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的話

葉大為博士

心靈的復活
基督徒在全年各個節期中最熱鬧日子的可能是「聖誕
節」、「新曆年」或是「農曆新年」…等，但是意義最重大
的當首推「復活節」。因為「復活節」涉及基督教整個信仰核
心，也是基督徒永生盼望的所在。我們相信因著主耶穌基督被
釘在十字架上死了，為世人流出祂的寶血，使人的罪得赦，第
三天從死亡中復活，打開永生的大門。凡是相信接受耶穌基督
的人都可以得永生，與主永遠同在；就是因著信，義的代替不
義，使本來不義的罪人都可以稱為義。我們更相信因著耶穌基
督從死裡復活，凡是相信耶穌的人都可以肉身復活，得著與基
督一樣榮耀的身體，進到永恆裡去。這就是福音的大能和復活
的盼望，正是「復活節」的意義。
基督徒肉身復活，要在主再來的時候才發生。但是「
復活的大能」在今天主再來之前，已經可以經歷到。當基督
徒相信主耶穌之後，生命開始被改變。基督生命的種子開始在
人的心靈中發芽生長，首先是「價值觀」改變、「心靈」的重
整，之後是「行為」的更新和修正。當聖靈因為信耶穌而內住
在人心裡，內心會產生微妙的變化。有些「想法」不同了，或
是不知不覺的改變了。也有些「看法」不同了，接著的便是「
行為」改變。近日我教會有位初信朋友，決志之前完全沒有接
觸過福音和基督教信仰，身邊亦沒有基督徒。有一天他在街上
偶遇一位三十多年沒見的朋友，原來這位女士今天已經成為熱
心基督徒。在這位姊妹介紹下認識了我和教會。年初三那天，
我第一次見他，向他傳福音，鼓勵他決志信主。及後他願意相
信耶穌並作出決志禱告，當時他對耶穌很陌生，很多事情不明
白。我使用了「友誼式」的輔導，解開他心中的疑問。兩天之
後他對我說不知怎樣的，不想再買六合彩、不想再賭博，認為
以前的生活一片混亂，很想離開酒色財氣的生活。奇妙的是，
他竟然聖經不離手，甚至讀到某處時不禁大哭起來。這改變令
他自己都感到驚訝，百思不得其解。兩星期後當他邀請教會到
家中拆除以往所拜過的神佛偶像後，得到更大的自由和釋放，
笑容滿面、如沐春風，彷彿變了另一個人。這就是信主後奇妙
的改變，因為「復活」的主與他同在。感謝主的是神使用了一
些簡單的輔導，打開他的心扉。他更笑言有一天也希望修讀輔
導，使自己更有效的幫助別人。

「復活」的大能不單發生在初信者身上，也發生在信
徒成長的經歷中。輔導學院不少學生都是三十至五十多歲成
年人，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那為什麼要讀輔導？學生最共鳴
的一點是人生的「修整」與「更新」。有學生坦言經過了數
十年，有時候也不肯定自己所使用的方法的是「對」是「
錯」。例如：我在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教養手法、教會生
活、人際關係中…，做「對」了嗎？原來人總需要外來的「注
入」(Input)來明白、修整和更新我們的生活和言行。數年前
在學院畢業禮的見證中，有畢業生分享令老師們很安慰的一番
話。一位約四十歲，作丈夫和爸爸的畢業生說：過去四年的學
習生活使我的家庭徹底地改變，真是「一人讀書、二人受惠、
全家幸福」。就是說他每次下課之後都與太太分享課堂所學，
而太太及兒女在過去四年中親自見證他的改變。少了大男人，
少了發脾氣；更多溝通、更愛妻子和更愛家人，立志成為好丈
夫和好爸爸。學院教導的實用性科目，如：如何幫助情緒病、
抑鬱症、精神病…病人，以至如何減壓，改善親子、婚姻、事
奉關係，鞏固輔導的聖經基礎等，都能應用在生活和事奉上。
他從一個性格內向、輕抑鬱、不善辭令的人，變成一位主動活
躍、關心家人和有效的助人者。這種「復活」的大能稱為「心
靈的復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ul)，就是在人生中重
新注入新的「動力」和「生命力」，使已經退色的圖畫回復色
彩，枯乾的心靈回復滋潤，疲乏了的雙腿能重新上路。
但願在「復活節」期間，耶穌基督「復活」的能力充
滿你。使你在思想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同時，知道自己有一天也
會像主耶穌一樣「身體復活」，而在人生之中更可以經歷「心
靈的復活」。不論你是初信主，或是信主已久的信徒、領袖或
教牧同工，都能從主的恩典中支取力量，靠著基督的大能，藉
著學習基督教輔導和專業心理輔導，豐富自己的人生，使自己
成為有效的助人者被主使用。願主耶穌大大的祝福和使用你。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
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結3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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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專訪

胡可兒老師

胡可兒老師
胡可兒在港出生，高中前往英國北愛
爾蘭貝爾法斯特，完成高考，為了興趣和人生
經驗，高考後留在北愛半工讀了一年美術，後
回港在香港科技大學完成工商管理市場學學
位，任職大小機構管理及市場推廣約十年，主
攻電影、電視及機構之宣傳及公關。在天父之
帶領下，後來多作非政府機構的宣傳，慢慢更
放棄了商界的職業，到浸會大學完成了輔導碩
士課程，也參與了不少研究的工作和開始了輔

導的生涯。曾任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
學院兼職講師，工餘也參與一些的義務工作和
事奉，例如播道兒童之家指導員、工業福音團
契推廣顧問、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推廣
顧問和教會的事奉的等等。也感恩得到機會在
浸會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研究受抑鬱影響
的朋友與現實協商中找到盼望的課題，現已在
研究的最後階段。當中也在浸會大學有機會參
與輔導及研究的教學工作及其他的一些研究計
劃。曾參與的著作包括《攸關青春：青年工作
的論述對話》、《凌晨4時40分-----花園街火災
再思》、《大日子》精神健康專欄第５０至６
２期和《「真• 網樂 # 從敘事實踐看青少年的
「迷網」框外」》。
在二零一四年開始，感恩天父開路，讓
她在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開展教學及督導，也
在去年開始在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投入工作，
特別對精神健康、兒童及青年人的工作感興
趣。今年蒙香港專業輔導學會獲選為副院士。
希望能繼續努力，學習虛已，時常作聽
主聲音的羊。同時每天也與丈夫和三個兒子同
行。跑步、行山、打拳、放狗、游泳是恆常的
活動，保持身心靈健壯。

新聞速遞

「情緒病、抑鬱症與你」講座
香港人長期在忙碌及節奏急促下生活，
心理及情緒健康備受關注。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4年12月第62號專題報告書指出，香港患有精
神病/情緒病人士約有147,300，並遍率為2.1%、
女性病患者較男性為多、具專上教育程度或中學/
預科教育程度者接近五成，2015年的報告更指出
本港47%及62%受訪中學生分別有不同程度的焦慮
及抑鬱症狀  (香港文匯報，2015-03-26)。
有見及此，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於2015年
10月24日及2016年1月30日，分別假座荃灣雅麗
珊社區中心禮堂及佐敦恩光書院舉辦兩次講座--「
情緒病、抑鬱症與你」。由副院長吳庭樑牧師分享
有關抑鬱症的專業心理學知識，包括成因、管理
情緒技巧、預防及面對方法、最後指出正向心理學
對抑鬱症的幫助，讓參加者學習簡易的思想轉向秘
訣。並由胡美儀女士分享她過來人的經驗，抑鬱的
原因。感謝主！參加者的反應非常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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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病與抑鬱症的認識
主講 : 吳庭樑牧師
分享嘉賓 : 胡美儀小姐
(第一場)日期 : 2015年10月24日
地點 : 荃灣雅麗珊社區中心禮堂
合作機構 : 睦鄰社會服務中心、童飛開心成長
坊、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對象 : 荃灣區市民
內容：以輕快非洲鼓作開場，吳牧用40分鐘分享
了一些有關抑鬱的簡單入門，如怎樣形成？咩人
會有？有又點算？最後分享正面心理學對抑鬱的
幫助，簡易上手的思想轉向。之後由美儀姐分享
她過來人的經驗，抑鬱的原因，小時候的成長背
景令自己形成扭曲思想，怎樣透過信仰及輔導令
自己離開抑鬱的幽谷？再分享以修讀輔導學士及
在新城電台「Sorry．I Love U」分享正能量及邀
請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以專業心理學知識去幫助
正在受困的朋友。最後透過一個小型遊戲治療「
發放彩色汽球放出悶氣」作結。反應非常熱烈。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第14期院訊

(第二場)日期 : 2016年1月30日
地點 : 恩光書院 (佐敦)
主辦機構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對象 : 全港市民
內容：吳牧用45分鐘分享了一些有關抑鬱的簡單入門，
如怎樣形成？咩人會有？有又點算？最後分享正面心理學
對抑鬱的幫助，簡易上手的思想轉向。之後由美儀姐分享
她過來人的經驗，抑鬱的原因，小時候的成長背景令自己
形成扭曲思想，怎樣透過信仰及輔導令自己離開抑鬱的幽
谷？再分享以修讀輔導學士及在新城電台「Sorry．I Love
U」分享正能量及邀請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以專業心理學知
識去幫助正在受困的朋友。最後以生命見證，分享新近爭
勝了一個超過三十年的傷痕作結。

胡美儀見證
胡美儀女士是資深的電視藝員、著名的「小
調歌后」、人稱「美儀姐」，除了甜美笑容及歌聲
外，為人平易近人，原來她也曾經歷如戲劇般種種
坎坷的歷練。
由於父母到泰國謀生而將她獨留在港，因
此，她自小便流離失所、寄養在不同的家庭中，年
輕時雖然勤奮向學卻因家境困難，而沒機會接受更
高的教育； 離開學校後，開始在工廠中工作，並從
事不同行業(例如: 製衣、電子行業等)，憑著堅強意
努力奮鬥向上，但內心卻形成扭曲思想。
1977年，香港無綫電視台開辦《聲寶片
場》才藝比賽，美儀姐起初只為著獎品而參加這比
賽，卻至終讓她脫穎而出、嬴得最終的獎金獎品及
一份電視台藝員合約；其後參演無數電視劇及擔任
不同角色，更因而獲「胡八組」的稱號。
當美儀姐廿歲時，喜能重逢親生父母，雖
然母親含淚送贈大量金銀手飾以作補償，卻未能彌
補美儀姐多年來內心的失落；然而，神的恩典眷顧
她，讓她透過牧師的講道信息，帶領她信主，深深
感受到耶穌赦罪的平安及喜樂，多年來抑壓在心中
的鬱結逐步解開。

1992年，美儀姐首次參演舞台劇便獲《香
港戲劇協會》頒發「最佳女主角」，是首位獲此殊
榮的影視藝人。更奇妙的是因而結識當時擔任 《香
港話劇團》戲劇表演的系主任--毛俊輝先生，並開
始交往。於2002年，正當他們準備結婚時，毛Sir突
然證實患上癌症，雖然彷如晴天霹靂，但卻因而學
會了面對逆境的感恩秘訣，美儀姐認為--人愈簡單
就愈快樂，有時神讓人走這條路，吃這口黃蓮，原
來及後會很甘甜，當人覺得不開心，就要數算神在
自己身上的恩典，感恩有神陪伴著渡過許多高低起
跌的日子。 而毛Sir 面對變幻、毫無把握的境遇及不
足為外人道的煎熬，卻學會了謙卑信靠神而得勝重
重障礙，並藉著彼此的支持及同行，至終，他
倆得著大團圓結局，成為演藝界的模範夫妻、
喜樂家庭。
胡美儀姊妹一生雖然面對許多戲劇化的經
歷，卻讓她及丈夫靠著那加給她們力量的，走過人
生及心靈的死蔭幽谷，克服種種負面情緒困擾，演
出一台好戲。胡美儀姊妹現正在《香港基督教輔導
學院》修讀基督教輔導學學士，以專業輔導知識及
在《新城電台》「Sorry．I Love U」分享正能量，
幫助正在受困的朋友。

【參考資料】
數說抑鬱症。香港政府統計處-第62號專題報告書。2014-12。提取自2016-03-03，https://www.jmhf.org/upload_files/journal/5/5.pdf
六成中學生現抑鬱症狀。香港文匯報，2015-03-26。提取自2016-03-03，http://paper.wenweipo.com/2015/03/26/ED1503260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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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專題

北美基督教大學教育展

北美基督教大學教育展
(North America Christian Universities Education Expo 2016)
主辦 :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恩光書院
合辦 : 北美基督教大學聯網、Compass Global (U.S.A.)

支持機構 :

目的：
推廣以基督教教育為核心的大學教育。現今社會普遍追求有名氣和世界排名高的大學，鮮有考慮大學在德育和
價值教育上的傳承；然而，基督教大學在這方面正給予家長和同學多一個選擇。
活動理念：
多年來本港不小家長們都著意為子女選擇基督教中學，目的是希望在品格上和屬靈生命上給予他們最好的培
育。然而，到了大學階段，難以承接下去升讀一些學術與屬靈質素兼具的基督教大學，青少年信二代也因著種
種挑戰和衝擊而離開教會，甚至離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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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近年於香港銳意開啟升讀優質基督教大學的機會，我們聯同數個友好機構一起於
2016年1月28至30日，一連三日舉辦「北美基督教大學教育展」，有十多間來自美國、加拿大的基督教大學
參展﹝附設台灣基督教大學展區﹞。首兩天於馬鞍山青年會書院、天水圍青年會中學及匯基書院 (東九龍)考察
及舉辦展覽，第三及第四天分別於九龍佐敦突破中心三樓恩光書院及匯基書院 (大坑東)全日開放給公眾人
士、學生、家長、校長、牧者及關注青少年升學等人士參與。
加拿大基督教大學：
參展學校名單如下：
Ambrose University (Alberta)
美國基督教大學：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
Cairn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美國基督教中學：
Indiana Wesleyan University (Indiana)
Ben Lippen School (South Carolina)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Illinois)
Martin Luther High School (Wisconsin)
Nazarene Bible College (Colorado)
Milwaukee Lutheran High School (Wisconsin)
Greenville College (Illinois)
Lake Country Lutheran High School (Wisconsin)
Asbury University  (Kentucky)
Oakdale Christian Academy (Kentucky)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California)
Spring Arbor University (Michigan)
台灣基督教大學：
Tunghai University 東海大學 (Taichu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中原大學 (Taipei)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第14期院訊

支持機構 : 青年會書院、匯基書院 (東九龍)、匯基書院(大坑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支持媒體 : 創世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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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1

2

3

4

期間活動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14日:「跑進學校做輔導」講座，假本院油麻地校舍舉
行，由有多年在學校作輔導經驗的何天慧女士分享當中
的苦與樂及個案處理手法，並重點分享在學校框架中輔
導與專業輔導之分別。有感社會對此題目需要甚大，本
院特別在冬季開設新課目「學校諮商與輔導」，以滿足
社會需要，學生深表獲益良多。
19日：本院獲邀參與「恩雨之聲 - 14週年感恩暨異象籌
款晚會」，活動假尖沙咀金域假日酒店水晶廳舉行，院
長葉大為博士在完結時為各來賓祝福祈禱。 [1]
24日：課堂：「社會企業與基督教事工」進行機構實地
考察，由導師嚴俊民先生及同工Alice帶領一眾學生到香
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參觀，並由公益業務及資源拓展
總監－徐英賢博士作親身講解該機構的社企發展路徑及
成敗，讓學生更立體了解社企在慈惠、事工與社會公益
等的要點。 [2]
26日：「為何選擇基督教大學」專題講座，假基督教崇
真中學，由鄭建德博士領會，再由梁永泰博士主講，葉
大為牧師及劉健恆博士作回應，當日有不少中學校長及
牧者出席。 [3]
十二月
5日：「家事調解一定得講座」假恩賢中心舉行，由吳德
儀律師(Daphne)主講，深入淺出，也讓參與者了解到輔
導與調解可共融發展之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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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踏上青雲路講座」，假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九龍塘
校舍舉行，由邱藹源女士主講，帶領一眾家長及學生了解
人生發展的路徑的可塑性和多元的重要。 [5]
二零一六年一月
30日： 「情緒病、抑鬱症與你」講座
主講 : 吳庭樑牧師  
分享嘉賓 : 胡美儀小姐  
地點 : 恩光書院 (佐敦)
主辦機構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對象 : 全港市民
內容：吳牧師分享有關抑鬱症的專業知識，包括:抑鬱症的
成因、預防及面對方法、正向心理學對抑鬱症的幫助，思
想轉向的技巧。及後由胡美儀姊妹分享其過來人的經驗，
抑鬱的原因。小時候的成長背景使她形成扭曲思想，藉信
仰及輔導使她離開抑鬱的幽谷，並分享以修讀輔導學士及
在新城電台「Sorry．I Love U」分享正能量及邀請本院院
長葉大為博士以專業心理學知識去幫助正在受困的朋友。
最後以生命見證，分享新近爭勝了一個超過三十年的傷痕
作結。 [6]
28-31日：「北美基督教大學教育展」(附見專題報導) [7]
28日：「手機應用程式 (Mobile Apps)」培訓計畫簡介
會，假天水圍青年會書院，由Mr. Fanky 介紹當中在社會發
展的進程和可持續性。
29日：「九龍西區及中區基督徒校長團契」，假中華基
督教會銘賢書院舉行，由葉大為牧師、劉健恒博士、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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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活動
德博士、梁永泰博士、劉國良校長帶領一眾美國基督教
大學代表包括: Dr. Alan David Lyke, Dr. Jim Vermilya,
Mr. Adam Farmer, Mr. Brandon Combs, Mr. Jake
Schlemper, Mr. Philip Wingfield, Dr. Tim Hui, 在團契中分
享基督教教育理念與發展方向，彼此為此代禱。

三月
7日：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春季開課。

29日：「校長團契敬拜祈禱會」假滙基書院（東九龍）舉
行，由葉大為牧師、鄭建德博士帶領，與一眾參與者把基督
教教育在香港及美國施行的普及和需要，以敬拜及禱告帶到
神面前，參與者為本港十多間中學校長。

13日：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春茗，假長沙灣君好海鮮酒家，
出席者包括本院、教會、友好嘉賓及全體導師、同工參與。

二月
2月23日:人生宣言大會
地點 : 南亞路德會靈恩堂禮堂
對象：完成COU102AF 「個人成長」課堂的學生及他們邀
請的牧者及親友。
活動目的 :
內容：30多位經過八星期「心理性向特訓」及「個人成
長深度訓練」的朋友，向你宣告他們的人生不再一樣。原
來他們都是普通人，經歷每個人都曾經過的成長問題、自
信心問題、家庭問題、童年陰影、情緒問題、人生目標問
題、感情和婚姻問題…等。但是，他們卻願意改變，願意
翻開人生的新一頁，為自己的人生闖出新天地。以往曾經
是消沉、沮喪、自卑、自責、困苦的，如今靠著神的恩
典，他們願意公開宣告，我要不再一樣，我要重新振作，
展翅高飛的成為神的用人。
同場分享：積極人生十大要訣，擊退消沉、重拾自信秘技
大公開 。 [8]

四月
2日：假本院九龍塘校舍舉行拍攝第九屆畢業照片，本
院全體畢業生、導師及同工都參與在其中。

10日：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師生交流團由            
Dr. Simpson 帶隊到訪香港並與本院代表會面。

14日：美國 Greenville College 到訪並探訪學院。

五月
7日：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畢業典禮，於美國ONU
校園舉行，由葉大為牧師、劉健恆博士帶領部分MAPC畢
業生及其親友親自前往美國參加。
25日：夏季(I) 開課。
六月
11日：第九屆畢業典禮，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之
一號演講廳，由葉大為牧師、劉健恆博士及Dr.Robert
Simpson(ONU)主禮，歡迎本院各友好嘉賓及全體導師、
全體畢業生及同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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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課程

夏季（一） 2016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 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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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