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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以先，本港並無⼀條結合輔導與祈禱的電話熱線。

在⼀次機會下，神讓前影⾳使團﹝簡稱「影⾳」，下同﹞的弟兄姊

妹去到菲律賓，參觀當地視博恩廣播機構，發現他們有⼀套完善的

熱線系統，以配合他們的信仰節⽬，讓觀眾得聞福⾳訊息後，透過

熱線使他們慕道的種⼦發芽滋⻑，當時「影⾳」的弟兄姊妹認為此

配套可以應⽤於他們的廣播事⼯，於是便邀請當地的弟兄姊妹，提

供有關系統的資料作參考……

本中⼼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由這個發⽣在菲律賓的故事開始；

五年來，中⼼由⼀條⽤作配合廣播⽤途的熱線開始，⾄今天能獨當

⼀⾯的成為⼀所提供熱線、⾯談和培訓等全⾯服務的輔導中⼼，

其實當中已跨越了不少的⾥程碑。

中⼼歷史回望

「⼼暖⼼輔導中⼼」

由數位基督徒成⽴，

⽬的為了回應

社會各階層⼈⼠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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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開放時間

「⼼暖⼼輔導中⼼」是⼀所⾮牟利基

督教專業輔導中⼼，成⽴於2000年，

以聖經作為基礎致⼒為有需要⼈⼠提

供熱線輔導，⾯談輔導及培訓服務予

個⼈、家庭及社群。

異象

使命

盼望以聖經作為基礎，在專業的輔導中得

到基督的信⼼、愛⼼、⼒量和智慧等等，

⿎勵受助者成⻑能有美好和豐盛的⼈⽣。

盼望給予受助者專業和有效的輔導，促使

個⼈成⻑和⿎勵他∕她們⾯對個⼈問題⽽

為⾃⼰的⼈⽣作出更好的選擇。

本中⼼開放時間由星期⼀⾄六，

早上⼗時⾄晚上⼗時，

星期⽇下午六時⾄晚上⼗時。

⽽電話熱線則於辦公時間外設有留⾔服務。

服務對象

任何年齡、國籍、宗教、經濟背景、婚姻狀況等等的⼈⼠，

包括個⼈、已婚或家庭，並且相信輔導能幫助他∕她們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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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

家庭問題

例如: 婚前輔導、婚姻關係、婚

外情、離婚、教養⼦⼥和家庭暴

⼒等等。

情緒問題

例如: 抑鬱、焦慮、內疚、壓

⼒、哀傷等等。

⾃殺問題

⼯作問題

例如: ⼯作壓⼒、失業、負債等

等。

個⼈問題

例如:⾃我形象、⼈際關係、戀

愛關係、婚前性⾏為、墮胎和性

困擾等等。

宗教和靈性問題

中⼼提供之服務包括電話熱線輔導，

⾯談輔導和專題講座培訓等等。

⽽我們所提供輔導服務的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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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分享
楊其輝先⽣

經歷過 2019 ⾹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的衝突，置⾝ 2020

環球神秘病毒的瀰漫中，外圍的政治事件可能不斷湧現，作為⼼理輔

導機構該如何應對？我的⼀個盼望，就是⼼暖⼼輔導中⼼靠着聖靈的

保守仍然是作為世上的光，並有⼒地實踐使命，將祝福帶給⼈群。

2020年對⼼暖⼼有很⼤的變遷，就是由2000年搬⼊⾼信⼤廈開展⼼理

輔導服務，因業主要將⼤廈改變⽤途，我們要離開20年的辦公室，改

搬去同⼀⼤廈4樓的單位，⾯積細7樓⼀半，當時為到搬遷費⽤很擔

⼼，我們專⼼求告神，神就為我們開路。業主知道⼼暖⼼是慈善機

構，主動提出由業主負責裝修。我們⾮常感謝神的供應。⽴即與業主

商量裝修事宜。由2020年4⽉開始裝修，⼼暖⼼可以於8-9⽉搬到樓下

新輔導中⼼。我深深經歷神無限的供應，超出我們所想所求。雖然空

間較以前單位少了⼀半，我們仍然希望物盡其⽤，善⽤新輔導中⼼，

正如保羅所講「無論如何總要救些⼈」(哥前9:22) 

⾯對⾹港社會經歷動盪事件，及⼈

⼼惶恐的時刻，⼼暖⼼今次改變，

我深信神在前⾯的帶領，讓⼼暖⼼

成為世上的光、世上的鹽。我⾮常

多謝⼼暖⼼同⼯能堅守剛位，⼀⽅

⾯忙安個排搬運事情；另⽅⾯維持

前線服務，更不斷開拓新社區⼼理

健康服務，同時與各教會及學校加

強推廣⾝⼼健康、⼈際和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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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分享
徐雲⽣先⽣

2020年是我在⼼暖⼼的第16年，⼈⽣有多少個16年，回想⾃⼰當年領

受神的呼招，踏⼊⼼暖⼼事奉。有什麼能夠回應⼜有什麼未能回應？

感謝同⾏者、感謝董事們、感謝無論透過奉獻透過參與服務出⼼出

⼒、透過禱告⽀持這⼀個屬於⼤家的⼼暖⼼。感謝義⼯們幫忙搬遷，

到這⼀刻仍然相信，我們的異像是透過⼼理輔導將褔⾳帶⼊⼈群。

「宣告救救贖的福⾳，使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叫那受壓制

的得⾃由，宣揚主悅納⼈的禧年。」 (路加福⾳四18-19)

 ⾹港2020年被新型冠狀病毒纏擾，市⺠由1⽉底農曆新年開始，過着

出⾨戴⼝罩、無法與親友相聚的⽇⼦。過去⼀年本港疫情起跌，還望

疫症早⽇遠離，⼤家臉上掛起的是笑容⽽不再是⼝罩。無論⾯對社會

衝突事件，在疫情陰霾下，⼈⽣難免在困擾中受苦，然⽽聖經裏⾯說

「我們四⾯受逼。卻沒有被困住；計謀絕了，卻沒有絕望；遭逼迫，

卻沒有被撇棄；被打倒，卻沒打到死去；⾝體上時常帶著耶穌的死，

好叫耶穌的活也在我們這⾝體上顯明出來。」(林前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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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活動及培訓
本中⼼現時有2位全職同⼯，1位半職⾏政同⼯，6位義務⼼理輔導

員，3位實習⼼理輔導員，實習⼼理輔導員來⾃建道神學院家庭輔

導碩⼠課程，澳洲Monash University master in counselling。 

靈修時間 

同⼯們的專業輔導培訓

得⼒在乎平靜安穩，神的旨意和帶領對於同⼯的靈

性⽣活以及精神健康⼗分重要。故此，我們特別珍

惜每星期在繁忙⼯作中的靈修時間(Devotion)，

同⼯們透過分享和代禱彼此勉勵，

促進靈命成⻑。

本中⼼的⼼理輔導員皆已獲⼼理輔導學碩⼠學位，其中還已在亞洲

專業輔導及⼼理協會(⾹港) 註冊成為臨床⼼理輔導督導。⾹港婚姻

及家庭協會註冊成為臨床督導。

部份同⼯並曾接受其他專業訓練如家庭治療、遊戲治療等。基於所

受的訓練及經驗，他們對於個⼈、家庭成⻑、⼼理發展、⼈際關係

及解決問題等，都具有深切的了解。

輔導同⼯每天所⾯對的個案越⾒複雜和困難，我們需費盡⼼思，在

個案處理、輔導過程及跟進⽅⾯，整理出⼀套以個⼈及家庭體系為

主的督導⽅式。

透過每⽉的督導⼩組，為⼼理輔導員提供技術、理論和實務層⾯的

⽀援，幫助同⼯在⾃我反省、內化及整合的過程中，培養、更新及

鞏固個⼈的輔導⾵格。中⼼曾邀請資深的輔導專業⼈⼠教授各類的

輔導理論，例如：敍事治療法，性治療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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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搬遷情況

在2020年9⽉16⽇，⼼暖⼼遷往⾼信⼤廈4樓，雖然由7樓遷移到4

樓，但搬辦公室⼯程太覆雜，因為由1600多尺離成800尺地⽅，

我們⽤了1個⽉時間將辦公枱、椅、櫃等物品要送給其他機構。

空間少了⼀半，我們要學習善⽤有限空間存放物品。

告別7樓，由2000年投⼊服務，真是捨不得你，20年的輔導中⼼。

告別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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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輔導中⼼

⾯積雖⼩，

但樣樣具全

新的輔導中⼼正在裝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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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輔導服務
⾯談輔導怎樣開始？

約⾒⾯談輔導的求助者，需要先致電本中⼼的輔導

熱線，把他們的問題和困難與熱線輔導員傾訴。熱

線輔導員會將求助者的個⼈資料和需要記錄，再轉

介給⾯談輔導員跟進。隨後，⾯談輔導員會致電給

求助者，安排第⼀次⾯談時間。如果求助者聽到的

是電話錄⾳，只需留下姓名和電話/電郵地址，熱

線輔導員在接收訊息後會回覆求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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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形式和⽅法？

輔導是⼀個合作的過程：輔導員運⽤專業知

識及經驗，耐⼼聆聽當事⼈的困擾，亦會提

出⼀些適合的問題，引導及啟發當事⼈思考

他的困難、對事情的看法、感受和溝通障礙

等。⽽當事⼈則須主動去⾯對及思考問題，

願意為轉變付出努⼒。

家⼈參與？

輔導員除與當事⼈⾯談外，如有需要，亦會

在當事⼈的同意下邀請其配偶、或孩⼦、或

全部家⼈參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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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輔導中⼼

⾯積雖⼩，

但樣樣具全

新的輔導中⼼正在裝修中

近年的⾯談需求不斷增加，

本中⼼的求助者或需作更⻑時間的輪候。

有需要之⼈⼠宜及早致電本中⼼，

讓問題可以得到⾜夠的時間和空間去處理，

切勿讓問題發展⾄太嚴重的階段才處理。

以下是2020年的⾯談個案數字﹕

在此圖表顯⽰，在2020年度，
平均每⼀個案約⾒8-11次。

這是由於近年的個案較為複雜，

需要更加多時間和空間去處理，才能有更佳的效果，

令求助者獲得最⼤的幫助。

因為受新冠肺炎影響下，

我們為經濟有困難的⼈⼠提供免費網上輔導，

參加者有38位，問題包括：失業、經濟困難、
情緒病復發，焦慮、抑鬱症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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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062

男性 886

熱線轉介 611

教會 237

學校 243

家庭服務中⼼ 337

醫⽣ 127

社⼯ 45

家⻑ 31

朋友 247

網上社交平台 77

家庭關係 22

經濟就業 79

婚姻關係 45

教育⼦⼥ 33

愛情拍拖 54

家⼈朋友分離 50

精神困擾 102

⼯作壓⼒ 80

信仰/教會 67

性 25

沉溺⾏為 33

逆情困擾 63

兒童情緒困擾 26

婚前預備 62

性別分佈

個案來源

 個案求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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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熱線輔導之運作及統計

本服務簡介 

歷史簡述

由全職專業輔導員及受訓熱線輔導義⼯接聽

熱線號碼：8101 2929

時間：星期⼀⾄六 上午10時⾄晚上10時

另設24⼩時留⾔服務

初期，熱線輔導的服務範圍多環繞信仰，觀眾在觀看電視福⾳節⽬

後，致電給我們傾談信仰的⼈次逾總數的三成。

⾃2001年7⽉中⼼拓展⾯談服務後，陸續有來電者尋求輔導服務。我

們透過熱線了解來電者的需要，並作適當轉介和即時情緒⽀援。⾃

此，輔導類別擴展為⾝體∕精神疾病、⼈際關係問題、婚姻、家庭

等。

2002年，熱線輔導服務重新命名為「⼼暖⼼熱線輔導」，⽽服務性質

及⽬標始終如⼀。

過去數年，不少⾹港⼈的⽣活素質和經濟像過⼭⾞暴漲暴跌，使⼈難

以招架。熱線輔導致⼒協助因財政危機⽽遇到情緒、⽣活和家庭問題

的⼈，並實踐聖經教導，「給有需要的⼈⼀杯涼⽔」，扶危救困。

根據統計「⼼暖⼼熱線輔導」⼈⼠的困擾，包括⾝體∕精神疾病、家

庭以外的⼈際問題和⼯作∕失業∕經濟∕⾦錢。⽽其他問題則包括婚

姻、沉溺⾏為如賭博、緊急危機如⾃殺等。還有些來電者表達意⾒∕

分享和要求代禱，這也是我們⼗分重視的。總括來說，數據反映了我

們的使命──不單協助來電者處理問題，更致⼒為他們代禱，並以聖

經真理為協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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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者背景

來電者多為成年男⼥，以20⾄40多歲為⼤多數。

熱線對象不限宗教信仰，但仍以基督徒為多，佔約75%。

宗教背景 來電途徑

基督徒            75.5%

少參與聚會  4.5%

其他信仰       4.5%

無信仰           13.0%

無表態            2.5%

熱線輔導的來電者，多是經朋友、家⼈、機構及教

會的介紹⽽致電，可⾒熱線已有⼀定程度的⼝碑。

⽽電腦網絡世界的急速發展，成為來電者認識熱線

輔導的主要途徑。其他也包括與外間機構的合作，

如教會、⽼師、社⼯轉戒服務使⽤者致電求助。

機構∕教會           16.3%

網⾴                       25.5%

曾來電者               18.2%

常來電者               10.7%

Facebook                 0.5%

家⼈∕朋友           18.1%

Instagram           10.7%

展望

我們透過「熱線輔導訓練課程」招募義⼯，並在2020年與福⾳證主合

協會合作舉「⾏關係復和，成為鄰舍的安慰者」義⼯培訓。⾯對緊張

及充滿壓⼒的社會氣氛，⼈們深受恐懼、憤怒、驚嚇的情緒困擾。⼈

際關係變得脆弱，需要傾訴⼼中鬱結，真正做到助⼈⾃助。我們在

2020年會定期有專題訓練，使熱線義⼯在輔導知識層⾯多作裝備，令

電話⼀刻鐘的傾談，為來電者提供最優質及適切的輔導服務。

「熱線輔導是我們所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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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全⼈成⻑教育⼯作

預防教育⼯作是我們重點發展的服務，主要透過講座、課程及出版

等去強化社會⼤眾的⼼理健康，幫助他們建構積極⼈⽣信念。

正所謂⼀波未停⼀波⼜起，

2019社會政治爭議、令很多親

⼈朋友，甚⾄教會內關係破

裂。當我們仍然擔⼼如何修補

⼈際關係。在2020這⼀年，受

新冠肺炎影響下，有部份⾹港

⼈需要在家⼯作，⼤部份時間

都是對著電⼦屏幕。可是，並

不是⼈⼈都能夠在疫情之下繼

續上班。停⼯停業情況嚴重影

響市⺠⽣計。本會接觸不少基

層市⺠因⽽開⼯不⾜、放無薪

假、甚⾄失業。在⼿停⼝停情

況下，只能節⾐縮⻝、或甚借

錢渡⽇。

加上⾹港各中、⼩學及幼稚園

⾃春節假期起

陷⼊第⼀輪「半停課」，

要轉⽤網上上課，

很多家⻑在家⼯作，

⼜要兼顧⼦⼥網課的表現。

家⻑們容易困獸⾾。⾝⼼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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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因應社會需要，設計不同免費社區⼯作坊，⼀⽅⾯幫助

家⻑如何與⼦⼥相處；另⽅⾯，⽀持及⿎勵失業⼈⼠尋找⼯作機會。

我們設計了停課不停學親⼦系

列：培養⼦⼥對家庭的責任感

網上⼯作坊，錄制短⽚，如：

與精神康復者及其家⼈同⾏抗

疫；放在facebook, youtube 平

台，供社區⼈⼠觀看。

接受⾹港電台訪問，

逆情下的求助情況；

如何利⽤網上服務

幫助⾹港市⺠？

免費

網上講座

講座 參加⼈數

慎防情緒感冒發展成⼼理肺炎 33⼈

停課不停學-培養孩⼦對家庭
的負責感

22⼈

如何⾯對失業危機帶來的⼼理

壓⼒
40⼈

疫情親⼦焦慮減壓法 23⼈

提升⼦⼥⼼理抗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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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 / 講座

機構 主題 ⼈數

證主協會網上講座 時局爭議 160⼈

洪⽔橋錫安堂 處理⼈際張⼒修補關系 46⼈

將軍澳主恩會 如何從多樣的困難關係中尋找出路 35⼈

將軍澳⽣命頌教會 處理⼈際張⼒修補關系 120⼈

窩福堂 轉化衝突的成功溝通⽅程式 88⼈

⼼暖⼼輔導中⼼
「危機中的關懷者」義⼯⼼靈關顧訓練

課程
34⼈

⼼暖⼼輔導中⼼ 「透視孩⼦⼼」研習班 12⼈

⼼暖⼼輔導中⼼ ⾛進孩⼦的情感世界 11⼈

⼼暖⼼輔導中⼼ ⼼理投射分析師課程 22⼈

⼼暖⼼輔導中⼼ 遊戲治療全科證書課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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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是最⼤的溝通橋樑 (Recruit Magaize, 2020-1-19)

兒童遊戲輔導是什麼？ (⼼暖⼼輔導中⼼ 2010)

5分鐘抗逆法則 (Recruit Magaize, 2020-11-18)

你是微笑抑鬱的其中⼀位嗎？ (Recruit Magaize, 2020-11-22)

情緒是訊號提醒我們要改變 (Recruit Magaize, 2020-8-24)

⼩⼼孩⼦患上網絡成隱症 (⼼暖⼼輔導中⼼2020)

雜誌⽂章專欄

同時，我們的同⼯亦有為⼀些雜誌寫專欄，及接受傳媒訪問，

雖不能直接傳福⾳，但把正向的價值觀及⼀些信仰的核⼼價值表達

出來，也有作鹽作光的效應。

「暖⼼。同⾏」

P.20



董事會成員︰

楊其輝 (Tony Yeung)

Tony是跨國影⾳貿易和⼯程公司負責⼈，
⾹港亞洲歸主協會董事會副主席，

亞洲歸主協會（國際）董事。

1984年畢業於⾹港理⼯學院電⼦⼯程系，
2008年於信義宗神學院取得⽂學碩⼠(神學)，
現攻讀美國加州君司⼤學（King’s College &
Seminary）教牧學博⼠。

林慧怡 (Kathy Lam)

Kathy是靈美市場策略有限公司及天視中國有
限公司董事，多年從事市場推廣及公關⼯作；

畢業於⾹港浸會⼤學，

取得⼈⽂學科學⼠及傳理學碩⼠，

同時修畢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之三年神學課程。

譚⽉清 (Alison Tam)

Alison在⾹港接受專業社會⼯作訓練，
並在美國完成公共⾏政碩⼠學位，

有超過20年從事⾮牟利服務的⼯作經驗，
現職世界緊急援助(⾹港)執⾏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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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謝佩芝博⼠ 樹仁⼤學⼼理輔導學系⾼級講師

曹美娟⼥⼠ 教育⼼理學家，中聖書院校⻑

梁永善牧師 基督教銘恩堂主任牧師

曹敏敬博⼠ ⾹港輔導及調解服務總監

林俊牧師 西灣河潮⼈⽣命堂堂主任

容曾莘薇⼥⼠ ⻘草地全⼈發展中⼼總監暨臨床督導總監

李耀全博⼠ ⾹港中⽂⼤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部副主任

劉世增牧師 以利亞使團團⻑ (⾹港禱告中⼼)

程翠雲⼥⼠
⻘少年愛滋教育中⼼創辦⼈暨主席 / 
觸動輔導中⼼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

⿈麗彰⼥⼠ 資深婚姻及家庭治療師、認可臨床督導

⿈惠珍⼥⼠ 醫院院牧

龔柏成先⽣ ⾹港警察隊基督教以諾團契輔導主任

康貴華醫⽣ 資深精神科醫⽣

⿈⾄⽣醫⽣
⾹港中⽂⼤學醫學院健康教育

及促進健康中⼼臨床主任及健康教育課程助理總監

楊學明牧師 基督教牧愛會總幹事

鄺秀峰先⽣ 資深⼤律師

馮偉正醫⽣ 資深兒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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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輔導中⼼

Praying Hearts Counselling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