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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将辅导的事工称为「灵魂的工作」，主
要建基于圣经将人的光景、苦况指向人根本的
问题-「心」的悖逆，以至于人选择偏离神以
外的道路，以犯罪的模式回应问题，满足自我
的内心。圣经辅导的进路在于以圣经来解释问
题，并且按圣经的真理来回应问题。我们相信
圣经具有权威性、切身性及充分性，告诉我们
辅导的目标，定义人的问题，透过圣经辅导，
使人经历福音改变的大能，将人心导向真理，
使人依靠上帝的话与圣灵的工作，生命持续不
断地改变更新。

我们的使命：

·推广「圣经辅导」，使辅导的工作回归圣经
的原则

·委身圣经无误无谬，完全且足够的真理

我们的目标：

·建立以神为本、合乎圣经的辅导

·服侍委身圣经辅导使命的教会

·「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是圣经辅导最终的
目标

·推广并促进基督徒委身圣经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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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事奉

在辅导中转向神

福音与辅导

辅导：圣灵的劝诫

正道培训服务中心

圣经辅导室

服务范围：

·提供教会以圣经辅导为原则的研讨会、
培训、专题讲座、读书会、成长团体等
活动

·出版与圣经辅导相关的刊物、影音光碟
书籍、教材等

·提供个人、夫妇、家庭或小组合乎圣经
原则的辅导

·培训拥有辅导恩赐的基督徒

·小组辅导专题讨论

我们的成员：

· 主任委员：林约瑟

· 执行秘书：王福娟

· 委员：钱慕恒、吴盈盈、杨丽真

联络方式：bc.rightpath@gmail.com

马来西亚圣经辅导事工：

辅导季刊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7611132919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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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2013年辅导室在槟城与吉隆坡主办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以一年半的时间，透

过每半年的培训，共三个阶段，结合神学与圣经辅导基础的内容，培训基督徒，使用圣经，认

识圣经辅导。每一个阶段，平均参加人数约60来位，包括教会牧者，传道人，父母，主日学老

师，以及在教会参与事奉的基督徒。一年半的培训，结业时我们有8位学员完成课业。古晋杨

丽真传道于2013年毕业于台北改革宗神学院圣经辅导，获取硕士学位，她也有同样的感动，

向当地的教会与牧者推广与介绍圣经辅导。因此，得蒙母会古晋恩典浸信教会的祝福，她以

一年的时间，就在母会建立牧养的基地，参考三阶段的内容，于2015年，用三年的时间，在东

马开始了三阶段圣经辅导的培训，课程有调整进步，并且同步在教会开始林慈信牧师中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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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娟
过去为教书匠，信主后蒙召接受装备

如今是主工人

致力于向教会推广与介绍圣经辅导

透过教导、阅读、慈惠、探访、关怀，

浇灌、耕种，等候神叫他成长。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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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课程基督教神学与圣工证书文凭。三年全程学习，感谢神，于去年9月16日线上结业典礼。

这是一场非一般，却满满恩典的聚会，线上除了结业的东马肢体学员（9位圣经辅导证书，7位

基督教神学与圣工证书），还包括来自美国林慈信牧师，在台北服的钱慕恒牧师，东西马的牧

者、传道，台北参与服侍的同工，新加坡的肢体，以及结业同学们的家人以及东马不同教会的

肢体们。凡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疫情里没得实体聚会，神的作为奇妙，藉着网际

网路的便利，让我们圆满的在主里团聚，共同数算主的恩典作为。

感谢神，为我们来预备，带领我们能够从所学习的，经过并继续在教会的实践，培训基

督徒，为主装备，服侍教会。圣经辅导的根基就是神的话，一个辅导员的装备，就是整个神学

的装备，从圣经神学、新旧约神学、系统神学、辅导神学，教会历史、早期教义史、清教徒的

属灵实践，教会实习，案例辅导，以及单一书卷、以及单一，不同主题的辅导课题的课程，给

予基本的装备与操练。这些不同的课程，有不同重点的学习，但却回归合一于圣经的教义与

根基。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是一个密集课程，无法全面的涵盖神学院的全盘学习。因此，参

与的学员是预尝其中甘美学习的过程，并在实际的生活处境以及个人在教会里的服侍来应用

与成长。愿神继续的装备以及兴起主工人，为主作工，让教会里的劝诫与辅导，回归圣经的话

语，使用圣经，去作辅导，带来人心与生命改变的大能。

教会里的辅导就是圣经辅导。因此，圣经辅导务必落实于教会的权柄和处境之下，勿有

脱离教会的监督，陷入随从世俗心理学，拟似开私人诊所的迷思，这并不是来接受装备，学习

圣经辅导的目标。在华人教会里，绝大部分对圣经辅导是陌生的，也很多牧者或许没有机会

比较长时间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我们的服侍，就是透过有规划的短期辅导培训，有系统的装

备，培训有需要的牧者，教会领袖，以及信徒等，用圣经作辅导。机构不能取代教会的功能，

而是帮助教会正视与落实圣经辅导于教会。这是我们在构思圣经辅导三阶段时，基础的目标

设立与实践。

圣经辅导不能独立于圣经的教义，我们常用最简单，听得明白的一句话来表达，圣经辅

导就是“用圣经、作辅导”，清教徒说这是“灵魂的工作”，因人心偏离主话，是心背离神，以

至于犯罪，把自己陷入罪的苦况里。因此，人心需要回转，来到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心灵得

重建，才能够按神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生命的难题，并在圣经的教导经历生命的改变。圣经

辅导结合了话语的事工，慈惠的事工，以及治理的实践。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圣经辅导不

是在说长道短，而是我们在谈，在救赎主的手中生命的改变，生命活在神的面光中，天天脱去

旧人，穿上新人，离弃罪，敬畏神，这对信徒是必需也是必然的。对非信徒，圣经辅导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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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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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教，以真理的话，攻破对方的营垒，使用圣经教义，将人心意夺回，更是福音的宣讲，圣灵

的工作，把人带到救赎主面前，得生命真实的盼望。

圣经辅导的服侍，我可以

看见一个人生命因顺服信靠

神，因一个人的回转悔改，影

响一个家，一组人，一个团契，

一个教会，带来在基督里更新

蒙祝福的局面。我同时也看

见，当人心继续刚硬，在自己

的自主自我，傲慢，霸道，不

愿意回转时，问题更是急转

直下，罪的确是如面酵，制造

更多的伤痛，犯罪带来的咒

诅面，不仅仅是祸及一个人，

它更可以祸及身边的人，甚

至是一群人，一个团契，一个

教会。祝福或咒诅，真的不是在于外在处境，关键

在于心，是否与十字架对焦，按神的心意，从神而来

的能力，来回应问题。

钱慕恒牧师在给予结业的勉励，他提及圣经

辅导是一个带有眼泪的服侍。这一句话，很激动

我，为什么会有眼泪呢？我想最主要的，我也常在

辅导的进程或服侍里，被神来辅导与改变。特别是当我想在靠己在拔苗助长，让心中的自我

无限放大时，失去耐心、烦躁、忿怒，对同工、对团队厌烦时，甚至觉得坐在我眼前的案例面

目可憎时，林前三6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这提醒我，也鞭策

我，同时让我悔改回转，我的身份是神的仆人，这呼召是上头来的，用神的话，去传达神的信

息，我的实践就是去“栽种、浇灌”无论风吹、日晒、雨淋，我得流汗、得殷勤、得勤奋，得忠

心、得良善，按神的方式，去播种、去除害虫，去看守修理，去作主的工人，作自己责任范围当

作的，引人悔改、回转，生命与基督联结，然后神说唯有神叫他成长。“用圣经，作辅导”是神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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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召，神处理问题的方式，神要作成的工作。这服侍会带来眼泪，有工人辛劳以后欢呼收

获的眼泪，也有难过伤心说不出话圣灵托住安慰的眼泪，更有个人的私欲被神来击打悔改时

懊悔的眼泪。这眼泪会被主来圣化，会有如一股上头来活水泉源地注入，带来内心信靠的坚

固与稳妥，并在个人生活与服侍的应用与实践。因此，若这个服侍没有了眼泪，我大概就是有

祸了，就如枝子要是离开葡萄树，就无用，什么也不能作。眼泪是一种表达，感谢神，赐予眼

泪，盼望这眼泪，装在主的皮袋与册子里，因祂记念，我且专心、专注、专一事奉、服侍、跟随

祂到底，直到那日。

最后，结束前，以以下的三道X-光题，与学习圣经辅导的牧者、同工、神学生们以及我自

己共同思想：

1.	作为牧者、同工、神学生，在教会落实圣经辅导，从过去、或现在，有没有采取了具体与实

践的行动？如果有，你采取了哪些行动？结果如何？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拦阻

你？

2. 作为牧者、同工、神学生，在教会落实圣经辅导的服侍里，什么状况或结果让你特别感到

生龙活虎？抑或什么状况或结果让你特别不安，甚至发怒？圣经如何说这让你感到生龙活

虎，或急躁不安发怒的状况或结果？

3. 作为牧者、同工、神学生，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阴暗面？你是否能在福音里辅导自己，面对

神？或者你是否有寻求牧者辅导监督你，面对神？如果有，结果

如何？如果没有，结果如何？

在福音的自省，悔改回转，立刻、真诚地将心献上给

主。谨祝结业的学员们为主装备，服侍教会，一生之久，

直到与救主面对面。神赐恩福。

                                                            

                              王福娟

																																正道辅导室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经文：林後十1-6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

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

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　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

谋、各样拦阻人认识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

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一）	处境：我们在争战之中

a. 首先，我们认知到教会、基督徒是处在争战之中。

b. 经文里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争战”。We are at war!

c. 当然，当时保罗说他争战时，他主要是指他预备好要处理在哥林多教会里一些人质疑和

轻看他使徒身份这件事。

d. 但我想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扩充和延伸，不管是在教会里、在家庭中，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

8

钱慕恒牧师
已婚，与师母养育三名儿子

美国贝卡坎贝尔大学工学士 2005

（商业与电脑科系）

台湾台北改革宗神学院道学硕士 2012

美国肯塔基州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神学硕士 2015

（主修基督教哲学与护教学）

美国密西根州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博士，

撰写论文中（主修历史神学）

马来西亚槟城佳音浸信教会传道2012-2016

马来西亚槟城浸信会神学院全职讲师 2015-2016

台湾台北改革宗神学院专任讲师 2017-

按牧加入台湾改革宗长老会 2018-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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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题：

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事奉
（六个认知）

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事奉
（六个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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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其实我们都活在信与不信、顺服与不顺服神的属灵争战当中。

e. 今天当我们听到战争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阿富汗。（差别只是有没有用武器；经济、

政治、群众力量）。

f. 基督徒必须要有醒觉，知道自己是被曝露在属灵的战场当中（“护教和被护教”/“辅导

和被辅导”，辅导也是护教的模式之一）。这是一种“世界观”的争辩。听过林慈信牧师的

课的同学，都不会陌生什么叫做“世界观”的争辩。

（二）	目标：使人顺服基督

a. 第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使人顺服基督。

b. 保罗在第五节说得很清楚，是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不是顺服保

罗、不是顺服我们这些牧者、也不是顺着个案的意思）。”

c. 从这个角度，你会看到“圣经辅导与护教学的关係”远远靠近过与世俗心理学辅导的关

系（不只是解决人生各种的疑难杂症，而是将人带回到造他们的主面前）。

d. 什么叫顺服基督呢？就是被基督和祂的话来掌管/规范（Control/Regulate）、认定祂在我

们身上有权柄（Authority），还有确知祂是与我们同在的神（Presence）；一切发生在我身

上的事情（好与坏），都是在主的旨意里面发生的，都为了我属灵的好处（it is well with 

my soul）!

e. 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服事的时候，目标很清楚，都是为了基督、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而

做；但久而久之，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都是要透过我、透过我来为教会做什么、透过

我的机构来发展神的国，以后开始要人顺服我们（要小心）。

（三）	挑战：坚固的营垒

a. 第三，我们也要认知到想要要求人来顺服基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和我们所

服事的对象，都是一群很难顺服基督的罪人。你甚至可以说，这成功率是等于零。

b. 你看看保罗是如何形容他们；他说他们有“坚固的营垒”、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计谋、拦

阻他们来认识神的自高之事”。

c. 这里我要特别的对结业生、传道人做一个提醒。你将来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有经验的事

奉者（圣经辅导员、长老、执事、传道、牧师）；但这不等于我们就摆脱了老我中这些坚固

的营垒，它可能暂时藏在某个角落里，但可能还是会浮现出来。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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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你要知道，圣经辅导员和传道人会面对有一种很特别的属灵危险；你会越来越熟练的给

出一个标准圣经里的答案，但自己却不再被它所说服和感动，这就好像我们其他的工

作，越来越熟练了，而忽略了其危险性。我们要特别小心这种危险！

（四）	呼召：将人的心意夺回

a. 第四，虽然我们是如此不完美的人，但神仍然恩待我们，愿意呼召我们去“争战”、“攻

破”、“夺回”。

b. 当保罗用这些字眼来谈到神给我们的呼召时，往往我们会误以为他是要我们去当十字

军，做圣战士。

c. 但如果你从更宽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特别强调要用谦卑、温柔的态度来

为主争战的。

•	 经文第二节，他恳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帮助他，不要叫他在他们那里时有靠自己/

靠血气来行事的这种勇气。

•	 经文第三节他继续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我们用人的方法做事），却不是凭著

血气争战（不是按照人自己的意思，为了自己来做这件事的）。

•	 事实上保罗当时是已经预备好了要带着神所给他使徒的权柄来对付这些轻看他的

人，做纪律的处分。

•	 所以经文第六节保罗说，“我（虽然）已经预备好了，（但他仍然愿意）等候哥林多教

会“十分顺服的时候”，他才执行纪律处分。

•	 因此，我们看到保罗是努力的追求教会最大的合一，甚至是愿意暂时忍耐不执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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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生之久要不断操练在教会中服事的姿态，追求教会最大

的合一。

d. 我个人已经离圣经辅导的事工越来越远了；但我这些年来身边不缺少投身在圣经辅导的

同工。我从旁观察他们的事奉，我越来越被说服。我今天要给圣经辅导一个新的名字，

这是一个“流泪的事工A ministry of tears”。它是一个用许多的眼泪来浇灌、培育出来

的事工。如果妳用手指头沾一点眼泪放到嘴巴里尝尝，你会发现这眼泪是有酸、有甜、有

苦、有辣的：

•	 它有很多的辛酸；过去这么多年来要在华人教会中建立这个事工很不简单；要培训到

位的圣经辅导员一点都不容易；甚至是最基本要获得教会牧长们的认可也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事。我们都在劝一些在大陆圣经辅导的毕业生，学习忍耐叁年顺服在牧师

长老的权柄之下，尝试得到他们的信任。我们看到这些姐妹们啊，事情都是他们在

做，但功劳都给牧师领！很多的辛酸！

•	 当然，这眼泪偶尔也有甜的。大概今天这场面是极其稀罕的甜。毕业生可能你会因为

你付出的努力今天有了成果，你很喜乐！但我可以向你保證，你的老师同工们会比你

更喜乐！你可以去尝尝他们现在流出来的眼泪，非常甜的！

•	 然而，更多时候必须说这眼泪是苦的。听到个案的遭遇往往叫辅导员、传道人觉得心

疼；看到个案深深陷在罪恶的迷思中，得不到基督福音的自由，是一种苦；还有被个

案拒绝的苦、好心提供有益的劝勉但被嫌弃的苦。有时圣经辅导员经常会接到个案打

来的电话，说他不想再来辅导室了，因为他觉得你的辅导对他没有帮助；教会领袖也

会认为你花太多的时间陪伴个案，他们希望你做那些更直接可以看到成果的事情。

这些都是很苦的。

•	 到一个地步，这眼泪甚至会是辣的。你辅导的个案会直接对你发脾气，对你说很不礼

貌的话，让你受不了；你会因为经费被砍掉了、工作被抽走了、教会决定不再支持你而

感到愤怒流泪！

e. 我以上举的这些例子，都不是虚构的！这些都是我们的传道人、圣经辅导员所面对的情

况。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流泪的服事A ministry of tears”。

f. 然而，这些眼泪在神眼中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在服事的过程中眼泪变

少了，你要小心，这就表示你的服事开始有危险了！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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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能力：神的能力/基督的温柔、和平

a. 虽然这是一个充满眼泪和辛酸的呼召，但保罗也帮助我们看到他如何支取继续事奉下去

的能力。

b. 保罗在经文第四节提醒我们，“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这是我们可以胜过挑战的秘诀。不是靠著我们自己的方法，乃是依靠“神的能力”。

c. 特别，保罗在第六节说，他乃是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by the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of Christ）。

d. 这是我们有能力事奉下去的关键，我们拥有一位以“温柔”和“和平”对待我们的基督。

•	 “温柔”meekness特别是指基督那种长久忍耐我们的心志。不是软弱。

•	 “和平”gentleness比较是谈这位温柔的基督如何以恩慈来对待我们。

e. 这是保罗（我们）有能力事奉下去的秘诀。当保罗被轻看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怪罪别人	

（不要一直把问题都连接到别人的身上；你看就是他害我这样的咯…）；我们要学习保

罗，多想想耶稣基督的温柔，祂如何恩待了我们！

f. 这一方面会给我们安慰和动力；一方面也会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和处理问题，继续

做好我们的工作，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六）	盼望：可以/一概的攻破

a. 然後，我们可以有确实的盼望，知道我们只要忠实到底，我们一定会成功。

b. 注意保罗说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他没有说可能，是可以），然後又

说“一概的攻破”。

c. 这样的说法告诉我们这会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一定可以）。

d 但他没有说马上可以。而是一定可以，但可能是十年之後，我们过世之后，或是基督再来

时；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有盼望知道一定会成功攻破！

e. 各位结业生，今天你结业了，马上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身份，你不再是这个课程的学生

了，而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工了！

愿神赐福，阿门！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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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

我的创伤为什么无法医治，不得痊愈呢？

袮对我真的像叫人失望、靠不住的溪流吗？（新译本，耶利米书十五28）

当我们的痛苦一直持续，没有任何的缓解。难道应许与我们同在的神撒谎了？难道我们

所依靠的神会像流干的溪流吗？不，先知耶利米知道神绝不会让他失望，神并非人，祂绝不

撒谎，祂有无穷无限的能力。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祂绝不会是流干的河道。当年先知耶利

米面对丛丛挑战，内心痛苦不堪，带着非常迫切的的恳求，全然投靠在神的怜悯和应许中。

是的，有时我们无法解释当下的困境，于是我们转向神，将心里的话全部都向神倾述，

求神指教、更正和更新我们。这是神提供给我们唯一的出路。

辅导的服事中，辅导员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诉说着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的真

实故事。有许多的原因令人心碎：失恋、失业、失去所爱之人、失去婚姻、失望。无论根源是什

么，它的痛苦是承受者无法忍受的；接连下来要应对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感谢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全备的话语，《圣经》，帮助迷茫的人们得着生活的指引。圣经

辅导就是帮助人从圣经里找到答案去应付生活中千变万化的难题，活出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

生命。圣经辅导让人们看到因为人罪性所带来的绝望，同时透过神的话语，让人们看到在基

督里才能获得的盼望。

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的结业礼不仅仅是一次培训的结束，深愿成为学员们新的旅程，自

己的生命先被神的话语所辅导、喂养、更新，再次看清圣经中所宣告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是又

真又活的神，祂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位创造世界的神，并道成肉身为拿撒勒人耶稣的神，

不是坐在高处，俯视着说：“好的，我知道你的痛苦。”相反的，神亲自前来在人们中间受苦、

受死，祂的双手被刺穿，为的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着祂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让

在辅导中转向神在辅导中转向神

杨丽真
2013 年毕业于台北改革宗神学院圣经辅导硕士

古晋恩典浸信教会传道

教会辅导室主任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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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这全然是神所赐的恩典，因为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活在罪恶堕落的世界中，愿神的子民回应神属天的恩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以圣经真

理装备自己在这世代中站立得住，并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以真理安慰和建立一个个心灵破碎

的人们。

共勉励。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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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圣经辅导培训：第一阶段
 June 28-30, 2017

东马圣经辅导培训：第二阶段
June 14-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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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东马圣经辅导培训：第三阶段
September 14-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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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对我来说是一项非常神圣且有意义的事工。

虽然没有像医生拿着手术刀，

在手术台上抢救病人，

但是辅导员是扮演者属灵医生的角色

足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犹如圣经提到的：深入骨髓与灵魂之间地与他们沟通，或者身为基督徒，

拯救失丧的灵魂。

当企图自杀的病人寻找辅导员时，

对他们而言世界已经放弃了他们

辅导员所给予他们的关怀，陪伴，理解等

是他们的最后盼望；

是他们紧紧抓着

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

也是他们离救主耶稣最接近的时刻，

书中所读到的	：他们脑海里不断寻找：

“我是谁？苦难中该信靠谁？

我所看到的只是无穷无尽黑暗的空洞。”

可以想象辅导员就在这个时刻

把福音的亮光照射在他们的黑暗世界里。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姚羚
古晋三阶段学员

福音与辅导福音与辅导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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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现今的社会不只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夺走了人的性命，

更多的是心理的精神疾病：忧虑症，恐惧，自杀等等

肉体的疾病或许可以借着药物治疗得到减轻，

但是心理的疾病是无声无息的，

身心灵所受的折磨和痛苦更加无法想象的，

因为困住他们的正是自己的思想。

其中一个有关忧虑症的课题：

我也学习到

苦难本身并不会造成忧虑症，

而是人内心对外在苦难的解析。

而避免坠入忧虑症的深渊：

人的内在信仰体系，

诠释的观点必须链接对上帝的信靠和信心。

当中有许多我很喜欢的句子

我也把它抄了下来时常提醒自己：

1.	 上帝以永生爱我们，

	 今生无论有多少苦难，也许上帝未完全解答，

	 但是我们可以祷告说：

	 上帝啊，我不知袮手所为，

	 但是袮全然明白，那就够了。”

	 因为人生目标无关乎我们自己，

	 而是上帝祂荣耀国度的目标。

2.	 基督耶稣来到人世间，不是为了取走我们的苦难，

	 而是与我们共同承担苦难。短暂的苦难和爱绝对可以并存，

	 苦难里蕴藏着着上帝对世人那永恒，美好的旨意。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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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将把这些奥秘，在最好的时间，

	 为着最崇高的目的，显明给我们知道。

在上圣经辅导课时

不断提醒我耶稣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

除了祂以外，别无拯救。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尽我们无法体会的痛苦，

却是教会我们如何学习去爱和被爱的那一位。

一生辅导着我们这些罪人，直到那日。

在做功课的这三阶段，

感觉赤裸裸的显明我自己越来越多的罪，

感觉被耶稣基督狠狠辅导了三年。

三阶段圣经辅导的课业要求

其中一项让我们在真人真实的案例上给予辅导

不仅加深我对圣经及辅导的学问，

也领悟到圣经

是如何贯穿在辅导的种种课题上；

例如帮助忧虑症的病人：我们可以帮他们找出适合他们的【诗篇】

让他们和别人在日常生活中谈论，加以复习，

让它成为忧虑症患者的语言。

感恩这次的课程让我有机会进入到受辅导者的内心世界

有迷茫的，一生活在恐惧中的	，

更让我渴望永恒的天国

“在那里不在有悲伤，眼泪，哭泣，直到永远。”

而我们坚信这工已在进行当中，

祂必快来！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人们在这世界上有太多的挣扎：遭遇不公、被贫困所困、与病痛鏖战、

职场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问题。

是否

在白日只能躲在空洞的房间里?

而在夜间只能依靠药物入眠？

在黑暗和痛苦中找不到出路？

当生活中受环境所逼，遇到这种危机时.....该怎么办？

生活中的苦难与失落是难免的，常常让人不知所措。

我走过，也活在当中，流过的泪水，没有人理解。

但是祂一定理解。

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祂向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祂没有犯

罪。

是否觉得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

蔡洁凡
三阶段学员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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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

祂告诉我们说：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召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塑造，所作成

的。（赛四三7）

因为我们信靠祂，我们的生活有真正目的。

“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罗十一36；林前十31	）

“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诗七三25-28）

是否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

耶稣说：

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如果失了一只，他会不把九十九只留在山上，去寻找那迷失的吗？我实

在告诉你们，他若找到了，就为这一只羊欢喜，胜过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太十八12-13）

为何沮丧，为何忧郁，为何绝望？

回到所有问题的根源.....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三23）

唯有因着信耶稣基督，祂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的罪污，祂的义披在我们身上，在上帝面前我

们得称为义。

我的心哪！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难道你不知道.....

应当等候上帝；因为我还要称赞祂，祂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上帝。（诗42:5）

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是永不改变的应许。从这角度看，人才能成长，对上帝有准确的认识，相

信上帝的话语有最高的权威。

辅导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能使信徒重生和成圣，圣灵的工作是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您

我是否接受祂的劝戒？

耶稣基督说：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祂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过的一切话。（约14:26）

祂接着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

过，也不要恐惧。（约14:27）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祂赐给了我们美好的应许，祂说：

.....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约16:33b）

凡说自己是住在祂里面的，就应该照着祂所行的去行。（约一2:6）

让我们看重上帝的话语，回到上帝的面前。

以下，我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总结我的学习：

1）你参加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课程，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首先我要感谢主，因为给了我这个机会和恩典，能够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参加这个课

程。透过这个课程认识“圣经辅导”，也感谢中华展望和恩典浸信会主办了这个课程。在参与

课程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经辅导”。透过这课程，我看到了圣经真实的应用：圣经有绝

对的权威，而人应当的责任是：以顺服回应上帝的命令。

2）对你而言，什么是“圣经辅导”？

“圣经辅导“是基于上帝的话语，藉着圣灵的引导，把人领到上帝的面前，帮助他看到自己的

罪，并且认罪悔改，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依靠圣灵过圣洁的生活。圣经辅导不单单是一套的伦

理。上帝的话语是活的，辅导有交流，是活的、是实在的。相信这方面的装备对每一位基督徒

都是有益的。

除了装备和应用，也要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圣灵是随心所欲地

工作；辅导员和被辅导的都要尊重圣灵的主权。圣灵透过祂的话语工作，因此辅导员必须研

究圣经并且要跟随圣灵的引导。

3）你对圣经辅导有什么亲身的经历吗？

说到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我主内的姐姐、我的导师丽真姐，她给了我辅导、指导和鼓励。我

特别感恩因为我不单单接触到圣经辅导，也亲自体验了“辅导员“与”被辅导“的角色。从当

中我学习了好多，虽然不是每一道问题都得了解答，但是我很肯定的是：这使我对上帝的信心

更有长进了。

身为自己的第一个辅导的对象，发现到挑战性还蛮高的。因为生活中遇到种种的考验，经历

了患得患失，沉到低谷时，是很灰心的、想逃避，却逃不掉。才发现在黑暗里靠自己去摸索，

想找一个出路，却摸不着。心里深深地感受到，需要一道光。我记得耶稣基督曾经那么说：	

辅导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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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12）。是

的，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

4）对于所阅读的书本，哪一本是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第二阶段的课业其中一本，是由清教徒J e r e m i a h   B u r r o u g h s所

写的《稀世珍宝》。我觉得这本书引用了圣经去诠释“知足”，是很有意思的。作者有描述知

足是：“……内在甜美的、安静的、恩典满盈的心灵状态，无论任何景况，都毫无保留地降服

且喜悦那充满智慧、慈爱之神的安排”。

我想，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欲望和贪恋，一直怨着那些自己没得到的东西，他就很难明白上帝

的恩典，他很难看见上帝的恩典。基督徒的知足是甜蜜的、是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用

一辈子去学习的。

5）你对那些在圣经辅导这一方面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勉励的话要说？

我听过有那么一句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世间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除了耶稣基督。在学

习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要常常提醒自己：凡事不求十分，只求尽心；万事不讲圆满，只求尽

力。

努力不一定就成功，但是必要努力一把才知道；奋斗一下才知道自己的潜能。其他的，我认为

我们就应该感恩交托给上帝，坚信上帝在当中的保守和带领。

23

东马三阶段圣经辅导培训及结业典礼

为主装备，服侍教会



2021

Graduation in the 
Certificate of Biblical Counseling

为主装备，服事教会
Equipped to Serve

中华展望
China Horizon

恩典浸信会
Grace Baptist Church

结业典礼



结业典礼流程表 

主持/Emcee :  汪国平弟兄

司琴/Pianist :  刘李宜洁师母

开始祷告/Prayer :  林约瑟长老

唱诗/Hymns :  会众（颂565.荣耀归于最高神）

讲道/Sermon :  钱慕恒牧师（25-30分钟）

报告/Report :  杨丽真姐妹

颁发证书/Conferment of Certification 

毕业生代表见证/Testimony ： 蔡洁凡姐妹（5-10分钟）

  姚羚姐妹（5-10分钟）

为毕业生训勉/祷告

Word of Encouragement/Prayer ： 林慈信牧师

唱诗/Hymns ： 会众 （颂525.谁愿在主一方）

结束祷告/Prayer ： 刘泽丰牧师

拍全体照/Group Photograph ： 教会牧者领袖和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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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学与圣工证书
课程毕业生 

蔡枚郿 Chua Mei Moi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黄翠兰 Bong Chui Lan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黄仕珍 Wee Siok Cheng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杨维珍 Yeo Jui Tian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李瑞昭 Lee Swee Chiaw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郑明崇 Tnay Meng Chon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林树芬 Lim Sze Fun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Name list of Graduates



刘金海牧师Lau King Hai
所属教会：BEM (SIB) Kuching

陈培洁Tan Pai Chieh
所属教会：古晋教会

陈红霞Tan Ang Hia
所属教会：古晋圣公会圣多玛座堂

蔡洁凡Esther Chai Kiet Fun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蔡枚郿Chua Mei Moi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黄翠兰Bong Chui Lan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姚羚Amy Yew Ling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林爱玉Ling Aik Geok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傅梅栖Foo Boi Si
所属教会：恩典浸信会

圣经辅导证书
课程毕业生

Name list of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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