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輔導是什麼？是心理輔導加上基督教信仰元素？或
是基督教信仰加上輔導的技巧和治療法？我認為基督教輔導是一種價
值的定位，也是心態的塑造。在眾多輔導與督導的經驗中受助者出現
的問題，不管是婚姻問題、父母子女親子關係問題、工作問題、學業
問題、人際關係問題，以致情緒及精神問題等，都離不開價值觀的影
響因素。所以，輔導的核心都是與價值相關，也受價值的影響。基督
教輔導是在心理輔導之中加上以基督為本的價值，藉此引導受助者重
投人生正軌。這方面，相信沒有價值定位的世俗心理學並不會認同我
的看法，並會認為這是以輔導員的想法與價值觀套在受助者身上，並
不專業。相反，我卻認為在沒有價值的世代中，這正是急需進行此方
法，將人生正路指引迷路者，有何不專業？我反而不感苟同沒有價值
取向才是正確的看法。

（一）基督教輔導的目的

	 基督教輔導是植根於聖經的價值觀，以耶穌基督的想法去看
世界，透過基督徒彼此關懷，以達至個人在身、心、靈都有成長的機
會。以下是基督教輔導所要達到的目標：
1.	激發個人品格的成長和發展；
2.	使人有效地適應生活上遇到的各種問題，解決內心世界的掙扎和情
緒的困擾；
3.	使失望者和哀傷者得著鼓勵和指引；
4.	使活在不健康生活模式（沉溺行為和病態生活）裡的人，可以得著
支援和出路；
5.	使人能與耶穌基督建立個人關係，成為基督忠實的跟隨者和作主的
門徒。

	 要達至以上各項目標，需要牧者以致基督徒輔導員以誠摯的
心和真情的流露，配合聖經教導和聖靈工作，以知識與技巧並用，才
能達至決定性的成效。

（二）基督教輔導的定義

	 「輔導」是一個牧養工作不可缺乏的部分，基督教輔導與
世俗的輔導有什麼分別呢？麥希真牧師在《工人輔導》一書中的定
義是：「根據聖經原則，按著個別需要，藉著個人談話或小組談話，
幫助受輔者自己解決困難，使他們獲得發展。」著名心理學家羅傑斯
(Carl	Rogers)提出又具體又有影響力的定義：「輔導是一個過程，其
間輔導者與受輔導者的關係，能給予後者一種安全感，使其可以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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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開放自己，甚至可以視自己過去曾被否定的經驗，然後把那些經驗
融合於已經轉變了的自己，作出統合。」

	 其實「輔導」是一個過程，是輔導員與受輔導者關係建立，
助他找出問題所在，支取資源，解決克服困難，以達至一個健康美滿
的生活。在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合乎聖經教導的生活。按以上的剖
析，基督教輔導在定義上可以說一個過程，輔導員所付出的時間代價
很可能是昂貴的。儘管如此，正是多少耕耘，多少收獲。目睹人生命
的改變，對輔導員的滿足感是無可比擬的。另外，基督教輔導是一個
獨特關係的建立，尤其是在信徒之間，或是牧者與會友的關係上，表
明了教會是一個互相尋求醫治的群體，絕不是求取者眾，付出者寡，
反而是以信、望、愛去彼此建立，成就了肢體相交的真理。再者，輔
導是幫助信徒在主裡成長，這表示它是一個有方向感的助人過程，使
信徒能活得更合乎聖經的教導，或是活得更像基督。

（三）輔導與音樂

	 心理輔導與音樂可以說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世俗心理
學中早已有音樂治療，何況基督教輔導豈不是更可以藉著聖樂（基督
教音樂）帶出有神同在的治療效果？有見及此，本院今年願意在此課
題上作出大膽嘗試，在基督教輔導之中加入音樂元素，使輔導更加有
釋放重擔和能使人從中得醫治的能力。本院現正籌辦「音樂事工學
系」(School	of	Music	Ministry)，由資深基督教聖樂教育工作者梅威
倫先生(Mr.	 Allen	 Mui)擔任本院音樂事工學系總監，並將在九月份正
式在全日制基督教輔導學學士課程中開設「音樂事工主修」(Music	
Ministry	 Major)，及另設一全新「基督教音樂事工學士」(Bachelor	
of	Music	Ministry)學位，在一眾資深基督教聖樂工作者的培育中，盼
能在音樂訓練上培育教會音樂事工的接班人，並為發展「基督教音樂
治療」工作踏出重要一步。課程目標是培訓有志於用音樂作事奉的年
青人，得著整全的基督教音樂訓練，取得音樂學位，在教會中和在職
場上不同崗位服侍，成為主所使用的器皿。

	 總括，本院在課程發展和與海外大學學位銜接上，力求更
新、突破、進取和穩健，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本港教會信徒和年青
人安排普及而具有基督教價值觀的輔導訓練，務求大量培訓合神使用
的工人，以基督教信仰的使命和影響力，影響社區、社會及城市，帶
出正面人生。在此，我謹代表本院院董會邀請每一位基督徒和主內牧
者長執，繼續為本院守望代禱，讓更多人在此得著益處和幫助。

葉大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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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音樂系教授Dr.	 Un-
Young	Whang及Dr.	Lisa	Naegele
訪問本港並由本院音樂事工學系總監
梅威倫先生(Mr.	Allen	Mui)及音樂事
工學系特約講師李恩添博士(Dr.	 Tim	
Li)陪同訪問本港不同院校及教會，當
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香港
浸信會神學院、九龍塘宣道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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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老師是一位資深音樂
教育工作者，他給我的印象是
一位友善、態度認真和勤奮的
人。作為音樂人，他對音樂及
基督教聖樂有一定心得，他除
了喜愛唱歌，也喜愛古典和現
代基督教音樂，更有指揮合唱
團的經驗。此外，他對心理輔
導也具興趣，並且希望他的學
生能在學習音樂之餘，也學習在輔
導上自助助人的技巧，能使用音樂
在啟發心靈、輔導與治療之中。

	 梅老師先後在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香
港教育學院）取得學士及英語教育碩士學位，亦完成香港
中文大學之擬任校長課程，並正開展其教育管理博士論文

的寫作。梅老師有豐富的中小學教學經驗，也曾擔任多個
不同部門之主管。他於教育局質素保證科任職期間，曾參
與各式視學工作，對整體學校運作及提升學教效能頗具心
得。現擔任屯門區一所英文中學之教學顧問，亦向屯門及
元朗區中學校長會提供高中音樂課程支援服務，並曾義務
為多所中小學提供提升學校教學質素的服務。梅老師常被
邀請擔任男低音獨唱，曾擔任建道神學院暑期聖樂營之男
低音領唱，為其導師團隊的中堅分子，並指揮多個教會詩
班，任教聲樂班丶指揮班等，同時亦參與香港聖樂促進會
之工作，為其分區詩班指揮、拓展部統籌及董事。

	 梅老師現加入本院成為「音樂事工學系總監」，並開
展全日制「基督教音樂事工學士」(Bachelor	of	Music	Ministry)
課程及全日制「基督教輔導學學士－音樂事工主修」(BCC,	
Music	Ministry	Major)之發展，盼能為本港年青人參與音樂及輔
導工作，提供更整全的訓練。

梅威倫老師 特約記者：天地人      老師專訪

      特約新聞   

潮人生命堂，及本港知名中學。當中兩
位音樂教授即席示範表演，也有大師班
向中學生及音樂學生作出指導，也有敬
拜音樂聚會，將榮耀歸與父神。另外，
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陪同探訪香港浸
信會神學院，並與神學院曹偉彬院長分
享交談，期間更一起探訪華人聖樂大師
羅炳良教授，並造訪羅教授家中一起午
膳，彼此分享鼓勵。

美國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音樂系教授訪港

      新聞速遞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全日制）
「音樂事工主修」(Major in Music Ministry)

	 本院基督教輔導學學士（全日制）課程中一直擁有
「心理學主修」(Major	 in	 Psychology)和「青少年輔導主
修」(Major	 in	 Youth	 Counseling)兩方面，現在本院正
式籌辦另一「音樂事工主修」(Major	 in	 Music	 Ministry)
課程，並正式成立「音樂事工學系」(School	 of	 Music	
Ministry)，由資深基督教聖樂教育工作者梅威倫先生(Mr.	
Allen	 Mui)擔任本院音樂事工學系總監，以推展音樂事工課
程發展。目的是培育對心理輔導有興趣的中學畢業生，在接
受基督教輔導訓練的同時，可以得著正統基督教音樂培訓，
增加對音樂的興趣和造詣，並能在心理輔導之中加入音樂和
聖樂元素，以達更加有效的輔導成果，為未來進入基督教音
樂治療的領域鋪路。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全日制）「音樂事工主修」
(Major	 in	Music	Ministry)課程本年秋季開始正式招生，詳
情請留意本院單張。

「基督教音樂事工學士」
(Bachelor of Music Ministry)學位

	 本院現正成立「音樂事工學系」(School	 of	

Music	 Minist ry)，除了由資深基督教聖樂教育工作者
梅威倫先生(Mr. 	 Al len	 Mui)擔任本院音樂事工學系總
監之外，更會網羅本港其他基督教聖樂專家，組成具備
規模的教學團隊，開辦全日制「基督教音樂事工學士」
(Bachelor	 of 	 Music	 Minist ry)學位課程。這將是本
院課程發展上的另一里程碑，目的是培訓中學畢業之年
青人，使他們得著專業而系統化的音樂訓練，結合基督
教信仰及輔導，為教會和社會造就未來的基督教音樂人
才。訓練內容包括：傳統聖樂和現代基督教流行敬拜音
樂。課程包涵音樂理論、樂器彈奏、聲樂、獨唱、合
唱、指揮、作曲、崇拜學、敬拜帶領、敬拜與文化、音
樂欣賞、基督教音樂事工、基督教輔導學、聖經、神
學、個人成長、輔導技巧…等。

	 「基督教音樂事工學士」(Bachelor	 of 	 Music	
Min i s t ry)學位本年秋季開始正式招生，詳情請留意本院
單張。

本院與美國格林威爾大學
(Greenville College)合辦三加一學士學位課程

	 美國格林威爾大學(Greenville	 College)位於美國
伊利諾伊州之格林威爾市，創辦於1892年，為擁有過百年歷
史之著名基督教大學，隸屬於基督教循理會(Free	 Method	
Church)，屬靈氣氛濃厚，學習氣氛認真，所頒發的大學
學士及碩士學位獲美國教育部及國際認可。本院很榮幸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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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帶領下能與該大學簽訂三加一學位認可協議，本院基
督教輔導學學士（全日制）畢業生，可以申請前赴美國
到該大學，完成最後一年大學課程，獲取心理學學士學
位。詳情請參閱本院單張或向本院同工查詢。

本院第九屆畢業典禮演講嘉賓
美國奧利弗拿撒勒大學音樂系系主任Dr.	Don	Reddick

	 Dr.	Don	Reddick溫迪良博士是鋼琴演奏家，主
領敬拜與讚美及大學中眾多音樂事工的策劃及演出，也

是大學音樂系主管。Reddick博士早年畢業於美國奧利弗拿
撒勒大學獲理學士，及後於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
進修，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他除了對音樂教育甚具興趣之
外，更對電子科技如何應用在音樂創作中有相當的研究，特
別是如何使用平板電腦進行音樂編排及創作。

	 Reddick博士將會於2016年6月12日（星期日）下
午三時至五時，在本院九龍塘校舍主講講座，題目：「從
平板電腦走進音樂創作路」。歡迎報名參加，費用全免。
詳情請參閱本院單張或向本院同工報名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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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7日	：春季課程正式開始

9-12日：美國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代表到訪香港
及與本院進行多場會議

13日：假長沙灣君好海鮮酒家舉辦春茗，一眾教內友好牧
者及領袖、合作伙伴、導師、同工及學生約60人一起歡
聚歸榮耀給神，分享過去一年神奇妙的預備和未來學院動
向。

21日：本院獲邀出席假林護中學舉行的葵青校長會議，在
會中為該區的校長及升學主任分享升讀基督教大學優點及
出路，他們也認同有更多出路選擇或可減輕學童因升學出
路帶來的心理壓力源及自殺動機。

4月
1日：美國Asbury	University	副校長	Dr.	Mark	Troyer到訪
本院，為基督教大專教育同心交流互相支持和鼓勵。
	
2日：第九屆畢業生齊集在本院九龍塘校舍，一班進擊的
學院同工與專業攝影機合力把課室變為專業攝影棚，為畢
業生拍攝珍貴的畢業照，場面歡愉溫馨熱鬧。
	
21-22日：美國格林威爾大學再度訪問中國，本院特地安
排了大學副校長Dr.	 Norm	 D	 Hall	 走訪中港多間學校及教
育機構，旨讓外界更廣泛更深入了解基督教大學的辦學理

念及在專業領域所達到的成就。

23日：為回應不同教會及弟兄姊妹對關顧裝的迫切需要，
特別舉辦了「關顧裝備日」。首場講座為“Integrating	
Marriage	 counseling	 and	 Christianity”婚姻關係有嘢
講？由碩士課程客席講師Dr.	Ron	Wyse主講，當日約有數十
多人出席，內容發人心醒。
	
24日：「關顧裝備日」的第二場公開講座－「人際關係有嘢
講？」，由極受歡迎的本院客席導師及實習督導繆國斌博士
主講。內容以不同角度來看有效溝通的方式，引用了不少為
人熟悉的人物帶參加者初探輔導技巧對溝通的不同影響。最
後以紙牌遊戲讓參與者一起嚐嚐不同溝通方式帶來的影響，
氣氛愉快，是次約有60人出席，座滿了整個課室，座無虛
席，反應熱烈。本院將考慮再就不同群體需要舉辦其他主題
的「關顧裝備日」，歡迎不同教會邀請合作。
	
28日-5月13日：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安排了本港兩間基督教
學校校長走訪了美國多間不同基督教大學及中學，就本港中
學生升學面對的困難作交流，並探討更多升學出路途徑，以
排解DSE學制為學生及家長帶來的壓力。

5月
7日：	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及本院榮譽董事劉健恆博士帶領
幾位應屆專業輔導碩士前住美國Olivet	Nazarene	Universi-
ty與應屆其他畢業生一起參與畢業典禮，是次出席畢業生與
親朋友好約20人，除了享受畢業典禮及其他校內設施及由葉
院長帶隊前往鄰近的芝加哥參加教會聚會與於市內遊覽。

期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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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活動
6月11日：第九屆畢業典禮及畢業晚宴	
地點：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一號演講廳
												畢業晚宴則假灣仔富臨酒家舉行
對象：教內友好嘉賓及全體導師、全體畢業生及同工

6月12日	：	從平板電腦走進音樂創作路	
地點：	九龍塘校舍	
講員：Dr.	Don	Reddick(ONU)	翻譯：Dr.	Tim	Li	李恩添博士	
對象：	公眾及學生

6月25日	：	放榜無壓力－家長減壓營	
地點：	烏溪沙青年新村	
講員：	葉大為牧師,	Dr.	Eddy	Lau,	特別專題講員	
對象：	應屆DSE	家長及青少年關顧者

7月份	：	留學美國-升學輔導		
	 		美國基督教大學秋季聯合招生	
地點：	油麻地校舍	
對象：	應屆DSE	學生,	家長及青少年關顧者

7月份	：	NBC第二屆基督教事工文學學士開課	 　	
現正接受新生報名，查詢可與入學主任同工ALICE	聯絡

21-28日：本院獲邀參與美國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音樂系教授訪港的巡迴演出，其間兩位音樂系教
授Dr.	Un-Young	Whang及Dr.	Elizabeth	Naegele舉辦幾
場音樂會、工作坊及大師班，四場聚會分別為於馬錦明慈
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舉辦的「鋼琴大師班」、於香港潮
人生命堂的「音樂會」及於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的「
管風琴、鋼琴工作坊」及「音樂會」，幾場聚會吸引了數
百主內肢體參與其中。在工作坊中教授都全心全意把自己
的知識與參加者分享，獲益良多。

25日：夏季Ｉ正式開始，日校學士、晚上兼讀制學士及碩
士合共舉辦19個科目，是次更新增了「新媒體網絡與事
工」一科密集課程，學員只需花四個星期六就可以完成3學
分學士科目。希望學員可通過此課程學習如何運用新媒體
技術，涵蓋互聯網，移動應用，社會媒體和網絡營銷策略
等，應用於基督教事工平台，如事工、教育和輔導服務。
如想了解更多可到本院網頁或致現本院與同工聯絡。
	
28日：媒體網絡與事工課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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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輔導學學士 BCC

夏季（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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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