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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內國內國內山區兒童村山區兒童村山區兒童村山區兒童村 - 導師團隊於 2月及 8月前往山區服侍, 為村內教職員及大專生提供英語拼音導

師培訓及轉化生命培訓, 也探訪了當地的教會和村民, 與他們一起唱詩歌和祝福禱告。  

《《《《正面管教正面管教正面管教正面管教》》》》 

� 認證講師培訓 - 總幹事 Eunice及一些導師於 3月及 11月參

加了香港首屆正面管教課室及家長認證講師培訓, 盼望未來

可以祝福更多家長和教師。 

� 體驗課及工作坊 - 有幸邀請了Karrina老師合辦了 4場, 參加

者反應熱烈。  

� 教師培訓 - 8月份於嶺英學校及仁立小學, 與所有教師分享, 在新學年開始前為他們打打氣, 

也祝福他們彼此同心同行, 讓校園繼續成為充滿愛的天堂。 

《《《《得著孩子心得著孩子心得著孩子心得著孩子心》》》》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 於機構、小學及慈黃區教會分享共 13場, 接觸了 388家長人次, 鼓

勵家長以無條件的愛接納孩子,才能引導孩子走當行的道。 

中一生中一生中一生中一生暑期課程暑期課程暑期課程暑期課程 - 7人導師團隊於中聖書院一連 5個早上為 59位準中一學生舉辦

WIN Phonics 課程, 過程中不但突破了他們對英文的恐懼, 拼讀能力得到提升, 我

們更不忘與他們分享生命信息, 獲得校內老師的高度評價。 完成整個課程及評估的

學生, 評估分數的平均進步更超過 90%。  

《恩雨同路人》電台訪問《恩雨同路人》電台訪問《恩雨同路人》電台訪問《恩雨同路人》電台訪問 - 接受電台節目訪問(11月 26日 第 31集), 分

享信仰和服侍的心路歷程。 

導師培訓導師培訓導師培訓導師培訓 - 開辦各級培訓共 8次,栽培 125人次學員,  

其中某些培訓更是滿額開辦的。 

轉化之路轉化之路轉化之路轉化之路 

� 於 7月的轉化大會中,與嶺英學校校長、校監一起分享激勵人心的校園轉化見證。 

� 於轉化啟導課程,擔任組長,與一些教育工作者同行。10月份 Eunice出席了美國國際轉化會

議。11月份應‘豐收佈道團’邀請, 於‘如何培育活出轉化的下一代’課程中分享部分內容信息。 

芥菜種計劃芥菜種計劃芥菜種計劃芥菜種計劃 - 與新福事工協會合作,於各區教會共開辦 14班WIN 

Phonics 課程, 服侍了 143名學童(人次)。 

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感恩會 - 當晚有 30人出席, 董事夫婦、同工家人及部分導師的丈

夫及孩子都有出席, 實在是濟濟一堂。一個多小時的見證中, 既有

笑聲又有感人淚水, 生命轉化的見證很激勵在場每位的心, 孩子們

也安靜地聆聽。我們又特別邀請了一位導師的 9歲兒子彈 Ukelele, 

帶領我們唱“恩典之路”。我感到神再次確認,不可少看孩子, 要興起下一代及整個家庭來服侍榮

耀衪的名!   

航程簡報航程簡報航程簡報航程簡報––––2016201620162016 感恩與前瞻感恩與前瞻感恩與前瞻感恩與前瞻                ((((第第第第 8888 期期期期 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 2222 月) 

感謝主的恩典，於 2016 年共 54545454 位位位位導師參與服侍，在各區教授 WIN Phonics 課程，服侍服侍服侍服侍

近近近近 160016001600160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其中約其中約其中約其中約 28%28%28%28%為基層為基層為基層為基層////新來港新來港新來港新來港的學童或家長。求主賜福每位忠心服侍的導師，

及在經濟上祝福我們事工的人士! 



    

    

    

    

    

    

    

    

                                                                                         

  

                                            

    

    

    

    

    

    

    

    

    

    

<生產的喜樂生產的喜樂生產的喜樂生產的喜樂>  基督教牧恩堂基督教牧恩堂基督教牧恩堂基督教牧恩堂 Helen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 33:3 

在 2016 年實在很體驗到這應許的真實。約兩年前我完成了 WIN Phonics 高班導師培訓

後，便在教會開辦拼音班來服侍社區的小朋友。神將越多愛孩子和家庭的心給我，也感動了

我教會 8 位兄姊接受導師培訓，這是我沒有想過的，真是又喜又驚！ 

從招生到各樣行政雜務都差不多是我一手包辦，過程確實不易！我到處尋羊，不論是食

市、街市、公園、公車……都成為我服侍的場所，曾經在 3 度低温下也冒著嚴寒到屋苑派宣

傳單張……。如今這 8 位導師已分批順利完成實習，過程中與他們同行了 10 個月，就彷如

10 月懷胎的經歷。 

當我求問神可如何更有效服侍這些媽媽和孩子時，神又及時讓我有機會接受《正面管教》

的認證訓練和認識 Superbook。在 12 月我們邀請了大約 20 位拼音班的學生來教會的 Superbook

聚會。家長和孩子都很投入地跳舞敬拜，一起睇動畫，更感恩的是所有孩子都決志信主。 

榮耀歸主！ Hallelujah ! 

 

<捨得捨得捨得捨得…得著得著得著得著>  Ms Queenie Fong 

感謝主讓我過了豐盛的 2016! 回想兩年前

為了答應兒子的渴求，不再假手外傭，自己全

力照顧他，我毅然放棄了從事多年既安穏收入

福利又不錯的國際律師行工作。這段日子，承

蒙家長信任，當了兼職英語補習導師，又感恩

遇上＜恩典號＞，順利完成培訓後，成為了 WIN 

Phonics 合資格導師，讓我有更多機會接觸教

導不同的學生，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和家

長。其後更修讀了＜6A 品格教育講師＞和＜正

面管教家長講師＞兩個課程。現在經過中環這

個以往工作多年的地方，感覺不太自在呢！神

讓我學習和經歷”捨得”，當願意捨下時必有

得著，處處可見恩典，每一步都蒙神應允和看

顧。求神繼續大大使用我為我開路，藉著所學

的分享出去，轉化和祝福更多家長和孩子！ 

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 

<精彩的一年精彩的一年精彩的一年精彩的一年>  行政同工行政同工行政同工行政同工 Phyllis Wong 

2016 年對我來說確實是精彩的一年！剛新婚的我，本應是享受甜蜜二人世界， 

但甜蜜的新婚生活很快便受第三者打擾，神很快的賜下產業給我們。剛懷孕時， 

正想著這小生命的誕生是否影響在這裡的服事？甚至心想：「是否要辭職湊仔 

呢？ 但神呀，我可沒有感動要離開呢！」那時正思量著湊孩子的事情，可是我 

和丈夫的家人都未能幫忙照顧 BB，故我們最後決定聘請工人姐姐，為這事我們 

不住的禱告！感謝神，祂為我們家預備了一位很好的工人姐姐，令我可以放心繼續服事。 

在機構層面，因事工發展需要人手，加上我又要放產假，故加速了請人的需要。可是連續請了

3 次都未有合適，記得第二位同工提出請辭時，我當時真的哭了出來，除了擔心沒有人接手工

作外，還記掛著在九、十月這旺季沒有人幫助 Eunice。後來，Eunice 告知神已給她有心理準備

接手我的工作，我才減少了擔心。結果由她來接手工作，她亦按需要調整某些做法，以致運作

更有系統和暢順。感謝主！ 這一年真的深深感受到神的預備確實是人不能測透，但卻是最好的。 



    

    

    

    

    

    

    

    

    

    

    

    

    

    

    

    

    

    

<令世界不一樣的教育令世界不一樣的教育令世界不一樣的教育令世界不一樣的教育>  Ms Sofina Leung 

在金融界工作多年的我，數年前禱告領受了神給我從事敎育工作的召命。那時心裡非常雀躍，
但我能怎樣開始呢？因我當時只會繪畫，於是就開始了兼職教畫的工作。由於畫班收生常不穩定，

心想怎樣才能接觸到更多學生呢？2016年暑期偶然認識到WIN Phonics，心感這真是太好了，透

過教英語定可接觸到更多小朋友。於是我毫不猶豫便報讀及完成了 Phonics導師課程。實習時我

首次接觸到基層家庭的學生，看到家長往往都沒有正確方法教導子女，感到老師的責任變得更重

要。 

我遇到一個棘手的小一女孩，跟媽媽傾談中發現她很渴望把女兒的品格教好，但又沒有方法。

我提議她嘗試每天找機會稱讚女兒，她告訴我學校老師們每次見到她只會向她投訴女兒的各樣問

題，她表示我是唯一一個叫她嘗試稱讚女兒的。我的提議似乎讓她感到了一點鼓舞，她的回應也

同樣給了我一點鼓舞。 

心想即使我這一生就只是把一個學生的品格教好，我就已經能為這個社會多得一個能為社會

貢獻的人。我更深感到教育工作的重要及意義，我們能令這個世界不一樣! 

<撒種收割有撒種收割有撒種收割有撒種收割有我份我份我份我份>  Ms Louise Ho     

2016 年 9 月中，爸爸突然被確疹患上胃癌擴散至肝，

11 月初便離世。這幾年神預備我成為自由工作者，讓我可

以全力和媽媽一起照顧爸爸。神為我選擇教 WIN Phonics

班組的地方,造就我認識了不同教會的牧者及兄姊,成為我

和媽媽在患難徬徨中的同行者,他們不單為我們禱告,給我

們肩膀流淚, 還到醫院和家中探訪, 甚至全力協助安排爸

爸的送別儀式。 

感謝神的引領，做了導師已經兩年，回望昔日的疑慮: 

當初還以為傳福音撒種,但收割禾場卻沒有我的份兒。原來

我有份收割禾場,一向心如硬土的爸爸在最後有意識下決

志信主, 心門緊閉的媽媽成為慕道者,跟我參加教會聚會。

我更深經歷了上帝的救贖計劃和恩典。 

<我我我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被感動了被感動了被感動了被感動了>  Ms Kelly Shum  

在主帶領下，2015年 10月開始參與恩典號與新福事工協會合辦的芥菜種計劃，被安排到

一所教會任教中小和高小兩個班組。其中我有一位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小六學生，在課程的初

期，他不但不太投入參與課堂裡的遊戲，有時還會與同學有身體上的碰撞。因為自己並沒有教

導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經驗，所以除了以天父的愛去接納和幫助這學生之外，真是別無他法

了。想不到在數堂後，他突然主動告訴我，因為擔心自己投入遊戲時會過度興奮，控制不了自

己的情緒，所以才不參與遊戲，那一刻，我的心頓時被他對我的信任和坦白所感動。在餘下的

課堂裡，看着這學生慢慢地進步，最後甚至能夠在一個半小時的畢業典禮中，不曾離開過自己
的座位，我深知道能夠讓這孩子有如此明顯的改變，背後所倚靠的是神滿滿的恩典，感謝主! 

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 



 

 

- 不但學了很多教學技巧和英文知

識，而且透過老師真誠分享和禱

告，自己都好感動和很多提醒！  

- 真的感謝老師悉心教導，又没冷

場，厲害! 

 

- 我有專注力問題，通常上課一陣

我就開始遊魂。今次密集課程咁

多日我竟然都在狀態中，實在係

少有。 

受訓學員心聲受訓學員心聲受訓學員心聲受訓學員心聲(第 33 屆)    

  

<同心同行同心同行同心同行同心同行 服侍基層服侍基層服侍基層服侍基層>  恩霖教育及輔導中心負責人恩霖教育及輔導中心負責人恩霖教育及輔導中心負責人恩霖教育及輔導中心負責人 Grace 

2016年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一年，恩霖中心(Blessings)首次與恩典號合辦了 2班WIN 

Phonics資助班給底收入家庭的兒童。藉著開辦英文拼音班去傳福音是恩霖中心和恩典號一貫

的異象和使命，今次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基層家庭，當中有新來港及單親家庭。神開闊了我們

的眼目，讓我們看到這些家庭中的兒童在英語學習上的需要。他們的父母大都不懂英文，孩

子在幼稚園的英語學習有困難，當進入小一時就更加不合格了。為到這些家庭，求神繼續施

恩開拓我們的工作，以致福音廣傳的同時，家庭和兒童都得到學習上的幫助。 

願神在新一年繼續帶領我們, 一步又一步, 走在衪的心意中。 

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導師感恩分享 

校長回應校長回應校長回應校長回應: 多謝你! 家長反應太好了!  

社工回應社工回應社工回應社工回應: 昨晚和一位家長分享, 他表示昨日講座後眼

光不一樣了。以前以為孩子沒話說, 不愛”講野”, 昨天

回家發現原來是自己一直誤會孩子及沒給機會孩子講, 

孩子其實很願意亦很多話和媽媽說。媽媽對這個發現覺

得很慚愧,但同時也很開心有這個發現。我也欣賞媽媽

有用心去嘗試實踐講座學到的。分享中我也很感動, 為

孩子有這個媽媽覺得感恩。感謝學校安排這類講座, 孩

子和家長也有福了。 

“得著孩子心得著孩子心得著孩子心得著孩子心”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 校方回應校方回應校方回應校方回應 

「五餅二魚」同獻上，神恩豐盛齊共嚐。「五餅二魚」同獻上，神恩豐盛齊共嚐。「五餅二魚」同獻上，神恩豐盛齊共嚐。「五餅二魚」同獻上，神恩豐盛齊共嚐。    
奉獻方法: 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 恩典號有限公司 JC Gracious Ark Ltd 或 存入存入存入存入中國銀行戶口中國銀行戶口中國銀行戶口中國銀行戶口: 012-898-1-040491-2 

請將支票或入數紙 寄回本機構 或 WhatsApp 至 6590 6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