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本科簡介基督教輔導學(Christian Counseling)及聖經輔導  
(Biblical Counseling) 的原理與實踐，如：基督教與輔導的關係、 聖經的運用、為受助者禱告、屬靈洞察力、了解人的問題和需要、以致教牧輔導基本常識�等，使學員能成為有效的助人者。 對象：教牧同工、領袖、社工、教師及對本科有興趣人士。      （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講講講講師：葉大為博士師：葉大為博士師：葉大為博士師：葉大為博士                            （美國基督徒神學院輔導學哲學博士、美國哥倫比亞    
  國際大學教牧學博士候選人，本院院長，臨床督導主任)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7月27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四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人是一個具有道德自覺的個體，所以人類需要倫理的規範和指導來有效地一同生活。本科將集中於最切身的倫理問題，以現代人的觀點及聖經的教導，與學員思想如何有效地活在人群之中，並且能夠榮神益人。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信徒領袖、教師及對本科有興趣人士。                        （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吳庭樑博士吳庭樑博士吳庭樑博士吳庭樑博士                  
 (美國國際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本院副院長，臨床督導）                 日期：期：期：期：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7月21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五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本科將介紹不同的心理輔導學派，並結合聖經之價值觀，讓學員明白如何以基督徒立場看當今各種心理學和輔導理論，以致懂得有效地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本院學生、教牧同工、社工、教師及對本科有興趣人士  （此乃證書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必修科目）                       講講講講師：廖金輝牧師師：廖金輝牧師師：廖金輝牧師師：廖金輝牧師                            （香港公開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倫敦大學理學士、香港浸  會大學社會科學碩士、播道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紐約 神學教育中心道學碩士、美國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專業       
 輔導碩士、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生，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7月21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五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校本部：校本部：校本部：校本部：    

九龍塘廣播道九龍塘廣播道九龍塘廣播道九龍塘廣播道 4號南亞路德會大樓號南亞路德會大樓號南亞路德會大樓號南亞路德會大樓    三樓三樓三樓三樓                               
 

2/F, SALEM Tower, 4 Broadcast Drive,  
Kowloon Tong, Kln.      
    

旺角校舍：旺角校舍：旺角校舍：旺角校舍：    

九龍彌敦道九龍彌敦道九龍彌敦道九龍彌敦道 736號號號號中匯商業大廈中匯商業大廈中匯商業大廈中匯商業大廈 6樓樓樓樓 601室室室室      

Unit 601,  6/F, Central Commercial Tower, 736 
Nathan Road, Mong Kok, Kln.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2770-3663 / 2770-3669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2771-1669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info@hkicc.edu.hk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http://www.hkicc.edu.hk  

    本院提供「基督教輔導學證書、文憑、學士及專業輔導碩士 」課程。在本院修讀之學分可獲美國教育部及國際認可大學 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及 Malone University 承認。此外，本院亦與上述美國之大學合辦碩士課程，歡迎有志投身基督教輔導行列，及欲將輔導學運用在生活上之人士報讀。詳情請參閱本院其他課程簡章或到本院網頁瀏覽。 網址： http://www.hkicc.edu.hk  
 
 
 布約翰博士、史加理博士、黎振滿博士、王一平博士、 羅麗雯博士、廖廣申醫生、袁海星博士、葛琳卡博士、劉健恆校長、徐雲生先生、丘志強律師、李振鴻會計師   葉大為博士、吳庭樑博士、陳兆焯博士、潘世昌博士、蕭如發博士、黎振滿博士、劉文輝博士、鄭建德博士、倫子山博士、梁興強博士、袁海星博士、吳安強博士、     潘偉智博士、繆國斌博士、廖廣申醫生、朱佩娟醫生、吳淑燕博士、李濤博士、胡平凡博士、廖金輝牧師、 朱子軒先生、胡可兒女士、曾澧喬先生、李禮然先生、招永昌先生、鄭雅心女士、何天慧女士及其他講師     請剪下本報名表，填妥後連同劃線支票，抬頭寫"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寄九龍塘廣播道 4號南亞路德會大樓三樓 ，或親臨本院校務處報名及繳費。 

 
 

1. 於本院修讀之學分可獲美國教育部認可之大學(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ONU 及Malone University )承認。 

2.本院獲香港專業輔導協會(Hong Kong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HKPCA)認可為該會之機構會員   (Institutional Member)。  香港專業輔導協會網址http://www.hkpca.org.hk 

2017年年年年夏季夏季夏季夏季(一一一一)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講師/客席講師講師/客席講師講師/客席講師講師/客席講師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專業認可專業認可專業認可專業認可    

本院課程本院課程本院課程本院課程    

榮譽顧問榮譽顧問榮譽顧問榮譽顧問    

費用：每科港幣$3,100（報讀旁聽生者每科港幣$2,800） 報名：請填妥本報名表格以傳真、郵寄或親臨本院校務處報名、亦可經銀行入數或櫃員機轉賬恆生銀行(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賬戶號220-
428023-001 ，然後交正本收據給學院換取學費收據。       歡迎致電2770-3663向本院同工查詢。    

COU101W             輔導學概論輔導學概論輔導學概論輔導學概論             （（（（3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THE202Q             基督教倫理學基督教倫理學基督教倫理學基督教倫理學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COU202L     基督教輔導學原理與實踐基督教輔導學原理與實踐基督教輔導學原理與實踐基督教輔導學原理與實踐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新生     □舊生 姓名：（中）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 請在□內以�號選擇所修讀科目： 

費用：每科港幣$3,100（報讀旁聽生者每科港幣$2,800）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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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201AC的先修科目：PSY101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本科將會介紹心理學各學派對青少年期成長的理論，並且探討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讓學員從青少年的角度出發，作出深入討論，並了解青少年的想法，從而使學員能有效及有技巧地協助青少年處理問題。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領袖、社工、教師及對本科有興趣人士。      （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講師：招永昌先生講師：招永昌先生講師：招永昌先生講師：招永昌先生            
    (社會科學學士、遊戲輔導教練，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5月29日至2017年7月24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一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危機」(Crisis)一字源於希臘文 Krisis，意即決定或轉捩點。當人遇到突發的事件或重大轉變時，心理往往會失去平衡，陷入危機狀態;個人平常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會變得無效，當事人亦會感到無助並影響個人日常生活的功能。本課程旨在透過探討不同類型的危機事件，讓同學掌握危機處理的基本概念、過程及即時介入技巧等。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本院課程學生、教牧同工、社工、教師及有興趣人士             （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 講師：曾澧喬講師：曾澧喬講師：曾澧喬講師：曾澧喬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碩士，加拿大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心理學學士，註冊社工，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5月29日至2017年7月24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一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本課程提供及講解在職場中基督徒如何運用聖經的原則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光和鹽，成為幹練的職場信徒，同時發揮正面的影響力和為神作見證。課程中會講解一個名為WISE的模式來確立職場服事的價值觀，並以30個合乎聖經的訣要使學員在自己的崗位中能更有效的服事和工作。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 所有在職的基督徒、老闆、機構同工  （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講師：胡平凡博士講師：胡平凡博士講師：胡平凡博士講師：胡平凡博士    
 (新世界建築公司顧問， 前職業訓練局首席講師，   基督教敬拜會創會長老，愛群職場教會創辦人，中國機械  工程師學會高級工程師，香港理工大學品質管理學碩士， 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學士，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8月1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二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心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社會科學，當中提及人的成長、認知、教育、學習，及行為習慣，以致病態心理等。本科將討論心理學的各種知識和應用，讓學生打好心理學及輔導學的基礎。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信徒領袖、教師及對本科有興趣人士。         ((((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朱子軒先生朱子軒先生朱子軒先生朱子軒先生                                                       (英國De Montfort University公共行政管理學士、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碩士、執業社工及心理輔導員，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8月1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二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____________將按政治、地理、歷史、宗教背景及社會文化處境各方面了解舊約世界的範疇，同時根據希伯來原文聖經的次序，探討各經卷的歷史背景、神學主題、文學體裁、內容特色等，藉以幫助學員掌握舊約聖經中的基本信息及研讀方法。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信徒領袖及對本課程具有興趣者。     (此乃學士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選修科目）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吳庭樑博士吳庭樑博士吳庭樑博士吳庭樑博士                                                                            (美國國際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本院副院長，臨床督導）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6月6日至2017年8月1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二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旺角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本課程從心理學理論、神學和實踐方法入手，以基督教神學角度探討神觀、人觀、世界觀、社區治療、職業治療、心靈治療等，並對各種病態成癮行為，如：偷竊癖、性沈溺、上網成癮、賭博癖、吸毒成癮等作深入分析，分享有效的輔導取向，及如何以基督教信仰基礎，介入受助者的生活習慣，使人的生命得改變。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本院學生、校友、社工、輔導員、教牧同工、教會領袖、    中學教師、家長及所有對本課題具興趣之人士                       (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                         講師：廖廣申醫生講師：廖廣申醫生講師：廖廣申醫生講師：廖廣申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  
     院士及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5月31日至2017年7月26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三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本課程主要透過學習心理病學和「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5)對各種病態心理的描述，讓學員了解何謂病態心理，並且介紹其機制、理論及治療方法，讓學員能清晰界定個案，對病態心理有較深入的認識。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領袖、社工、教師及對本科有興趣人士。        ((((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先修科目：PSY101心理學導論                                                            講師：朱佩娟醫生講師：朱佩娟醫生講師：朱佩娟醫生講師：朱佩娟醫生                                                       (美國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專業輔導碩士，執業家庭醫生，   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5月31日至2017年7月26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三晚上七時至十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九龍塘課室                                     

2017年夏季(一)課程報名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 COU204R         青少年輔導                     

Youth Counseling     招永昌先生          星期一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COU306O   危機介入              

Crisis Intervention  曾澧喬先生  星期一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INT203A          職場智慧三十訣要                    
30 Inspirations for 
Marketplace Wisdom    胡平凡博士          星期二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PSY101AF      心理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朱子軒先生     星期二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BIB102J      舊約導論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吳庭樑博士      星期二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PSY301I   沈溺行為輔導                                

Counseling for Addictive 
Behaviors  廖廣申醫生       星期三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PSY201AC      病態心理學                               

Abnormal Psychology  朱佩娟醫生       星期三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COU202L  基督教輔導學原理與實踐                    
Theory & Practice of 
Christian Counseling  葉大為博士     星期四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THE202Q  基督教倫理學                                

Christian Ethics   吳庭樑博士     星期五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COU101W  輔導學概論                 
Counseling Theories  廖金輝牧師       星期五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INT203A            職場智慧三十訣要職場智慧三十訣要職場智慧三十訣要職場智慧三十訣要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101AF                                            心理學導論心理學導論心理學導論心理學導論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COU204R                                   青少年輔導青少年輔導青少年輔導青少年輔導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BIB102J                     舊約導論舊約導論舊約導論舊約導論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301I                          沈溺行為輔導沈溺行為輔導沈溺行為輔導沈溺行為輔導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COU306O                           危機介入危機介入危機介入危機介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201AC                            病態心理學病態心理學病態心理學病態心理學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