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曾經跟一些教育界同工交談，認識了一些對教育
甚具理想的基督徒校長，他們的理想就是要培育上帝交托他們
手中的孩子，成為愛神愛人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感受到教
學理想的重要，有如列車的火車頭。一間學校以六年或是十二
年時間，到底可以培育出一個在信仰、心志、品格、為人和學
術能力上怎樣的人？過去我曾參與一間由幼稚園、小學至中學
一條龍式教學的學校之教師和部門主管培訓，校長是個具有異
象使命的人，他致力促使上下一心，塑造年青新一代，所以十
分重視異象和整體教職員訓練。
	
	 早前，美國堪薩斯衛斯理大學“Kansas	 Wesleyan	
University”前任副校長盧榮博士(Dr.	 Wayne	 Lowen)訪問本
院，我有機會與他深入交談。他分享了一本書“From	Good	to	
Great”的要點，就是教學除了有異象和理想之外，更要具備
實務上的知識和方法。曾經有人研究一些公司或企業不能發展
至強大的原因，就是缺少了以下元素。（一）專注的領導：領
導人專心一意的為公司盡力，願意作出個人犧牲。（二）知人
善任：使用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三）靈活性：靈活地
發揮不同員工之長處。（四）面對事實：找出那些事做得對，
那些做得錯。（五）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不可因為認為「很
好」而不追求「更好」。（六）衝突處理：成功企業的主管願
意花時間在員工的衝突處理上，務求建立更好的團隊。盧榮博
士之見解使人茅塞頓開，問題是我們能否做到以上六點。我認
為這些原則同時亦能使用在學校、機構和教會上，就是除了按
聖經真理教導之外，更可以使用以上「中性」原則使之成長。
	
	 另一方面，教育除了要有異象和理想外，更需要具備
「上帝的教育意念」。聖經以弗所書四章十二至十六節說明了
上帝期望我們如何成長。「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
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
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
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
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
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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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即是擁有聖經的真理
基礎，不被異端邪教誘惑，並能在教會中與他人互相配合，適
當地鼓勵和造就人，使人被建立和成長。我想，這些正是輔導
學院過去十一年來所作的事。因此，我們除了擁有心理輔導的
知識，也需要成為「有心人」。這個「心」不單是教育的異象
和理想，而是一個「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腸。「上帝的教育
意念」是要我們培訓心理輔導的「有心人」成為人神合用的器
皿，並且使用在教會中，透過彼此的幫助來成長。
	
	 為了造就更多「有心人」，學院也不斷在成長之中。
我們的基督教輔導學學士課程可以再加讀一年美國拿撒勒聖
經學院(Nazarene	 Bible	 College,	 NBC)最後一年課程，便可獲
得一個獲美國教育部及國際認可學位。在全日制學士學位課
程上，學院招收了新一屆學生，已經於十月初開課。另外，
我們更有全美國第二大基督教大學阿蘇撒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APU)代表訪問本院，並推介如何以美國認
可之學士學位，申請入讀該大學之臨床心理學博士(Doctor	 of	
Psychology)課程。未來，透過學院與北美各基督教大學的聯
繫，將會有更多大學代表到訪。另外，我們與美國奧利弗拿撒
勒大學(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ONU)關係密切，與他們合
辦之專業輔導碩士將會繼續不斷，並正探討未來之新發展。
	
	 講師方面，新學季已經有兩位新講師加入，分別是負
責校務行政和教學的朱子軒先生，及全日制學士課程班主任曾
澧喬先生。他們均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社會工作碩士，
是註冊社工，深信他們的加入會使學院的教學及行政工作更加
成熟及踏上新的里程。
	
	 總括，輔導學院並不是要成就我們自己的理想，而是
要跟隨「上帝的教學意念」，就是要培訓更多天國輔導員，不
論是年青人、成年人，學士或碩士畢業生，都能走在上帝國度
中的前線，隨時隨地幫助在心靈和情緒上有需要的人，就是「
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歡迎與我們有共同心志的「有心人」
，加入我們的大家庭，一起成就「上帝的教學意念」。

成就上帝的
         教學意念

      院長的話



 曾澧喬老師及朱子軒老師，是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的新面孔，也是年青一代，
為學院注入青春活力，更為日校同學帶來新氣象。兩位老師同是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
工作碩士，過往也在教育機構及學校服侍多年，經驗豐富。兩人不約而同，在今年投
身輔導學院的大家庭，並擔任不同職位，共同為主作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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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澧喬老師及朱子軒老師                           

神所恩領的青春活力
       為學院帶來新氣象

      老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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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軒老師畢業於英國	 De	 Montfort	
University公共行政學士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
社會工作碩士，一直於教育及非政府機構從事輔
導及福利工作，對學生工作充滿熱忱，更擔任駐
校社工多年。今年承蒙感召，在上帝的帶領下，
來到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擔任課程主任，日常需
要處理學院學士及碩士課程安排、更需要與不同
的講師聯絡、並安排學生實習等行政事務。

	 朱子軒老師雖然日常校務忙碌，但仍不忘
參與教學工作，九月開始執起教鞭，任教日校的
青少年問題科目，期望透過教育工作，發揮生命
力，推動更多人了解及明白社會問題，成就更多
有心人成為助人者。更希望透過教學工作，增加
大眾對精神健康的了解，促進更多助人者能以生
命影響生命，將神的愛和祝福帶給更多有需要的
人，積極正面影響社會。

	 曾澧喬老師自少於加拿大讀書，並在加
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完成心理學學士學位，畢業後
回港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修讀社會工作碩士課
程。由上帝的帶領下，他曾在不同的職業磨練。
初回港時，他曾擔任自閉症治療師，主要處理幼
兒，因應兒童的固執、重複性行為，作出不同的
改進訓練，循序漸進，讓他們掌握一定的自理能
力、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改善情緒及行為問
題。曾澧喬老師從中獲得了很多難忘的經驗。

	 其後他更有機會參與新來港學童適應課
程，更在不同的邊境學校了解到許多跨境學童
的上學生活。也正當看到香港學童的需要，讓
他毅然決定踏上教育及輔導之路，起初是於預科
書院擔任高考老師、其後進到毅進學院擔任駐校
社工。現於香港專業教育人士協會擔任心理輔導
員，並於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夜校班任教心理學
科。九月更接受新挑戰，擔任香港基督教輔導學
院日校班的班主任，在神的帶領下，照顧潛能無
限的青年人，與他們同行。

曾澧喬老師 朱子軒老師



身來港面授，同學們均要以全英語的環境上課、交
流及分享，這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雖然有許多困
難，但輔導學院也希望成就學生，提供很多協助，
包括安排同工和義工幫忙翻譯及協助同學運用網上
系統等，大大令同學們減低學習困難，更有效了解
及掌握知識。

	 蒙天父恩典，每位學生十分享受課堂，也
很用心聆聽林光達博士(Dr.	 Terry	 Lambright)的講
課，除了上課當天外，同學們更要提早預習，完成
閱讀，及後上課時小組討論。雖然有緊張，但大家
都很投入，更在林博士引領下，同學間彼此分享內
心世界，彼此扶持，彼此勉勵。當中最重要的是這
班同學將會在未來一年共同進退，每一科均會共同
上課，直至完成「文學士學位	 (基督教輔導事工)」
整個課程。

	 最後祝願同學們在未來一年建立更深厚關
係，彼此扶持，向著那美好的標杆直跑！

	 第一屆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Nazarene	
Bible	 College)「文學士學位（基督教輔導事工）
」於十月九日正式開學，由美國遠道而來的聖經學
院輔導系系主任林光達博士(Dr.	 Terry	 Lambright)
，他乃美國丹弗市科羅拉多大學教育革新哲學博
士，為科羅拉多州註冊專業心理輔導員，現為美
國拿撒勒聖經學院輔導課程總監，今次到港執教
第一科《Orientation	 to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

	 基督教輔導事工文學士學位，是一個遙距
課程，同學們需要帶同手提電腦上課。所有課堂大
網、上課筆記、成績報告、上課註冊及提交功課，
均需要透過由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為我們開設的獨
立戶口去接收及遞交。但最特別的事，是戶口內有
一個位置是讓同學們寫上需要代禱的事項，讓美國
拿撒勒聖經學院的老師及同學們共同代禱，這真是
貼心又細心的安排。

	 許多學生是首次參與遙距課程的同學，大家
都遇到許多難處，正因為是第一屆學生，也無法向
其他同學查詢，緊張是少不免的。除了遇到電腦技
術上的困難外，也需要同時面對語言的困難。因為
第一科是由林光達博士(Dr.	 Terry	 Lambright)	 親

      新聞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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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媽見證分享                                   
	 今期專訪，我們特別找來一位家長作嘉賓，她就

是本院日校二年級的學生家長「JB媽媽」。

	

	 當我與JB媽媽會談的時候，她給我第一刻的感覺

是一位很溫柔的女士。我們一坐下來便彼此傾談著，訴

説天父爸爸在學院及自己生命的作為。

	 原來JB媽媽也是在近兩年才認識輔導學院，是她

一位好朋友，也是本院碩士生，所介紹下認識。	JB	媽媽

述說著：「有一天，她的好朋友為她送上一本輔導學院

的畢業特刊，直到回家後仔細一看，便被學院的異象所

感動了，	 因為她看到香港有很大的需要，學院將基督教

信仰結合心理輔導專業知識，便更能影響香港更多，正

當這時她更看到有「日校課程」，立時她便心裡想著：

「若JB願意報讀便好了！」

	 於是，她便向仔仔作出邀請，那時JB的第一個回應

是	:「不，沒興趣！」，最後她也只好將此事放於禱告中。

JB媽見證分享                                         今期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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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媽媽形容JB是一位熱切禱告的青年人，也非

常熱愛足球，自少便就讀於國際學校的他，中學時期

獲入選成為學校足球隊成員，一直也盼望成為職業足球

員，在完成中學課程後，獲得父母同意，給他年半時間

分辨報讀大學還是繼續留在職業球隊受訓。基於JB在高

中畢業時，曾領受神的囑咐會留港升學及發展，而JB

亦深信按著自己的中學成績，進入大學，應不太困難，

所以JB選擇繼續受訓並更積極和全心投入足球訓練，同

時也尋找本地大學學位。直至及後因著香港足球發展的

長遠支援不足，加上他報讀的那所大學回覆表示不獲接

納，這也令JB慢慢重新思想，並求主指引他應走的方

向，神的帶領也隨之發生。

	 因著有一天JB媽媽的好朋友（上面提及的碩士

生），邀請JB所屬教會牧者的兒子	Danial	來參觀輔導學

院時，Danial	 深深被感動，更述說這裡的課程很適合自

己的好友，而Danial	的好友正正是JB	。



後現代文化與後後現代信仰講座

創世電視已將當日的節目紀錄下來，並將會在12月24
日首播；講座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創辦人梁燕城博士主
講，探討後現代文化如何形成，由各思想家如理奧泰、
德理達，到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到當代酒神形態的
自我中心主義與狂歡文化。同時探討後現代新宇宙觀與
上帝的關係，及從情際關係重建的後後現代神學。

講座將會於創世電視播放，頻道為有線電視15台、now
寬頻電視545台及香港專頻bbTV 719台。

首播時間：
24／12／2015（四）2:30pm
以下為重播時段：
26／12／2015（六）5:30pm
3／1／2015（日）2:30pm

21世紀青雲路

望子成龍，平步青雲都是眾多家長對子女的普遍願景，
然而時移世易，上一代的成功原素對今天的世界又是否
完全適用？廿一世紀科技及資訊發達的知識型世代，我
們的孩子又應該如何裝備才可以乘風破浪，活得精彩？

本院邀請到前沙田培英中學校長，本港資深教育學者- 
邱藹源女士主講「21世界青雲路」,對象為家長、青少

年工作者及對此題有興趣之人士。 

日期：2015年12月06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九龍塘廣播道四號地下南亞路德會靈恩堂
費用：全免
報名：請瀏覽本院網頁www.hkicc.edu.hk，
         或致電2770-3669向本院同工報名留座
        （先到先得）

      最新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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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已是二年級生的JB，透過媽媽的分

享及形容，JB的生命變得更趨成熟及冷靜，與人

相交也更體會別人的處境，作出合適的回應。課

程除了訓練學生成為助人者，更重要的是幫助學

生 檢 視 自 己 ， 建 立 自 尊 ， 發 揮 神 受 命 定 的 生

命力。

	 當我聽完這見證後，也被激勵了，希望

透過這生命見證，激勵更多的人，願意踏出第一

步，將生命前路交托於禱告中，神必然帶領，擴

張你的境界。

	 後來JB聽到自己的中學同學兼好友及多年一

起禱告的伙伴Danial所說，便立刻回應，向媽媽表示

有興趣認識基督教輔導學院的日校課程。其後，JB

相信這是神的心意，因為他看到神為他關上了門，卻

為他開了另一扇窗。當JB媽媽經了解後，也不禁讚

歎主奇妙的作為及恩典帶領。

	 當然JB的入讀也遇到語文的困難，感恩的是

神也為他預備了同學及老師幫助他面對用中文的學習

困難，同樣的是JB也幫助到許多同學面對英語的困

難，彼此配搭，互相幫助。



      學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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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20日：上午九時半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學院與美國				

「奧利弗拿撒勒大學」聯合主辦了	 “Global	 Education	

and	 Kingdom	 Business”	 研討會，出席嘉賓包括商會，

法律界、會議展覽業、資訊科技、金融服務、社會企

業、國際教育、大專院校代表等，各人熱烈分享討論如

何參與及培育在職場上和專業上為神的國事奉，在世界

各地，在不同領域為主作鹽作光。

20日：中午十二時於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演講廳舉行				

《以色列文物展》，感謝本院榮譽博士譚明達博士借出

珍藏作展覽。同日下午三時更舉行本院第八屆畢業典

禮，晚上並舉行畢業典禮聚餐。畢業典禮歡迎各界人士

參加，共證主恩。

21日：美國「奧利弗拿撒勒大學」(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教授史戴爾博士Dr.	 Dale	 Smith來港授課及主

講講座，名為Seminar	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2日：本院邀請了譚達賢先生與陳淦濱先生，為學生們

分享職業導向講座：「打拼社交媒體」--	運用社交媒體開

創你的輔導事業。

七月

3日及14日：院長葉大為牧師及講師曾澧喬先生分別獲得

馬鞍山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及救世軍石湖學校邀請主講	

“Self-discovery	 Workshop”及「基督化的個人成長與生

涯規劃」講座。

20日：是本院與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Nazarene	Bible	

College)「文學士學位	（基督教輔導事工）」課程簡介會，

於油麻地校舍舉行，約有20人參加。

22日-26日：美國Cairn	University	副校長Dr.	 Brian	Toews

來港探訪並參觀學院設施，並與葉大為牧師、劉健恆博士

會晤，並探望香港的基督教中學。

27日：是本院的舊生重聚晚宴，葉大為牧師、吳庭樑牧

師、潘世昌博士與一眾學士及碩士畢業生聚首一堂，並於

長沙灣君好酒家享用晚宴。

八月

18、21、24日：潘世昌博士於將軍澳醫院主講“Health	

Promotion	-	Stress	Management”課程，約有120人參加。

30日：曾澧喬先生帶領一眾學生表演者，假歡欣頌基督教

會舉辦	“HOPE”音樂會，場面熱鬧，約有80人參與。

九月

11日：葉大為牧師與劉健恆博士，帶同輔導學院同工於油

麻地校舍舉辦日校課程簡介會，約有20人參與。

16-20日：美國「堪薩斯衛斯理大學」	 (Kansas	 Wesleyan	

University)榮休副校長盧榮博士(Dr.	 Wayne	 Lowen)來港探

訪並參觀學院設施，並與葉大為牧師、劉健恆博士會晤及

探望香港多間基督教中學和專業團體。

19日：美國「堪薩斯衛斯理大學」	 (Kansas	 Wesleyan	

University)	 榮休副校長盧榮博士(Dr.Wayne	 Lowen)於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主講講座，並參與由本院主辦的「認識家庭

調解」(Family	Mediation)暨「沈溺行為」證書頒授聚會。

過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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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癮的枷鎖」講座，有近30人參加，參加者均獲益良

多，滿載而歸。

16-17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做一日『輔導學院

學生』體驗營」，主講導師葉大為牧師、吳庭樑牧師、

曾澧喬先生、朱子軒先生及招永昌教練，約有30多名學

生及參加者參與。

十一月

14日：將舉辦「跑進學校做輔導」講座，幫助學生更掌

握學校輔導的工作及前景，屆時本院畢業生何天慧女士

將分享校園工作及職業前景。

未來的活動
25日：本院邀請了前任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林

偉廉牧師，主講「死亡別狂傲」講座，幫助學生探討有

關死亡的過程；死亡的意義；如何面對人生的終結及如

何牧養和關懷垂死病人和家人等課題。

28日：本院獲邀為崇真書院一眾家長及師生舉辦「北美

升學講座」，如有其他學校或機構對此題有興趣，可與

本院聯絡。

十二月

6日：本院邀請到前沙田培英中學校長，本港資深教育學

者－邱藹源女士主講「21世界青雲路」，對象為家長、青

少年工作者及對此題有興趣之人士，詳情可參本院訊。

7

20日：梁燕城博士於沙田大圍五育中學主講「後現代文化

與後後現代信仰」講座，期間基督教媒體創世電視也於現

場進行拍攝，並安排在日後公開播出。

24日：假南亞路德會靈恩堂舉行「第31屆-人生宣言大

會」，院長葉大為博士在場分享積極人生十大要訣，擊退

消沉、重拾自信秘訣等，約有100人參與。「人生宣言大

會」是本院個人成長課程之最後一堂，也為該科之小型畢

典禮，課程學員都在這晚均逐一讀出自己的人生宣言，十

分使人感動。

29日：全美國第二大基督教大學「亞蘇撒太平洋大學」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教授Ms.	 Leah	 Klingseis親臨本

院，分享「亞蘇撒太平洋大學」的使命、發展和現況，更

讓同學明瞭如何在學院取得「拿撒勒聖經學院」文學士學

位後(B.A	Min)，如何直升APU的心理學博士學位。

30日：舉辦2015-2016年度「日校開學禮暨異象分享會」，

一眾同工、講師、學生與家長50多人共同參與，共證主恩，

氣氛溫馨熱鬧。

十月

9-11日：第一屆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Nazarene	 Bible	

College)的「文學士學位主修基督教輔導事工」正式開學，

由NBC輔導系系主任林光達博士(Dr.	 Terry	 Lambright)

親身來港教授	 “Orientation	 to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Ministries”。

12日：美國「拿撒勒聖經學院」(Nazarene	 Bible	 College)

的林光達博士(Dr.	Terry	Lambright)於油麻地校舍主講「斷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第13期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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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碩士課程 MAPC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 BCC

冬季 2015      最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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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只用作本院安排以下活動之用，並不會提供給第三者作廣告宣傳用途。

請選擇服侍(可選多項)：

A.  輔導主日：
□1.個人成長  □2.品格教育   □3.父母之道   □4.合神心意的婚姻  
□5.寬恕與復和  □6.壓力處理  □7.危機處理   □8.沉溺行為與輔導 
□9.抑鬱情緒輔導  □10.身心鬆弛  □11.哀傷輔導   □12.領袖塑造
□13.基督化家庭塑造 □14.心靈及情緒健康 □15.九型人格與靈修
□1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專題講座：
□1.個人成長  □2.青少年輔導  □3.戀愛交友   □4.長者關懷與輔導 
□5.身心鬆弛  □6.寬恕與復和  □7.壓力處理   □8.危機處理    
□9.父母之道   □10.抑鬱情緒輔導 □11.生命教育   □12.領袖塑造
□13.哀傷輔導  □14.青少年輔導  □15.九型人格與性格提升 □16.沉溺行為與輔導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服務支援
□1.開發輔導工場 □2.專業輔導轉介 □3.專業輔導專題小組 

首選日期：_______________   次選日期：_______________ 預計人類：______

填妥回條後請傳真至2771 1669 或電郵至 cr@hkicc.edu.hk。名額有限，本院將以電郵或電話回覆作實並洽談細節。

回條

輔導主日/專題講座
感謝主的帶領，學院創辦至今，已超過十一年時間，我們為回應社
會各屆不同需要，特意計劃在本港不同社區以「輔導主日」或「專
題講座」的形式服侍各教會，希望透過信息分享及講座培訓，藉著
神的話語醫治心靈受創的人。講員包括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副院
長吳庭樑博士、劉文輝博士、潘世昌博士、黃秀麗女士、歐達強先
生及其他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