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本科將深入探討社會知覺 (Social Perception)、社會影響 
(Social.Influence)、偏見、族群關係、語言與社會心理學等一系列的現象，當中亦會討論一些我們平日經常遇見，而又非常有趣的社會現象，例如只要身邊有一個人的出現，個體的行為便會隨之改變。對於希望深入了解環境對人類行為影響的學員，本科絕對不容錯過。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本院課程學生、教牧同工、社工、教師及對社會心理學   具興趣者。      （此乃文憑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文憑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文憑課程之選修科目）（此乃文憑課程之選修科目）                        先修科目：PSY101心理學導論                  講師：倫子山博士講師：倫子山博士講師：倫子山博士講師：倫子山博士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社會科學 碩士、註冊社工，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8月10日至2017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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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課室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如何轉移憤怒？甚麼是最有效控制憤怒的方法？憤怒是否恰當的行為？憤怒有正面的影響嗎？…就以上問題，本課程除了提供答案外，還主要介紹憤怒的特性、不同的狀態、表達憤怒的方法、如何控制憤怒，和憤怒如何影響身心的健康，讓學員加深對憤怒的認識。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社工、教師、信徒領袖及有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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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講師：講師：曾澧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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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至2017年10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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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主要綜覽基督教神學要義，包括人論、神論、基督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神學議題；研究各重要基督教神學體系；介紹神學研究與信仰實踐的關係，以協助學員建立自己的信仰系統。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本院學生、教牧同工、信徒領袖及對本科有興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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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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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至2017年10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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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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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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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201I                      神學神學神學神學 (II)             （（（（3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COU307M                 憤怒處理憤怒處理憤怒處理憤怒處理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103M              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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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202AC, PSY102AC & PSY103M的先修科目：PSY101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現今社會對婚姻觀念起了莫大的改變，夫婦合則聚，不合則散，離婚率持續上升，基督徒亦無可幸免。不健康的婚姻關係不單對夫婦帶來傷害，對子女亦造成深遠的影響，甚或引致代代相傳，繼而帶來社會問題。如進入婚姻前男女能彼此了解，有正確的婚姻觀念；婚後有適切的支援，問題則可減免。 本課程以聖經真理為本，配合婚姻關係理論，讓學員在婚姻問題及改進方面作深入探討。課程適合未婚者，讓其作好準備進入婚姻；也適合已婚者，供其檢視婚姻關係，加以改善成長。課程更適合教會夫婦小組組長或組員作裝備，以支援其他夫婦，彼此守望成長。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社工、信徒領袖及有興趣人士。      （此乃（此乃（此乃（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劉文輝博士劉文輝博士劉文輝博士劉文輝博士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哲學博士(教育行政)、香港大學  
 教育碩士、資深中學校長，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8月7日至2017年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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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本課程將會從人格心理學角度探討各學派對人類性格的理論、應用、評估和研究等範疇，協助學員明白人格特質，並且學習如何應用性格分類於助人工作中，從而做到將心理學和輔導學活學活用。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社工、信徒領袖及有興趣人士。      （此乃（此乃（此乃（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先修科目：PSY101 心理學導論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曾澧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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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至2017年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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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讓你生活化地學習Egan的輔導法，加上聖經的價值觀，學習應用同感心、說話應有的態度、高層次面談技巧，成為學習心理輔導的必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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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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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天慧女士何天慧女士何天慧女士何天慧女士                                                       (美國奧利弗拿撤勒大學專業輔導碩士、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8月8日至2017年10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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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影響個人、家庭、社會以至整個國家。賭博在信仰上也成為一種「屬靈的權勢」，成為撒旦擄掠人心的工具。本科讓你明白如何防止陷在賭博的試探，也使你學懂如何幫助沉迷賭海中的人。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對本科有興趣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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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如發博士蕭如發博士蕭如發博士蕭如發博士                                                                (人稱「戒賭牧師」、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榮譽教牧學博士，本     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0月10日 (8/8不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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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為學員提供輔導實習機會，並在嚴謹的督導下，學習處理不同個案及進行輔導。輔導對象為「朋輩輔導」受助者，學員需在學期之內，從教會、同事或朋友中物色三位受助者，每位面談時間不少於六節。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本院課程學生                             (此乃文憑(此乃文憑(此乃文憑(此乃文憑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之必修之必修之必修之必修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先修科目：COU101, COU102, COU103 & PSY101   
(文憑學生需已修讀10科或以上，學士學生需已修讀20科或以上)                                                                                                     講講講講師：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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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天慧女士何天慧女士何天慧女士何天慧女士                                                          (美國奧利弗拿撤勒大學專業輔導碩士、本院客席講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7年8月9至2017年10月11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三晚上七時至十時 (4/10中秋節不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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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本課程介紹不同學派的發展理論，讓學員了解由懷孕到死亡各個階段所要面對的生理和心理變化，並且探討當中所遇到的個人、家庭、同儕、組織及社區等不同的社會文化議題，幫助學員明白個案所遇到的發展問題，並訂立適當的輔導方向。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牧同工、社工、信徒領袖及有興趣人士。      （此乃（此乃（此乃（此乃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證書課程之選修科目））））                                               先修科目：PSY101 心理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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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至2017年10月11日（共九課)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逢星期三晚上七時至十時 (4/10中秋節不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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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動力旨在透過組員間的互動，讓組員互相觀察和學習，最後將所學到的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本課程將從不同理論探討小組的發展歷程、結構和動力，讓學員掌握如何利用小組動力完成小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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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學士此乃學士此乃學士此乃學士課程之必修科目）課程之必修科目）課程之必修科目）課程之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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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至2017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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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夏季(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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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U108A         夫婦之道                      

Building Marital Relations     劉文輝博士           星期一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PSY202AC   人格心理學               
Personality Psychology  曾澧喬先生  星期一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COU103AC          基本輔導技巧                     

Basic Counseling Skills    葉大為博士何天慧女士           星期二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PSY401F      戒賭輔導                       
Counseling for Pathological 
Gamblers  蕭如發博士蕭師母       星期二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COU105M  輔導實習與督導 (I)                       

Practicum & Supervision (1)  吳庭樑博士何天慧女士      星期三晚上 
7:00—10:00   只限文憑學士生 

□ PSY102AC   發展心理學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朱子軒先生        星期三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PSY203O  小組動力                                

Group Dynamics  招永昌先生        星期四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PSY103M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倫子山博士      星期四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COU307M 憤怒處理                                

Anger Management    曾澧喬先生     星期五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THE201I  神學 (II)                  
Theology (2)  吳庭樑博士        星期五晚上 

7:00—10:00   □ $3,100 □ 旁聽 

�
 

COU103AC              基本輔導技巧基本輔導技巧基本輔導技巧基本輔導技巧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401F                                                        戒賭輔導戒賭輔導戒賭輔導戒賭輔導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COU108A                                   夫婦之道夫婦之道夫婦之道夫婦之道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COU105M         輔導實習與督導輔導實習與督導輔導實習與督導輔導實習與督導 (I)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102AC                          發展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202AC                           人格心理學人格心理學人格心理學人格心理學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PSY203O                                    小組動力小組動力小組動力小組動力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