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記念耶穌基督為世
人降生，成就了救恩，使人的罪得赦，並藉著祂在十字架
上的死和從死裡復活，使人得著永生的盼望。關於聖誕節
的正確日期，可說是無從稽考，有研究表示：「沒有證據
顯示耶穌是在12月25日降生，《聖經》也沒有記載耶穌吩
咐門徒慶祝其生日和門徒進行基督的生辰慶祝。耶穌降生
的日子可能在10月1日左右；因為只有在年中這個時候，牧
羊人才會晚上在戶外看守羊群（路加福音2:8-12）。」1	 雖
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耶穌勝過死亡和復活，但是一位歷
史性耶穌，祂降生世上成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和真理，不論哪一天是耶穌出生的
正確日期，祂的生日也是我們必須以感恩和認真的態度去
記念的。

	 今年的聖誕節對你有什麼意義？或許只是一個普
通的節慶吧。但是對輔導學院的眾多校友和同學來說可能
會別具意義，因為我們在學院所教導的不單止是世俗心理
學和心理治療的理論和實踐，更是針對個人成長和生命反
省，將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並道德立場加在其中，使同學
在心理輔導的使用上不是一種沒有道德基礎的輔導，而是
一種具有聖經真理的輔導。一方面符合專業心理輔導的標
準和要求，另一方面不偏離基要信仰的立場，這樣的學術
進路相信是今天社會在道德敗壞和人心無定向之中最為需
要的。相信，這也正是二千多年前耶穌基督降生世上的目
的，就是要成為「明燈」，指引世人的方向，能在黑暗的
道路中找到主的亮光。

	 另一個在聖誕及新年對本院所有校友、同學及同工
的意義，就是輔導學院即將進入「十周年」紀念。回想學
院在2004年1月成立，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同年4月份招收
第一批四十多位學生。本院第一科學士科課程，就是由本
人任教的「基本輔導技巧」(Basic	Counseling	Skills)。轉眼
間學院經過了十年，經歷上帝數之不盡的恩典，發展至今

已經有六屆畢業生，包括：基督教輔導學證書、文憑、學
士及與美國著名基督教大學「奧利弗拿撒勒大學」(Olivet	
Nazarene	 University,	 ONU)合辦之專業輔導碩士，連同過
去在天水圍之朋輩輔導證書，及為中國教會領袖而設的輔
導學基礎證書等，畢業生共有五、六百人；仍然在學的所
有科系之同學及日校學士科同學現有約三百人；講師團隊
人數一直有三十多，當中三份二擁有相關之博士學位，最
近加入任教的有陳兆焯博士、陳月娥博士、劉文輝博士、
吳燕玲博士、吳淑燕博士、李濤博士、田淑珍女士及王珮
珊女士等。過去，本院也曾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本港在心
理輔導、教會及教育界具有供獻的牧者及同工，包括：黎
振滿博士、包德寧博士、蕭如發博士及劉健恆博士，另亦
推薦了本港教會領袖陳世強律師接受美國奧利弗拿撒勒大
學之榮譽博士學位。我們期待2014年第七屆畢業同學的誕
生，成為本港社會心理輔導及助人專業的生力軍，造福更
多有需要的人。

	 今年，我們看見耶穌基督恩典的真實，看見上帝帶
領的奇妙。我們開始了為中學(DSE)畢業生升學而設之學士
科（心理學/青少年輔導主修）課程，可銜接美國大學最後
一年學士學位，現已有十多位年青人入讀。我們也花了很
多功夫進行「香港學術及資歷評審局」的第三級評審，期
望快將為本港教會帶來好消息，朝向成立基督教大學之路
又邁進一步。踏進十周年，我們不敢自誇，也不敢怠慢，
只是扎實的走好每一步。我們知道明年將會是更具挑戰的
一年，但是恩典必然更多，懇請你為學院發展、為各講師
及同學守望代禱。在這聖誕、新年普天同慶和萬象更新的
季節，本人謹代表本院所有董事、榮譽董事、講師、同工、
校友及同學，祝福你「聖誕快樂，新年蒙恩」。又願我主
耶穌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常與你和你的家人同在，直到主
耶穌基督再來。阿們！

葉大為博士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ristian Counselors

聖誕快樂！
      新年蒙恩！

      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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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Sir的人生，經驗豐富，體會深廣，絕非一般教
師能擁有，也因此造就他對生命教育的承擔。那些年中學
畢業後，他便出來工作，在社會打滾四、五個年頭，許多
工種都做過，嚐了人生不同的滋味。蒙召後進入建道神學
院，1994年神學學士畢業，翌年即轉赴台灣投身青少年及
兒童的事工，一去十年，相當傳奇。初期他在機構裡服侍，
後來離開並於2000年成立「中華兒童全人成長協會」，與
教會合作繼續推動這方面的工作。2005年回港時，把協會
交給當地同工，全然抽身，不帶走一片雲彩。過去八年，他
先後在香港兩間中學任教，負責學生輔導工作，加上本身是
非註冊老師，深深體會到生命教育完全是站到主流教育以外
的難處與悲哀。

	 「學校裡，教書是為了應付公開考試，我們的角色
只是輔助，我們所佔的時間比例少得可以，只能配合學校的
行政。」Ben	 Sir指出：「有心做生命教育的人是覺得可以
在學生當中做點工作的，但從學校的角度，由於不能離開班
房進行，就很難推行了。」

	 一般學校的教育，是運用實物與多媒體，這是認知
的層面，而非經驗的層面，後者需要把教學與學習的內容搬
到另一種場景或環境中發生。神就奇妙地預備了資源，讓
Ben	 Sir在大嶼山梅窩的家鄉，擁有了自己的農莊。「這當
然不單是種植用途，我是把它用作野外求生的訓練場所。」
他要學員學習三生的焦點，即生存、生活、生命。「國內雲
南省都在推行三生教育，把它訂作全省生命教育的策略。」
那塊地原本的主人，並不因缺錢才把地出售，只因他兒子也
是從事教育，聽了Ben	 Sir三生的理念，十分認同，於是以
非常相宜的價錢賣地給他，以支持他生命教育的工作。上帝
果然早有預備。

	 回到學院的日校課程，原本Ben	 Sir並不認為生命教
育應該成科，但院方考慮到若不成科，沒有考試和分數，
同學們就會覺得不用努力，亦覺得此科不重要。最後，Ben	
Sir認為成科與否不是最重要，重點是學生必須撥出時間參
與、及必須有一個地點讓學生們聚集，若能符合這兩項基本
條件，生命教育開展才有保證。

	 「生命教育的活動訓練是
需要一個特定的處境進行。」Ben	
Sir非常強調環境：「不同的環境
會帶來更深的認識，好像教會短
宣，不同短宣讓參加者處身不同環
境，也就有不同經驗，可以與別人
分享。」

	 推行生命教育時，Ben	 Sir
比較港台兩地的環境，認為香港的
非常政治化，台灣則可以非常多元
化，容納不同的主題，包括教育、
建設、特殊需要等等。就教育主題

而言，台灣的學生可以在放假時到社區進行探索活動，然後
再與社區分享他們的發現。

	 日校的生命教育科，共有九課，其中一課要到Ben	
Sir的農莊度過。同學們要劈柴生火，以樹枝為叉，把整隻
生雞燒熟作食物。這是回歸傳統中人們認為落後、骯髒和費
時的生活方式，但豈不知這才是促進人與人健康、融和及最
具建設性的溝通！

	 歸根到究，這是生活方式的問題。「現代人事事求
方便，卻天天吃毒菜，難道這是尊重生命嗎？我們會說，好
無奈，無選擇，但這點正正需要我們反思。為何我們不可以
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讓我們回歸簡樸吧！」Ben	 Sir的發
問，儼如遠山的呼喚，又如深谷的回聲，讓一切仍自覺尊重
生命的人深切檢討。

歐達強導師

訪問及撰文：田淑珍

 Ben Au，人稱Ben Sir，2010年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第三屆畢業生。拿
了基督教輔導碩士，仍繼續從事他自2005年由台灣回流後便從事的中學生輔導
工作。直至今年二月，上帝帶領他脫離主流教育的體制，創立非牟利機構「新路
歷程協會」，在老家大嶼山梅窩購地自建農莊，實踐他以「生存、生活、生命」
三生思想為本的生命教育理念。到了六、七月的盛夏，Ben Sir被學院邀請在秋
季開辦的全新日校課程中，擔任生命教育科的導師。由讀碩士課程開始，Ben 
Sir已作學院的橋樑，經常安排碩士班同學到他服務的中學實習，如今回到母校
任教他熱衷推行的生命教育科，再次與學院結下情緣。生命，由生存講起，進而
生活，一點一滴，皆見Ben Sir對生命的尊重。

      老師專訪

生存．生活．生命



	 隨着九月八日開學禮的序幕揭
起，全新的基督教輔導學學士日校課
程正式展開。六男八女共十四位年輕
人組成了第一屆的日校班，為平日少
有人踏足的九龍塘校園增添了不少熱鬧。

	 日校班主任鄭偉賢先生表示：
「他們都是十九、二十歲的年輕人，
大部份都是應屆DSE中六畢業生，普遍
得到教會的推薦和家人贊同來這裡讀書。」

	 對於未來，班主任坦言有些
同學會期望三年後前往奧利弗拿撒勒
大學補讀一年拿個美國大學的學士學
位，有些也會留在本院升讀碩士班。

	 踏進第二季後，同學們大致已
適應了新環境，部份表示功課頗重，
但仍享受與同學相處的愉悅。他們一
星期五天上課，天天都見面。

	 基本上，日校的課程設計與晚
間的基督教輔導學學士一樣，但增加
了英文、數學、生命教育等科目，以
及每週一次的早會環節；另外，導修
課及小組研習亦包括其中。「我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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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司馬田

全日制
基督教輔導學學士課程

      新聞速遞

信這樣的安排對日校同學是好的。」
班主任說。秋季課程中，同學們已上
了「個人成長」、「小組遊戲輔導」
、「九型人格與性格提升」等輔導科
目。冬季課程剛於十二月開始，將有
「輔導學概論」、「青少年輔導」、
「心理學導論」等。

	 對於第一屆日校同學，班主
任如此評價：「我覺得同學們都像
其他青年人一樣，可愛、有活力和好
動！還有，他們當中有幾位音樂非常
了得，彈琴和結他、唱歌都很好！」
事實上，日校生無論在早會或學院其
他的聚會裡，均能帶領敬拜，又彈又
唱，十分出色。

	 但願上主保守這些年輕的生
命，在未來的歲月裡，更加認識自己
及尋覓到人生的方向，誠心所願。

申請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經營十載，在本港基督教
界漸漸廣為人接受。然而，要在香港主流社會的學術界
中，特別是高等教育這範疇，尋求學術評審就似乎是必
經之路。為此，今年九月，學院簽訂了一份合約，決定
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ong	 Kong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Academic	&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簡稱HKCAAVQ）提出第三級即文憑程度的評審申請，為
日後晋升基督教大學踏出重要的一步。

	 學院的榮譽顧問劉健恆博士發出期許：「評審的一
小步，是學院的一大步，也讓我們望着基督教大學的目標
又向前多走一步。」如能成功，學院的文憑畢業生將可銜
接本港各大專院校或大學，繼續升學的夢想。

	 未來數月，學院將全力以赴，整理資料，為獲得
這主流認證而努力。明年五月，評審局更將派遣一支評
審隊伍來到學院，進行實地考察與評核。

	 按評審局的資料顯示，能獲得評審資格的營辦
者，必須在以下四方面能提供憑證例子，包括：（一）
組織管理、（二）人事體制及職員培訓、（三）財務及
資源、（四）課程發展、管理及檢討。能通過評估的營
辦者，所得到的固然是一項實質的資歷認許，更重要的
是那份地位的認同、水平的肯定、並質素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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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四天的行程，吸引了香
港基督教輔導學院的七位日校生、十
位學士生、八位碩士生和四位散科生
報名參加，加上隨行的榮譽董事蕭如
發博士和他太太、榮譽顧問劉健恆博
士、日校班主任鄭偉賢先生、註冊部
助理陳映生小姐、以及香港基督教輔
導服務董事羅文浩傳道，一行三十五
人浩浩蕩蕩的踏上首都清華之旅。全
程入住清華園賓館，方便前往上課地
點新齋。

	 行程第一晚便是出席開學禮，
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周茂林教
授主禮，另由清華大學校長教學顧
問、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原系主
任朱育和教授介紹清華大學的歷史文
化和風尚，令一眾參加者感受到來清
華不單是讀輔導，做個兩天的學生，
更要吸納清華的學術之風，成為其中
的一份子。

	 隨後兩天的課程，由四位資
深教授分別講授了四個不同的課題。
首先出場的，是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

諮詢心理學分會前任會長、清華大學
心理學系副系主任、臨床與諮詢心理
學研究室主任樊富珉教授。她主講了
「中國內地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的專
業化發展進程」，還特別送出她兩本
著作—《華人文化與心理輔導模式探
索》和《華人心理輔導理論與實踐研
究》。參加者每人手執一套，為了樊
教授所付出的努力感動不已，深覺她
是以心傳愛的好老師和專業心理諮詢
人員。

	 接着是清華大學心理諮詢中心
副主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博士劉丹
副教授，負責主講「中國家庭心理治
療現狀與發展」；隨後是清華大學心
理學系臨床與諮詢心理學研究室、北
京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美國伯克利大
學訪問學者張黎黎博士，主講的題目
是「中國內地青少年常見心理問題與
輔導對策」；最後，由清華大學心理
諮詢中心主任、中科院心理所博士、
中國大學生心理諮詢學會常務理事李
焰教授負責，講解了「中國高校大學
生心理諮詢與危機干預」的課題。

特約記者：馬慧明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今年再度與北京清華大學及中國老教授協會合作，舉辦第三屆心理諮詢與輔導高級研修班。
一行三十五人的參加者於11月29日大清早出發，遠赴北京清華大學，晚上出席開學典禮後，翌日隨即展開清華大學教授主
領的兩天緊密研修課程。完成課程相關要求後，全體順利於12月1日下午參加結業禮，獲清華大學頒發「心理諮詢與輔導
高級研修班」證書。目標已達，12月2日趕赴北京首都機場前，大夥兒一早登上了八達嶺萬里長城要做個好漢，竟意想不
到完成了可能是歷史上第一隊華人信徒在長城上跳讚美操的壯舉，過程中更吸引中外遊客加入，一起敬拜上帝，讓「長城
讚美操．見證主耶穌」的畫面，縱然未能永留青史，也必長存在眾參加者的心坎裡。

      今期專文

踏上清華路
記第三屆心理諮詢與輔導高級研修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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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清華大學北京服裝學院
原院長鍾國治教授陪同清華大學原副
校長張慕津副院長專程來到人文學院
接待室，會見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榮
譽顧問劉健恆博士，雙方就合作培訓
問題交換了意見。

	 同學們於結業禮後參觀了清華
大學學生心理諮詢中心，課餘亦於清
華大學校園內蹓躂，爭取呼吸首都著
名學府學術氣息的珍貴良機，也少不
免作其觀光客購買校園紀念品回家，
以回憶曾到此一遊的美好時光。

活動花絮：
課餘參加者都到王府井及清華大學附近體
驗當地文化，飽嚐地道食品如北京烤鴨及
涮羊肉等。抵達北京當天更首先遊覽鳥
巢、水立方及其公園。第三天大清早去
了觀賞大型閱兵及升旗典禮。最後一日
到八達嶺一登萬里長城，大部份同學都
能越過第一個城樓。同場師生更即興齊
跳讚美操，成為可能是第一隊的華人在
長城進行此活動，吸引當地中外遊客
一起跳，敬拜上帝。

榮譽董事蕭如發博士：
「長城是華人千百年來的保護，
當我們在此跳讚美操敬拜上帝
時，上帝就臨到中國成為中華人
民的保護！」

碩士班楊麗紅同學：
「十分欣賞老師們的熱心。他們由零

開始發展到今天，知道不是很完善，

但還是盡力去做。例如有位老師夥同

另外二人，在中國不同地方開辦心理

諮詢工作坊，培訓人才，很是感動；

另外，清華有套機制，可預先評估學

生的情緒狀況然後作出處理，這等於

是大學校園的心理過濾器，起了預防

作用，值得借鑑。」

學士班黎宇亮同學：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內地的研修
班，讓我看到國內心理諮詢需要原
來這麼大，更激發了我的使命感，
希望將來能盡上一分力。回來後我
上網找國內這方面的資訊，包括有
甚麼考試可以參加，現期望學院日
後能開辦與內地銜接的輔導課程。」

日校許曉君同學：
「我本身中學讀通識科時已碰過中國的問題，有

一點基礎，故知道如何運用輔導技巧去幫助大

陸來港的單程證人士，其中青少年和兒童是我

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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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消息
編輯室

	 8日下午二時半假南亞路德會靈恩堂舉辦全新

日校課程開學禮，連同秋季學士班及碩士班新同學，

到場學生約有21位。主禮團由多位董事、導師及牧者

擔任，包括院長葉大為博士、副院長吳庭樑博士、三

位榮譽董事黎振滿博士、蕭如發博士及潘世昌博士、

榮譽顧問劉健恆博士、南亞路德會主席謝達超牧師、

三位導師鄭建德博士、陳兆焯博士及袁海星博士、兩

位同工郭志靈博士及伍岳喬先生、並日校班主任鄭

偉賢先生及生命教育導師歐達強先生。典禮完畢後學

院安排各來賓參觀校舍及一起共進茶點，讓導師、同

工、學生、家長和親友彼此交流，場面溫馨。

	 13-14日於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辦「做一天『輔

導學院學生』體驗營2」，共約60人出席。上次營會

於本年4月19-20日完成，今次同樣由院長葉大為博

士、副院長吳庭樑博士、郭志靈博士、伍岳喬先生、

招永昌教練任導師，幫助參加者找到自助助人的成長

出路。內容包括信仰與輔導整合、性格與個人成長、

遊戲治療、分組討論、敬拜、心靈藍圖、導師個別指

導、及分組靈修。

	 30日本院同學黃玉珠(Winnie	 Wong)主懷安息，

全校師生深表哀悼，願主叫她的靈魂安息，並她的家

人得安慰。10月24日晚八時三十分假世界殯儀館舉行

安息禮拜，翌日舉殯。

	 22日晚上七時三十分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應邀

到觀塘主講「你有壓力．我有壓力」聚會，共80人出

席。講座主辦機構是國際傑人會東方都會會，支持機

構是百本人才培訓學院及中小企國際聯盟。葉博士在

短短兩個小時內，帶參加者與壓力做朋友。內容涉及

造成精神壓力的原因、檢視自己是否工作狂、理想壓

力的指標、戰勝壓力十法、及防止人際關係壓力等。

	 23日下午三時本院假南亞路德會靈恩堂主辦	

「我要開心D！！做個『開心快樂人！』」聚會，由

院長葉大為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在壓力爆煲下

保持身心靈的健康快樂，共100人出席。香港人生活

緊張，家庭經濟擔子沉重，加上社會政治民生中港矛

盾壓力日增，壓力指數嚴重超標。葉博士以輕鬆的手

法，分享如何在不平衡的社會中找到內心的安穩和快

樂。聚會得到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國際傑人

會東方都會會、及中小企國際聯盟協辦。

	 26日英國列斯都會大學（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助理教務長西門鍾斯博士（Dr.	 Simon	

Jones）及隨行之國際教育顧問寶娜基隆女士（Paula	

Grizzard）到訪，與本院董事及教職員會面，討論日

後的學術交流及合作發展。

	 29日至12月2日本院再度與北京清華大學及中

國老教授協會合作，舉辦第三屆心理諮詢與輔導高級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過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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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2014年

一月

二月

五月

六月

研修班。參加者遠赴北京清華大學並順利完成課程相關

要求，獲清華大學頒發「心理諮詢與輔導高級研修班」

證書。此行35人，包括師生、董事及顧問。

	 1日晚上十時至十二時新城知訊台FM99.7播出

的「Sorry．I	 Love	 You」節目中，本院院長葉大為博

士及榮譽顧問劉健恆博士接受主持人胡美儀小姐的訪

問，分享與所愛之人說與不說「我愛你」的愉悅與遺

憾，一起探索箇中的情緒。之後一連數個主日晚上，葉

博士繼續接受訪問，求主使用。

	 9日晚本院為荃灣敬拜會「個人成長」課程舉行

最後一課的「人生宣言大會」，約150人出席，包括師

生及同學的親友，共同見證學員不再一樣的生命。由本

年9月至12月期間，本院院長葉大為博士每月三次赴該

會教授這課程，每次三小時，全課合共九堂，學生共55人。

	 23日中午及傍晚本院及基督教輔導服務教職

員，分別於油麻地及九龍塘校址舉行聖誕慶祝聚餐，記

念主降生。

	 22-24日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研

究院心理系教授Dr.	Harvey	Payne將到訪本院，求主叫

雙方有美好的交流。

	 16日晚上將舉行本院春茗，詳情待定，請各師

生預留時間參加，共慶新春。

	 10日將於美國奧利弗拿撒勒大學舉行畢業典

禮，請準備出席之碩士畢業生與本院校務處聯絡。

	 14日下午三時將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本

院第七屆畢業典禮，晚上並舉行畢業晚宴，請各畢業班

同學預留時間，如有查詢，請與本院校務處聯絡。畢業

禮歡迎各界人士參加，共證主恩。

（編者按：上一期《院訊》第7頁左欄「八月」二字應往下

移，與「3日週末傍晚」一行水平同，特此更正。）

未來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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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機構，可透過以下方法奉獻：
(1) 支票或銀行本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有限公司。
(2) 直接存入恒生銀行385-765-391-883「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有限公司」戶口，
      並將存款收據交回本機構。

請填寫以下回條
奉獻者姓名：       奉獻金額：   元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連同奉獻一併寄回（請勿寄現金），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8-520號彌敦行一樓，或傳真至2771 1669
（支票除外），本機構將按此回條寄出正式收據。凡捐款達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收據作扣稅用途。

服務範圍：
個人輔導、婚姻及家庭輔導、性治療、沈溺行為及賭博輔導、
兒童及青少年輔導、婚前輔導、信仰問題、臨床心理評估 、
情緒管理、小組治療、危機處理、家事及商業調解。

熱線電話：2374 3888  網址：www.hkccs.org.hk 電郵：info@hkc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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