健康管理、精神情緒正向的培育，以及提供家居健康食品、設
備、產業、護理、療理等綜合服務和整合方案，並以企業、家庭和個人為對象，鼓勵積極
人生。

是次獲得此榮譽學位，本人願以謙卑的心情感謝一直支持本人的太太及家人，並教
會的牧者、好友及親友的鼓勵及代禱。感恩的是有這一群同行者，使我的服事不致孤單難
行，而是充滿著鼓勵和挑戰。另外，本人也想借此機會感謝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一眾董

羅先生多年前已經關注心理健康和輔導教育事工，過去一直擔任香港基督教輔導服

事、院長及同工的認同和肯定，成為本人事奉的強心針。所以，本人v在事奉上將會持續

務董事、中小企國際聯盟會牧、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義務院牧，香港醫養學會副會長

擁抱普世國度的視野，學習深化服事社會及關懷，致力在本人所能接觸到的社群，推動「

及國際專業調解商會名譽會長，十分關心個人成長和病患者及親友的身、心、靈健康。同

身、心、社、靈」的安康和平衡，結合對基督教心理輔導的關注，推動職場美善的見證，

時，羅先生也致力推動讚美操運動，使人身心靈均得以安舒喜樂和經歷神的平靜安穩。

裨益民生更深更新，傳承生命及蒙主恩福。

由於過去多年來，羅先生一直身體力行地關注及支持「身、心、社、靈」的健康

以下，願以本人的座右銘和最喜愛的經文，與所有在心理輔導事工上的同路人共勉。

管理，以及精神情緒正向培育，獲得教會內外一致認同。為了表揚羅先生對輔導事工的
熱切推動及對社會的積極貢獻，本院董事會一致通過授予羅文浩先生榮譽教牧學博士學

座右銘：「心意更新結果子、活得精彩傳福音。」

位，以表示對羅先生過去多年來工作的肯定與認同。本院對羅先生榮獲本院之榮譽教牧
學博士表示衷心祝賀，願主繼續使用羅先生的服事，在社會、教會以致輔導事工的推展

最喜愛經文：

上榮神益人。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
就要喜樂。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他的名。」（詩篇34: 1-3）

葉大為博士

羅文浩先生

Rev. Dr. David Yip

Mr. Tommy Lo

院長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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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概況
使命與價值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簡稱本
院）乃一所植根於香港的基督教超宗派高等教育學
院，成立於2004年1月。本院校址分為位於九龍塘
廣播道的「九龍塘校舍」，及位於九龍彌敦道彌敦
行的「油麻地校舍」。過去十二年多來，所有課程
連同散科生累積學生人數約有3200多人。本院成
立的目的乃委身於推動基督教心理輔導普及化以影
響社會的異象，把輔導心理學放在基督教信仰的價
值中，成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服事教會和影響社
會。所以，大量訓練基督徒成為有效的朋輩及專業
輔導員，將繼續成為本院的發展路向和使命。
本院課程乃整全及有系統地將輔導心理學
理論和技能，放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價值之中，帶
出有基督信仰道德標準的輔導訓練。這種做法已經
是西方基督教心理學界的主流，將本來沒有道德標
準的心理學，賦予更高的意義，提高其可用性，成
為有效的工具。本院將心理學（社會科學）定性為
一種神可以使用的工具，在基督教信仰的價值下，
教導學生自我反省，得著個人成長，並與受助者同
行，走出黑暗，進入美好的人生。所以，本院的特
色是一所強調個人成長和生命更新的學院，以帶動
家人和朋友的改變，發揮生命影響力。
課程與學生
本院有學士及碩士課程，以20歲至50歲成
年學生為主。學生來自社會不同階層，有專業人
士，如：醫生、護士、社工、心理輔導員、大律
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銀行家、財
務策劃師、人事管理、校長、中小學及幼稚園教
師…等，也有商人、保險從業員、行政人員、文職
人員、工人、家庭主婦及待業人士。教會背景方
面，學生來自全港不同宗派，有浸信會、宣道會、
信義會、循道衛理會、播道會、神召會、五旬節聖
潔會、敬拜會、靈糧堂、平安福音堂、浸信宣道會
及其他各宗派，以致不同獨立堂會等。
本院學士課程主要透過120學分之「基督教
輔導學學士」(Bachelor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裝備學員成為有效的朋輩輔導員。對未打算完成
學士者，也有「基督教輔導學文憑」(Diploma in
Christian
Counseling)及「基督教輔導學證書」
(Certificate in Christian Counseling)以供修讀。修

讀者現合共約有400多人。另外，本院最新之「基
督教輔導碩士」(Master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為一36學分，以中文為主，強調學術水平、實習
時數、督導，及以基督教信仰為本之研究院程度課
程。所有教授碩士課程之教授及臨床督導，均具備
該範疇之專業資格。此課程結合基督教信仰及專業
心理輔導，培訓基督教輔導專業人才。修讀者最快
可以於一年半之內完成課程，並獲頒授碩士學位，
修讀者現已有20多人。
教學與教授
本院的教授團由一班熱衷於輔導教學與理想
的基督徒專業人士所組成，有臨床心理學家、輔導
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專業輔導員、註冊社工、
資深牧者及學者。教授團約有二十多人，他們都從
本港及北美得著高等學歷，大部份擁有博士學位。

Staff & Faculty 行政人員及講師團隊
Staff 行政人員
院

長			

President 		

：葉大為博士 (Rev. Dr. David Yip)

副 院 長		

Vice President		

：吳庭樑博士 (Rev. Dr. Francis Ng)

校 務 管理		

Administrator 		

：陳惠丹小姐 (Miss Vanessa Chan)

資源科技主任		

I.T. Officer 		

：吳思騰先生 (Mr. Wil Ng)

資源科技主管		

I.T. Supervisor

：朱祖健先生 (Mr. Joe Chu)

課程主任-實習統籌
Academic Officer- Internship Coordinator

：林貝斯小姐 (Miss Cassie Lam)

經理-收生輔導部
Manager-Admission Counseling
行政助理 Administrator

		

			

: 曾佩雯女士 (Ms. May Tsang)
: 陳啟文 (Mr. Andy Chan)

與美國學位銜接
本院「基督教輔導學學士」畢業生可以
安排銜接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Nazarene
Bible
College)的文學士（基督教導輔學主修）學位(B.A.
in Ministry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
讓本院學士班校友可以一年時間修讀，獲得美國教
育部及國際認可學位，以助學士班校友們在升學及
就業上帶來更大的裨益。

會 計 顧 問 Accounting Consultant 		

: 朱美珍小姐 (Ms. Annisa Chu)

接 待 員Receptionist 				

：李淑雯小姐 (Ms. Candy Li)

接 待 員Receptionist 				

：鄭淑貞女士 (Ms. Esther Cheng)

接 待 員Receptionist 				

：梁瑞娟小姐 (Miss Viya Leung)

接 待 員Receptionist 				

：鍾愛明小姐 (Miss Rachel Chung)

學分認可
目前，認可本院學士科學分之美國大學
為Nazarene Bible College (NBC), Indiana
Wesleyan University (IWU), Greenville University
(GU), Cairn University (CU),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ONU), Kansas Wesleyan University
(KWU), Malone University (MU), University of
North America (UoNA)等。

榮譽顧問 Honorably Advisor

Faculty 講師團隊

布約翰博士 (Dr. John Bowling)			

王一平博士 (Dr. David Wang)

黎振滿博士 (Dr. Samuel Lai)			

廖廣申醫生 (Dr. Sunny Liu)

劉健恆博士 (Dr. Eddy Lau)			

徐雲生先生 (Mr. Daniel Tsui)

陳世強博士 (Dr. Hugo Chan)			

丘志強博士 (Dr. Victor Yau)

史加理博士 (Dr. Gary Streit)

總結
本院是一所委身於基督教輔導心理學普及
化，承擔時代使命，造就成熟生命基督徒之基督教
高等教育學府。本院銳意訓練香港基督徒，更不斷
與美國大學某求更多合作空間，使學生的學歷能進
一步的提升。願你與我們同行，一起為本院禱告，
讓合一的靈大大的運行在我們中間，能為我們的社
會和國家作鹽和作光。

榮譽董事 Honorably Director
黎振滿博士 (Rev. Dr. Samuel Lai)
蕭如發博士 (Rev. Dr. Siu Yu Fat)
潘世昌博士 (Dr. Raymond Poon)

		

胡平凡博士 (Dr. Daniel Wu)

		

丘志強博士 (Dr. Victor Yau)

		

劉健恆博士 (Dr. Eddy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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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校董 Honorably Manager
李汝大先生 (Dr. Lee, Yu Tai Desmond)

客席講師 Adjunct Faculty
吳國富校長 (Dr. Ng, Kwok Fu Alex)

專任講師 Lecturer
葉大為博士 (Rev. Dr. David Yip)

B.Th.(ABS), M.C.E.(CGST), Ph.D.(CBC), D.Min.(CIU)

吳庭樑博士 (Rev. Dr. Francis Ng)

B.Th.(ABS), M.Div.(CGST), D.Min.(ITS)

林貝斯小姐 (Miss Cassie Lam)		

B.A., MAPC (ONU)

臨床督導Supervisor
葉大為博士 (Rev. Dr. David Yip)		

B.Th.(ABS), M.C.E.(CGST), Ph.D.(CBC), D.Min. (CIU)

吳庭樑博士 (Rev. Dr. Francis Ng)		

B.Th.(ABS), M.Div.(CGST), D.Min.(ITS)

陳月娥博士 (Dr. Rosanna Chan)

Dip. (HKBU), M.S.W(UH), D.S.W(UW)

黎汝佳牧師 (Rev. Heman Lai)		

M.Div.(Concordia), M.C.E.(CGST)

趙珮瑜醫生 (Dr. Cindy Chiu)		

M.B.B.S.(HK), M.R.C.Psych(UK), F.H.K.C.Psych., 		

					

F.H.K.A.M.(Psychiatry)

繆國斌博士 (Dr. Paul Mau)		

M.B.A. (Keele), M.Soc.Sc.(UniSA), M.Soc.Sc. (HKU), 		

					

Ed.D.(Hon)(HKICC)

胡可兒博士 (Dr. Carrie Wu)		

B.A.(HKUST), M.Soc.Sc(HKBU), Ph.D.(HKBU)

吳淑燕博士 (Rev. Dr. Zoe Ng)		

B.Th.(ETS), M.A.(CUHK), M.Div. (CGST), D.Min. (Fuller)

劉 靖博士 (Dr. Christine Lau)		

B.A.(HPU), M.Psy (CGI), Psy.D.(CGI)

美國ONU教授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Professor

潘世昌博士 (Dr. Raymond Poon)

B.A., B.A.S., M.B.A.(York), D.B.A. (HKPU)

李 濤博士 (Dr. Victoria Li)		

B.S.(Peking)., M.A., Ph.D. (Chicago)

吳淑燕博士 (Rev. Dr. Zoe Ng)		

B.Th.(ETS), M.A.(CUHK), M.Div. (CGST), D.Min. (Fuller)

鄭建德博士 (Dr. Samuel Cheng)

B.Sc., M.Phil., M.Ed.(CUHK), Ed.D.(OUHK)

倫子山博士 (Dr. Jason Lun)		

B.Soc.Sc.(Hon), Ph.D.(HKU), M.Soc.Sc. Social Work(CUHK)

黎振滿博士 (Rev. Dr. Samuel Lai)

D.Min.(Hon)(HKICC)

廖廣申醫生 (Dr. Sunny Liu)		

M.B.Ch.B.(CUHK), M.R.C.Psych.(U.K.)

繆國斌博士 (Dr. Paul Mau)		

M.B.A. (Keele), M.Soc.Sc.(UniSA), M.Soc.Sc. (HKU), 		

					

Ed.D.(Hon)(HKICC)

陳兆焯博士 (Rev. Dr. Alman Chan)

B.S.(TWU), D.Min.(Asbury)

葉秀薇博士 (Dr. Vitti Ip)			

B.S.(St. Cloud), M.S.(South Illinois), Ph.D.(Wisconsin-Madison)

陳志偉博士 (Rev. Dr. C.W. Chan)

B.A.(Chengchi), M.R.E.(HKBTS), M.A., D.Litt.(Chu Hai),

					

D.Min.(LTS)

劉文輝博士 (Dr. Michael Lau )		

M.Ed.(HKU), Ph.D(NSW)

胡平凡博士 (Dr. Daniel Wu)		

B.Sc.(hon)(HKU), M.Sc.(HK Poly U), D.Min.(Hon)(HKICC)

蕭如發博士 (Rev. Dr. Yu Fat Siu)

D.Min.(Hon)(HKICC)

區麗珠博士 (Dr. Julie Au)		

B.A. (MC), M.S. Education., Ed.D. Ed.Psy. (USC)

梁永鎰博士 (Dr. Mike Leung)		

M.Sc. (HKPU), M.Sc.(London), M.Soc.Sc. Social Work, 		

					

M.Soc.Sc. Psy.Ed., M.Soc.Sc. Applied Psy., D.B.A. (City UHK)

吳安強博士 (Dr. Andy Ng)		

B.A.(Lethbridge), M.A.(Prairie), M.Min.(HKBTS), D.Min.(Bakke)

黃秀麗女士 (Ms Ada Wong)		

B.A.(OUHK), Post-Grad. Dip.(HKICC), MAPC (ONU)

Dr. Rachel Heffield			

B.A.(Cedarville), M.S. (WSU), Ph.D.(Regent)

招永昌先生 (Mr. Francis Chiu)		

B.Soc.Sc.(Chu Hai)

Dr. Kathleen Shiflett			

B.S.(Texas Tech), M.A.(ABCS), D.Min.(ACCS)

李禮然 (Mr. Li, Lai Yin Johnson)

B.Soc.Sc.(CUHK), M.C.S.(ABS), M.Th.(SEAGST)

Dr. Rebecca Taylor			

M.A.(ONU), Ph.D.(Capella)

胡可兒博士 (Dr. Carrie Wu)		

B.A.(HKUST), M.Soc.Sc(HKBU), Ph.D.(HKBU)

Dr. William W. Bell			

M.A.(Hon.)(Wheaton), Ph.D.(Northwestern)

曾澧喬先生 (Mr. Alex Tsang)		

B.A.(Simon Fraser), M.S.W.(HKU)

Dr. Lisa Gassin				

M.S.(Purdue), Ph.D.(Wisconsin-Madison)

鄭雅心女士 (Ms. Mabel Cheng)

B.A.(Wisconsin-Stout), M.Soc.Sc.(SYU)

Dr. Dale Goodman			

B.S.(Purdue), M.Div., M.Coun.(IST), D.Min.(Fuller)

余德淳博士 (Dr. Charles Yu)		

M.Soc.Sc.(HKU), D.Min.(Hon)(HKICC)

Dr. Dale Smith				

B.S.(ONU), M.S., Ph.D. (Auburn)

嚴俊民先生 (Mr. Raymond Yim)

B.C.J. (Hon), M.B.A., M.Phil. (HKU)

Dr. Mark Mountain			

M.A.(Wheaton), Ed.D.(Nebraska)

何天慧女士 (Ms. Sherry Ho)		

B.C.C.(HKICC), MAPC (ONU), B.A.(NBC)

朱子軒先生 (Mr. Roy Chu)		

B.A.(Hons), PA.M. (Demontfort), M.S.W.(HKU)

林俊華博士 (Rev. Dr. Timothy Lam)

B.Th., M.Min., M.Div., D.Min.(ABS), M.C.S.(HK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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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碩士畢業生感言
陳詠希
CHAN, Wing Hei

張志偉
CHEUNG, Chi Wai

這三年看似一個學習與人同行，但實際是一個讓我重新經歷被接納和被
陪伴的歷程。在不足中，一次又一次得到督導和老師們耐心的引導；在
失意時，家人、同學和不同的伙伴們的支持和鼓勵。謝謝你們的接納和
包容，使我更深地認識自己。
在整個過程中，最深刻是實習時，看著神在每個案主身上的作工，如何
讓生命中的不幸一一被轉化，感恩有幸能成為天父作為的見證人。

小時希望當畫家，卻成了建築師，現更兼為心理輔導員。比起建造宏偉的樓宇，我
最關心建「築心靈」的健康 (https://www.facebook.com/soulrebuilt/)。自己從
小就經常陷入思想及情緒的迷陣，每每愁眉不展，但感恩可透過摸索不同的藝術媒
介，如繪畫、寫作及唱歌等等，作自我療癒。數年前有機會接觸心理輔導，才驚覺
原來可以藉著這樣的方式助人，內心湧起了投身心理輔導極大的熱誠，於是便報讀
了專業輔導碩士課程。
還記起第一次上課時，那戰戰競競的心情仍歷歷在目，現在卻已然畢業。修讀輔導
的過程，感覺自己好像是一個洋蔥，每完成了一個學科，就像撕去了一塊洋蔥皮，
了解自己又多一些。驚喜地發現，自己的內心，原來這麼豐富，這麼多層次。
畢業的最大感受，是感謝、感謝、還是感謝！

數數手指，我讀這個MAPC課程共用了六年，相信我應該是最長
時間的一個了。因此我比別人的收獲更多……
一) 學懂處理自己
若不能處理自己，焉能處理到別人? 知道自己情緒由來，觸摸情緒的
底蘊，接受自己的限制，承認個人的不足，改變直至心理康健。
二) 領略何謂成長
輔導是一個 “個人成長”的歷程，人由出生一刻開始所經歷的幸運
與不幸，都是自己人生的一部份，童年我們是身不由己，無言地接受大
人世界所加諸自己身上的任何種種，無力反抗……但當意識到自己已是
“成人”時，就知道原來我可以選擇，我可以掌管自己，
我可以對自己負責任，這才是 “我”。
三) 實踐輔導功課
為何我說我比別人收獲更多呢? 因為在我讀輔導的第二年，我生下我
第一名女兒，而今年最後一年第生下第二名兒子，我是不是比別人收獲
更多呢? 哈哈哈……言歸正轉，相信這兩位孩子是我實踐輔導的最大功
課----如何讓他們學懂處理自己? 如何陪伴著他們成長?

蔡金鑾
CHOI, Kam Luen

最後要感謝學院每一位教授的付出，感恩上帝的帶領
郭燕萍
KWOK, Yin Ping
喜悅是完成人生的一個目標,
感恩是上帝啓示我讀輔導的心志,
感激是學院提供輔導專業的培訓,
盼望我能藉著輔導專業幫助有需要的人.

感謝 神，讓我在這把年紀，家庭的重擔及工作的壓力下，還可以選修並完成一個與
本身專業，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科。
感謝老師及督導的用心教授及指導，讓我得著很多很多！其實他們當中大部份也像
我一樣是兼職，為我們學生付出的背後，需要努力平衡生活各方面的需求。
感謝太太與兩名初小的兒子，三年多以來一直支持著我，期間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
外出兩三晚，未能陪伴他們晚饍、聊天及玩耍。太太同意我修讀輔導，其實需要極
大的勇氣及承擔，付出更多精神及時間去管理家庭及照顧兒子。有一次，星期天準
備離家去主持主日學及輔導小組時，小兒子忽然走過來，擁抱著我笑道 : 「爸爸，
你不要只記掛著輔導呀！要多一點陪伴我們呀！」心裡頓時又甜又酸，哭笑不得！
又有一次，大兒子臨睡前問 : 「爸爸，你今天輔導如何呀?」我對兒子的成熟和關心
有點愕然，回答說 : 「唔...... 也不錯呀！他們離開時都比剛來到時，開心多了！」
兒子笑著 : 「太好了！我也為你能夠幫助別人而開心呢！」我心裡立時一陣悸動，
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

曹建達
CHO, Kin Tat

輔導過程中與當事人同行，在其崎嶇的人生路上，擕手經歷一段奇妙轉化的時刻，
每每讓我感動不已，亦大大增強了自己對輔導的信心及熱忱。盼望繼續被 神使用，
賜予更多機會，讓我以輔導來服侍他人，幫助他們撕去一塊又一塊的洋蔥皮，去了
解自己內在已經擁有，但卻經常被忽略的優勢、經驗和能力，再利用其去面對生活
的挑戰。與此同時，也讓我這個洋蔥不斷成長，擁有撕之不盡的洋蔥皮。

三年多淬礪，蒙眾師長傳授、與同學切磋學習，讓我對神、對人、對自
己都有更深的體察，為這一切感恩！

梁碧筠
LEUNG, Pik Kwan
神學畢業之後，正考慮是否繼續進修。當時發現身邊不少人都面對家庭
和個人問題，尤其與家人緊張的關係，在情緒和生活中對輔導都有很大
需要，因此便來到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修讀專業輔導碩士課程。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單擴闊了我的視野，讓我接觸到一些以前未修讀過
的科目如心理學、社會學等，同時也鞏固了我的根基。此外，在輔導實
習中，因接觸到更多來自不同界別的生命，一方面磨煉我的輔導技巧，
另方面更豐富了我的人生，這都是超過我所想所求的！
另外，由於身為教牧，每當面談者從信仰的層面分享時，我也可以給予
適時的回應，這都令我非常感恩！
在此，向上帝獻上我的期盼，祈求日後可以藉著我的專業，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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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碩士畢業生感言
馬君蕙
MA, Kwan Wai

文詠藻
MAN, Wing Joe

輔導看似助對方能誠實地面對那個真實的自己，從而在其中找到助力，
並以正面的態度去調整這次的負面的經驗，因若不能過渡，便易成陰
影。但每當我與案主的生命故事相遇時，我也在被療傷，並從引導案主
的過程中，因而多了一份警覺力，就是傷口是有助自己再一次認識自己
的價值觀，改變的不是改變事實，而是自己的價值觀。正如可反問自己
為何一定要取100分才滿足，就算取到100分是否就是最好？彈性的底線
在哪？我真心感激在實習期間所接觸的每個案主，因他們的故事也送給
了我重要的提醒及激勵，就是忠心地持守理想、對應許的順服、對不如
人意能設最低的接受度、對逆境的反應保持正面態度。

鍾慧慈
CHUNG, Wai Chee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23:1
感謝主讓我可以進修，因為能夠讀書不是必然的。
感謝我的父母，因為他們帶我來到這個世界使我認識神。
感謝我的丈夫及兩位孝順的女兒，因為他們無限量的支持和體諒，
讓軟弱的我可以完成整個課程。
願榮耀歸神!

馮玉蘭
FUNG, Yuk Lan

導•路
起初接觸 起始感受
對方飽受困擾愁眉心鎖
心情起伏不定思緒繚亂
親情滿足不了親密渴望
友情補足不了心底孤寂
不停接觸 不斷感受
對方洞悉障礙重尋自我
發現限制釋懷舒暢自在
展現動力盼望漸露曙光
呈現關係復和滿載恩情

感謝天父帶領我走上輔導之路！在這裏，除了可以豐富知識與技巧外，
最開心是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仔。還有一班很有愛心的老師，讓
我能夠在身體諸般限制及疾病下完成這個課程，成就了不可能的可能！
我好像一個小孩子，帶著好奇及興奮的心情，繼續讓天父拖帶我 去探索
及經歷這個奇妙之輔導旅程!

越是接觸 越發感受
無窮關愛心陪伴傷痛心
無盡同理心疏導鬱結心
無求平坦路但求進深路
無懼迂迴路仰望恩典路
英敏如
YING, Man Yu Michelle
“Rejoice with those who rejoice; mourn with those who mourn.”
(Romans 12:15 NIV)
It is a journey of understanding myself and the others that it brings
changes and renewals to life.
With HIM

劉濟玲
LAU, Chai Ling Susanna
Learning in the MAPC program was a truly rewarding experience.
The tutors, classmates and everyone at HKICC have been the most
supportive. I look forward to applying the valuable teachings in real
life counseling situations. Thank you God， for everything in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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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碩士畢業生感言
李艾詩
LEE, Elsie

蘇博文
SO, Pok Man
從心出發，以愛還愛!
發揮潛能，貢獻社群!
喜樂活潑，全人正面!
靠主得勝，榮神益人!

曾錦韻
TSANG, Kam Wan

李詠欣
LEE, Wing Yan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過去兩年我深深體會到，我們要與受
助者同步，更加需要多走數十萬里路。人生難免會迷途，只要不怕退
步，恆常禱告，定能殺出血路。

魏秀芳
NGAI, Sau Fong

感謝基督教輔導學院透過課程讓我有機會認識自己更多。 我覺得輔導是
助人助己， 不但幫助受助者在人生中得到支持和成長， 更透過與受助
者分享生命，讓自己對人生認識更多。感謝主讓我有作輔導員的使命，
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生命影響更多生命，幫助他人活出神所賜予的生命
色彩。

Time flies. From wondering if I am capable of taking up the MAPC
degree to completing it within 2 years, it is so amazing. I have to
thank God for leading me to study the program and giving me
the ability to finish it. During the study, I have gone through lots of
self-reflection and self-awareness, leading me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yself that rewards me with continuous personal
growth. All of these are out of my expectation.
With the skills that I learnt from the courses, no matter as a volunteer
or as a second career, I hope I can help others. I trust God will
continue to guide my future, and I am good in His hands.
Last but not least, I have to thank HKICC for offering the MAPC
degree in Hong Kong that it has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program in my home country. May God continues to shower
HKICC with His blessings.

葛培理牧師勉勵基督徒做個真正的VIP - 有Vision, Integrity 和Presence
of God的人 , 但願自己和同學們同樣能在主的幫助下，成為有心有力的
VIP輔導員! Yeah!

黃卓敏
WONG, Cheuk Man
「原本單純地為了裝備自己而修讀這個課程，但現在回想，這個課程也
幫助了我渡過了人生艱難的時候，為此非常感謝神的安排及預備。也感
恩我能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師，感謝他們悉心的教導。他們的生命也是美
好的見證，成為我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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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碩士畢業生感言
王潔心
WONG, Kit Sum

在學院三年的學習生活是愉快和有啓發的。除了輔導知識有增長外，最
開心是能透過不斷學習對自己有所啓發：整理生命，調節生活節奏，繼
續奔跑人生旅程。學海無涯。

葉文靜
YIP, Man Ching Connie
本以為幫助別人，所以報讀輔導；但現在才深深明白，輔導乃是助人自
助的課程。感謝神的呼召，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認識自己，逃離過往
的枷鎖，以致能剖析自己的問題，透過學習輔導，個人成長了不少，因
而更能回應和事奉神，有力的幫助和安慰別人，正如神當天對我的呼
召，「去安慰憂傷的心靈吧! 」。
在此，感謝學院每一位導師，用心的教導，而學院的 「使命宣言」，亦
是我當天報讀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畢業生感言
首先，十分感謝愛我的主！沒有祂住在我心裏，就沒有今天的我。我亦
衷心多謝我的丈夫！如果沒有他經濟上的支持、沒有他在我上課的日子
照顧兒女，我不能完成輔導學的學士課程，真的感激不盡！感謝我的一
對兒女，他們不單體諒我照顧不周，還分擔家務，讓我安心學習，並且
喜見他們的成長。最後，多謝各位恩師-，多謝你們的悉心教導、包容和
體諒，使我在無壓力下開心學習。多謝各位曾合作做小組功課的師兄師
姐，多謝你們的付出和寶貴意見。
五個寒暑不經不覺溜走，充實而滿足的日子總過得很快。這五年雖有困
難，一方面要兼顧家庭，另方面又要顧及學業；然而，靠著神，祂賜給
了我力量去完成祂喜悅的事。過程中，我亦學會更依靠祂、更相信祂的
大能。
我希望日後被神大大的使用，服侍人、獻給神成為活祭。更希望我能學
像耶穌，關懷有需要的人，成為他們的同行者；更願與喜樂的人同樂，
與哀哭的人同哭。願主大大祝福學院，成就更多輔導員。

從被輔導到學輔導
馬太福音十六章26節，『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
處呢？』六、七年前，那時我的生命是在人生最低谷時間，病患亦讓自
己情緒低落陷於抑鬱； 因情緒不穩需要倚靠抗抑鬱藥，也曾接受輔導，
心想錢也是一樣要付，為何不尋找一些輔導課程學懂自己幫自己呢？在
這段期間，接觸到一個朋輩輔導課程，原來神早已為我預備一切。此課
程原來是學院與這機構合辦，是為了幫助新界西有需要的居民，同時我
也認識了輔導學院的同學，透過她才知這間學院有學位課程，感恩我今
天不單能和丈夫一同畢業還有這個同行者。
 竟學士課程學院也是有一定要求，
畢
對放下書本多年的我是有一定難
度。另一方面，車程也成了我學習的障礙，在上學初期，很多時暈車
浪，本身已耳水不平衡令我更加辛苦，所以在上課時感到不適，艱辛的
日子終於過去，身體才開始適應。
感謝丈夫每一科都陪我渡過。感謝神！今年在未有預期之下能和朋友、
同行者也一同畢業，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多謝家人們的支持， 若不是神
的恩典， 相信我不能走到今天。感謝學院和導師，在學習過程中使我同
時得到醫治！畢業了！在未來日子，無論教會事奉或工作崗位上，願我
學以致用與有需要的生命同行！
詩篇廿三章 ：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為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水邊。
祂使我靈魂甦醒，為己名引我走義路，
我雖行過死蔭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杖你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福杯滿溢。」

陳秀明
CHAN, Sau Ming

陳蕙瑜
CHAN, Wai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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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輔導學學士畢業生感言
陳映晴
CHAN, Ying Ching
感謝神的恩典和一直以來扶持我的弟兄姊妹，我終於來到了畢業的這
一刻，心裏萬分之興奮。多謝老師們帶著熱心和熱誠的教學，加上能
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同學，更成了朋友，真的很高興。
我在神面前的異象，是要成為「好撒瑪利亞人」。輔導能幫助一個
人從心靈創傷中，得著醫治。而主耶穌基督就是至大的拯救和醫治
者，也教導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主在地上體恤人一切的需
要，同樣地也教導我如何體恤別人的一切狀況、幫助別人，成為真
正的「好撒瑪利亞人」，將基督豐富的愛顯明出來。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自己。』( 路十27)

神．又要愛鄰舍如同

輔導，是助人的歷程。對我而言，輔導所助的「人」，是我自己本身。
四年多的學習，帶給我除了是知識和技巧，更多的是生命的成長。這四年
來，一天一天見證自己的成長，一次一次看到自己的改變，一切是多麼來
之不易，但也無比珍貴。

莊禮崇
CHONG, Lai Sung

感謝學院老師們的教導，你們的生命，是我成長的模範。吸引我學習的，
不是導師們的知識或地位，而是他們生命的力量及信念。他們對「人」的
在乎，對生命的執著，對專業的堅持，是我希望能學習的。
輔導讓我走進自己和別人生命的深處，讓我對「生命改變」有了不一樣的
看法和盼望。「生命都有改變的潛能，欠缺的只是方法及愛」，是我自己
的輔導格言。期望今天的學習，不只停留在自我滿足之中，更能成為別人
的祝福，以我微小的生命，去成就上帝的心意。

何天祐
HO, Tin Yau

張皓莊
CHEUNG, Ho Chong
這五年的日子真的不易，不過在過程中又找到珍貴的寶藏，不止是知
識或技巧，更是每一個同學的經歷及分享，都會是很珍貴的寶藏。
「助人自助」--這是一開始的體會，想幫助別人，首先自己需要學
習被別人幫助。這幾年透過身旁的同學及老師，師姐去幫助自己發
現及建立自己。所以感謝他們對自己的委身。

我很感恩在基督教輔導學院的這三年，讓自己無論內外都得以大幅成長，
更能處理及審視自己問題。
此外，這裡也讓我遇到人生中重要的貴客、知己、寶貴的經歷，這些意料
之外的事情，都是值得的並令我非常感恩。感謝主！

輔導是讓人自由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面對自我，從而得到生命的
更新。輔導也是一個同行的過程，盼望自己在人生路上，不斷探索
及成長，更希望可以成為別人的同行者。

張巧玲
CHEUNG, How Ling
一人信主，全家都必然得救。一人讀輔導，全家都蒙恩。這話是真
實的。
在我以後的生命中，我要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要以祂的
信實為糧。

很感恩！從沒想過可以和太太一同畢業，喜悅是難以形容。當初我只是一
個陪伴者，沒想到今天原來已畢業，古人有陪太子讀書，今天的我陪太太
讀書。
由從不認識基督教輔導學院，更不認識什麼是輔導學，到今天原來畢業
了。深深感受是神的恩典帶領，早已預備安排一切，課程不單讓我個人生
命成長，同時在學習過程中裝備了自己，看似付出了很多時間，但同時也
得到很大的祝福。
在學院更認識了一班好同學與同行者共同成長，幾年來，多謝導師們悉心
教導，加上牧者和家人們的支持和鼓勵；今天終於可完成中學後已放下多
年的夢想，雖說是學士畢業，但同時亦是一個新開始，面對新挑戰。剛巧
教會定下今年是納新之年 {Year of Newness}，願我能破碎，更新成為一
個新皮袋盛載新酒，並成為神國合用的器皿。

孔昭發
HUNG, Chiu 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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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輔導學學士畢業生感言
郭倩兒
KAUR, Baljinder

不經不覺，在輔導學院就讀了十年，人生有幾多個十年！但我覺得是非常
值得的。很感謝各位「恩師」的付出，亦很感謝各位「教職員」的協助，
教我在患難中怎樣保守自己，將來亦可以用自己的經歷去輔導其他人。
回顧這十年，經歷過轉工、轉教會、親友離世及患上癌症等等，當中的身
心靈都經歷過巨變，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親友的支援及學習輔導，我想
我都捱不過了。
最初學習輔導是想幫助人，原來自己都未處理好又說甚麼幫人！所以多年
來都在認識及探索自己，尋求更新及改變，能承載自己才能承載別人。
學習輔導讓我更了解自己及別人，多一份體諒及憐憫，相信認識自己是一
生之久的事，並相信在患難裡更能認識自己，期望了解自己後能發展自己
的強處，突破自己的弱點，接納自己的限制。

在這三年的學習裡，學院提供了不同科目讓學生選擇修讀，使我在很多
範疇上得到知識。我更感謝老師們的教導，他們亦師亦友，讓我可以在
輕鬆氣氛下努力學習。老師們除了教授知識，也分享他們的職場經驗和
人生經歷，使我獲益良多。

梁潔瑩
LEUNG, Kit Ying

「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 災難來到，如同暴風； 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
上。」(箴言一27)。
有誰可避免患難呢！學習多年，現在的我，面對人生各種困難，至少能坦
然面對各種情緒，然後積極盡力去面對，縱然困難始終解決不了，相信最
重要的是面對的心態：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
四23)。
林寶恩
LAM, Po Yan

我患重病後更加感到人能掌握的有限，唯有神掌管萬有。不知生命去到何
時！只想此刻活好自己，希望繼續鑽研「輔導」，在這位份上祝福別人！

時間充充過去，轉眼四年了
回想剛剛讀書，只係一張白紙
現在吸收了許許多多智識
感謝老師的教導、教會的支持
願畢業後繼續實踐輔導
助己助人

劉寶汶
LAU, Bo Man Joyce

梁立志
LEUNG, Lap Chi
感謝每位導師教導！從生活事件，到引入理論，再配合手法，每段講論
都富有導師的經驗，所以衷心感謝每位導師的教導！
在修讀期間，輔導學改變我的態度，從常常以為確定的見解，變成相
信總有未知的空間，使人不會過快判斷斷定事情。輔導學也改變我對
自身弱點的回應，從否認性的合理化，變成承認和認識，使人少嫌棄
多恩慈。

修讀輔導前的我:
»»曾經認為自己讀輔導可以幫助別人，多麽的自我自大!
»»曾經用自己的價值觀論斷別人，多麽的自以為是!
»»曾經認為自己通情達理，明辨是非，多麽的驕傲自滿!
»»曾經缺乏耐性，不懂聆聽，多麽的自我膨脹!
感謝
主引領我認識及選擇基督教輔導學院，勇敢地報讀輔導學士。在
六年漫長的學習過程中，多謝老師耐性的教導，同學慷慨分享，關愛同
行，更感謝 主賜下列經文讓我開始探索自己，檢討自己，改正自己，使
我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不用擔心畢業後的方向， 主在大憑呢！«««
馬太福音：「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夠了。」(馬太福音六33,34)
「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
孫的。」(申命記廿九29上)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
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後書十二10)。
畢業亦是開始，用新的世界新的視野，新的態度繼續我的下半生!
求 主賜我信心，謙卑耐性地活出基督樣式!

利卓賢
LI, Cheuk Yin
轉眼間三年的時間過去了，當中經歷了不少人和事，有開心的，也有失
落的。感恩在整學習過程中能認識到一班很好的同學們，在學習困難中
互相扶持。感謝各位導師每一科的悉心教導，讓我所學到的知識比預期
的還要多。盼望自己能夠繼續裝備成長，成為上主的僕人。願一切榮耀
頌讚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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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輔導學學士畢業生感言
李曉程
LI, Hiu Ching
「感謝主，讓我們相知相遇。」

很高興有機會在輔導學院渡過了三年多的學習時間，回想當日報讀課程
時，心情戰戰兢兢。因為對我而言，過往我並沒有接觸輔導學，加上香
港還未有輔導員的認證制度，但因為副學士的成績未如理想，便要考慮
其他出路。但神總給我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

施恩傑
SZE, Yan Kit

首先，在學習的過程裡，我竟然從不同的學科和性格測試中，深入透徹
地了解到自己的性格。無論正面的、負面的，或是我希望在人前塑造出的
性格，都非常立體地呈現在我面前，這是過往從未有機會的了解和整合。
除此之外，在學院裡遇上了一眾好老師和同學，都令我的校園生活十分
精彩。同學間會互相幫助，在每一次的專題學習中，大家都非常投入地
完成不同的任務，例如撰寫報告、預備匯報、模擬治療過程等。我們的
關係，除了工作夥伴外，我們亦會彼此分享大家的需要，互相守望。至
於導師方面，他們都會把電子版的筆記，用電郵傳送給我，即使我的視
力狀況有所限制，我的學習也是非常順利。當然，還要感謝歷任同工的
配合，為我署理許多校務。
盧鈺清
LO, Yuk Ching

回憶開始讀輔導時，純粹對此有興趣和工作上有幫助。原以為幫助別
人，但經過數年，發現其實最大得益及幫助的正是自己，對自我成長及
與人溝通都獲益良多。在此多謝各導師用心指導，使我對輔導認識不
少，盼望能助人自助。畢業在眼前，最深體會無論有學識，技巧多少，
最要緊的都是對人有「愛」；是基督的恆久，無比忍耐，捨己的愛。因
只有這愛才能包容、接納，及改變一切；如經上說：「在愛中建立自
己」；願我心常存基督的愛，實踐所學。

蕭沅珊
SIU, Yuen Shan
回想起，第一天來到輔導學院讀書時，就像是昨天一樣，三年的光陰一
眨眼就過去了。在這三年裡，我除了學到與輔導有關的知識外，也認識
了很多同學，我們在讀書期間不斷互相學習、互相鼓勵，一起成長；同
時也遇到很多對教學、輔導有熱誠的老師，他們對我的悉心栽培，更令
我獲益良多。
我希望可以把我所學到的應用在將來的職場上，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讓他們變得不再一樣。

最近，令我非常意外的是，神竟然給我一份全新的關顧工作。若果沒
有修讀這個課程的話，或許我未必有相應的技巧應付。神就這樣，在我
身上成就了這個今天我才明白的計劃。未來，或許我們不清楚前面的道
路，但更要倚靠主。

鄧仲鏗
TANG, Chung Hang
在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已讀了五個年頭，當初從接受別人的輔導至當上
輔導學院學生到現在，畢業了，自己也感覺到改變了很多。
現在與家人、同事、教會團契弟兄姊妹溝通多了一份明白和體諒，學懂
了與他們同行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最奇妙是當經歷逆境時，會學習了解自己的情緒，學習如何幫助自己走
出負面思想。
在學院中所學到的知識，當我能應用在身邊的肢體時，心裡有一份喜悅
的感覺，感到自己沒有選擇錯誤，讀這個課程做助人者的工作，明白到
說話的藝術，真的需要努力去學習。
現時在一間戒賭中心學習，期望能將學習得來的，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
人。感謝各位老師悉心的教導，感謝公司的同事讓我調假，使我能有足
夠的上課時間，感謝同學們的鼓勵和包容。其實，我很享受大家一起作
個案討論和分組討論的時刻。也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兩個兒子給我相
當大的動力，因為身為父親的我也很需要做一個好榜樣。感謝主，沒有
神的賜福和幫助，相信我不能完成這課程，更不能成為一個有素質的朋
輩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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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輔導學學士畢業生感言
蔡玉芬
TSOI, Yuk Fan

2014年十月，由「基本輔導技巧」一科開始，每學期修讀兩至三個學
科，日間工作，晚間上課，轉瞬間就這樣完成我的學士課程，到底是什
麼驅使我報讀輔導課程？
當年在教會和工作的地方，分別遇上患抑鬱症的弟兄姊妹和同事。他們
除了在情緒上受到困擾之外，都因此病症影響了正常的生活，包括工
作、家庭及教會等。以往，雖然我有頗多的機會接觸有情緒困擾的人，
可是當面對患了此病症的他們時，感到有點束手無策，更發覺因自己未
能充分地了解他們的狀況而感到十分的無奈。於是就算工作上如何忙
碌，也很希望利用工餘的時間，吸取一些輔導上的知識和技考，務求能
夠更加全面地與有需要的人同行。

回想踏入輔導學院進修的一刻，仍然歷歷在目。在這四年進修生涯中，
感到滿是恩典；享受課堂之學習、樂趣及挑戰，感受享受多於付出。同
時，在學習過程中，無論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令我開拓新的領域，更
對人多一份體諒及同行﹗此外，學院結合基督教的元素，使我們從信仰
的領域明白輔導與信仰的關係，讓我們帶著使命進入人群，學習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與受助者同行。在此，感謝良師益友，學院講師親切
感、體諒及細心令我感動；同學們的認真學習態度令我欽佩。最後，感
謝丈夫及兩位女兒的包容及支持，才能完成「學士課程」呢！願將一切
榮耀頌讚歸給天上的父親！

楊倩影
YEUNG, Sin Ying

我跟絕大部分的畢業同學一樣，在學習的過程中，體會到在未曾幫助別
人之前，最先受益的，就是自己！
畢業過後，我會不忘當初的志向，在擁有這四年學習得到的知識基礎
上，努力實踐與人同行的理念。

黃寶玲
WONG, Po Ling Dora

It has been a long eight years, but here I am at my very own
graduation. Regardless to the ever rising challenges in life, taking
each step slowly, and instead of hiding in a shell like a turtle, I rise
up to greet my challenges. You may ask why I have chosen to take
up Christian Counseling. The program that I am graduating from is
a field of counseling that integrates psychotherapy and theology.
It has offered m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my personality with
an emphasis on Christian beliefs, biblical doctrine and faith-based
values. The teachings that were given at HKICC had benefit myself
and my family. Christian Counseling. Today, I am proud to say that
I have grown so much that I am so different from the person I once
was when I first entered school.
The achievement that I have earned today is the sum of my hard
work, the huge support from my family and the encounter of
guarding friends who must have been angels sent from God. My
special thank you to my teachers who have been selflessly sharing
their time, talent and knowledge with us. Again, I wish to thank my
family, for their ultimate support in many different ways that they
made my dreams come true. Many thanks to my friends, for being
such a good listener and adviser who kept me on the right track.
From this day onward, I will follow my passion, stay true to myself,
and I trust that God will guide me. “Seek his will in all you do, and
he will show you which path to take.” <Proverbs 3:6>
To me, this graduation is like a baby’s first step; it is only the
beginning, not the end. I will take all that I have learned so far and
keep on sailing through the journey of life with a vision before me.
May I be used as part of God’s plan.
Never stop learning!

自從2013年在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攻讀心理輔導學學士課程，便引領
了我邁向人生新的一頁。 這裏不但令我學習到心理輔導的知識，更重要
明白到基督的愛結合了心理輔導後，竟讓我得著整全生命的醫治，從而
也打開了和別人溝通的心。
回想入學當初，個人成長課程中的「人生宣言」，現在也開始逐步實
現。而我的其中一項「人生宣言」：是我不要按著自己心意而行，要按
神的引導前進，用「sorry，對不起」這句說話，作為醫治事工的工具，
使人得益處。
2018年的3月23日，在主引導下，得到懲教署更新組支持，作了發起人,
組織了「Say Sorry代言行動 」福音服務隊。透過「對不起」這句話，向
監獄裏的囚友，作道歉行動，使他們被傷害的心得醫治，並用身心鬆弛
治療法，使囚友得釋放的同時，也讓他們省察自己傷害別人的行為。
滿心感謝早在5年前修讀之初，有機會同時在新城電台FM. 99.7 資訊台，
主持《sorry，I love you》關顧情緒心靈的節目，令我有學以致用的機
會。更藉此機會多謝院長葉大為牧師，在節目中的《情緒學堂》環節，
向廣大聽眾分享情緒知識。
另外，在督導實習課裏面，作為輔導員的我，因而認識了其他生命的難
處，這教我回望自己過去，發現當中看似逆境的事情，原來是為了現
在，了解别人情緒而準備的寶庫，使我豁然開朗。
感謝各位老師傾囊相授,我會繼續修讀碩士課程, 願神給我智慧及力量,走
前面的道路。

胡巧香
WU, Hau Heung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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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士學位(基督教輔導事工)畢業學生感言
陳利成
CHAN, Lee Shing

何天慧
HO, Tin Wai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 所以我心中
歡樂， 我必用詩歌頌讚他。
詩篇 28:7

感謝主，我又完成一個學習階段了。在就讀期間，曾多次被問答及：[你
為何會讀這課程呀，不是已經有碩士學歷了嗎？]
當多次被問及時，我更加發現自己去選讀這課程是正確的。

在學院就讀NBC課程的這一年，十分感謝學院老師的悉心教導及協助，
特別這個網上課程是第一次進行，對大家來說都是一項新的挑戰，但老
師們在過程中給予我很多的幫助，讓我能完成這個課程。而學院的老師
每次更會向我分享很多案例，讓我在輔導方面可了解更多，相信這些分
享在我日後的工作能有很多的幫助。

羅曉嵐
LAW, Hiu Nam Ivy

陳樂怡
CHAN, Shirley Lok Yee
感謝天父讓我能讀NBC這個課程，對於輔導我有更多的反思。最珍貴的
我認識了一班很好的同學，並且一起渡過了這段艱辛的日子。

因為我曾向神禱告，盼望裝備運作基督教輔導事工的知識，以助配合管
理輔導機構。就正如經上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
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
應允他所求的。(歷代志上 4:10)
感恩神的應允，讓我能裝備，在就讀時不單單能溫故之新，也能好好學
習輔導事工的運作，就連機構管理都能學習。這課程中的裝備，不單擴
張了我的目光，更突破了一些心中的限制，整合神學、輔導及營商管理
的領域。
竇偉倫
TAU, Wai Lun Alan

2016年是我人生中最艱辛的一年,由於本身工作的需要輪班,再加
上密集式的課堂學習, ,至今所有一年來的努力還在歷歷在目。雖然過程
不容易,但確實獲益良多,得到講師的悉心教導和講解,有班同學的鼓勵,讓
我們由陌生人成為同學再變為朋友,最終一起畢業。
感謝神的加力和保守,讓到我可以畢業,感謝我女朋友,現在的太太的包容
和體諒,還有感謝同事在工作上的調配。
期望所學的將基督教信仰和輔導結合,榮神益人。
哥林多後書一章4節: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梁潔瑩
LEUNG, Kit Ying
NBC課程的那一年，學習過程既充實又刺激，但都一一經過了。課程
幫助我在輔導和信仰上增加了不少知識和反思機會。與導師和同學的互
動，彼此學習，更讓我覺得知識和感情一樣可貴。在此也感謝導師和同
學的幫忙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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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士學位(基督教輔導事工)畢業學生感言
顧媚媚
KOO, Mei Mei
感謝主，讓我完成了第一屆的NBC課程。回想這一年的修讀，由轉用新
的學習模式 --- 使用NBC的網上系統來收取教材及上載交功課，每星期交
不同功課，也要回應同學上載的功課，這些都是新鮮的體驗。但在學院
良好的安排下，每星期有優質師資的講解教材及怎樣做功課，也締結了
一班志同道合及滿有愛心的同學們，在互相扶持下讓這個懷著戰兢心情
的我容易吸收這個優質的學位課程內容，在接近課程完結時竟有依依不
捨之感！因經歷過新挑戰及學習後擴闊了眼界，使自己在生命成長及學
歷上有更豐富的一頁呢！

曾佩雯
TSANG, Pui Man May
我感恩神透過家父丶家母自小培育我努力學習和進修的心志。
我感恩神透過黎振滿牧師引領我來到輔導學院學習和接受裝備。
我感恩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和用心教學的導師。
我感恩丈夫對我的學習和裝備多年來從不間斷地有多方面的支持。
我感恩神給我機會作一個好榜樣，
以身教讓我五個孩子明白不斷學習的重要。
我非常感恩神給我豐豐滿滿的恩典和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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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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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雨之聲」走訪世界各城各鄉，拍攝真人真事見證，
透過電視、電台、報章、電子網絡等大眾媒體，將基督
福音的真理傳遞給各地華人，燃點人間希望！

誠意邀請你Like恩雨之聲（香港）facebook
專頁，了解最新動向；並下載「恩雨移動」，
隨時隨地收看真人真事見證。

www.sobem.org.hk

2314 4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