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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供應，於新學年 9-10 月共 28 位導師參與服侍，在各區教授
WIN Phonics 課程，服侍
服侍達
為基層/新來港
服侍達 479 人次，其中 42%為基層
為基層 新來港/跨境
新來港 跨境的
跨境
學童或家長。2 位導師開展新的生命課程 (「
「陽光小天使」
陽光小天使」領袖訓練)，正
服侍 20 名基層/新來港
基層 新來港/跨境
新來港 跨境學童
跨境學童。
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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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房新貌

國內老師培訓
國內老師培訓 – 8 月初培訓 40 多位來自國各省的老師。
校園祝福禱告 – 於 8 月下旬，與其他老師及代禱者，為兩間小學祝福禱告。
宣教/導師培訓
宣教 導師培訓 – 8-9 月期間，舉辦第 26 期培訓，裝備更多有心志的兄姊及
牧者/宣教士，使用英語拼音成為轉化生命的平台。
教師發展日) – 9 月初首次為一所幼稚園
幼師培訓 (教師發展日
教師發展日
度身訂造，安排 1 天的教師培訓，反應熱烈。

幼師培訓 大合照

「陽光小天使」
陽光小天使」領袖訓練 – 2014-15 學年中，於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及基石幼
稚園，開展這個生命課程，建立學生的正面價值觀，並學習祝福別人。
芥菜種成長計劃 – 於 10-12 月，與新福事工協會合作，於 7 個不同教會，為約 80 名新來港學童提供
英語拼音課程及品格教育。
6A 工作坊
免費試學講座
免費試學講座 – 10 月初舉辦「人人學拼音 活出品格心
Teaching life, not just Phonics」講座及異象分享。
6A 品格教育工作坊 –於 9-10 月，在基督教福臨教會，
與幾十位家長及主日學老師分享。
教師退修日(專題分享
教師退修日 專題分享)
專題分享 – 10 月中，被邀請於 16 屆新界
區基督教學前教育機構教師退修日分享，推動老師及家長培訓。
約 30 位在場老師們更一起試學，參與遊戲。
幼師培訓
幼師培訓
(富泰幼稚園)
這培訓好有用，讓我
自己更有信心教導我
的學生。
~ Angel Lee
相信小朋友如果透過
這形式學習英文，應
該很有成效。而且能
滲入信仰和品德，在
教學中把福音的種子
埋於孩子的心中。
~Winnie

幼師培訓花絮 6A 品格資料
芥菜種成長計劃 「接納、
接納、讚賞」
讚賞」的威力
上課第一天，遇上一個男孩，上下打量又問東問西，老實説他樣子不十分
討好，他的熱情真有點防礙著我預備課堂。課堂開始後，他更打亂歌柄，
自行離位，挑戰導師底線。真有點担心怎捱過往後七堂呢？與此同時我也
發揮了最強大的武器「讚賞」，從每個孩子身上找出嘉許地方，把貼子一個
個貼在他們身上。當然男孩也敵不過貼紙的誘惑，慢慢坐回來，我即乘勢
把貼纸貼在他身上，讚賞他能知道坐在椅子上堂，還很尊重老師……總之就
是要讓男孩感受到「讚賞」的喜悅。之後他再沒有離開坐位，還可以答對
問題，我知他轉變了。雖然他仍然有「頑皮」的時間，但我就多了個好助
手，要搬要抹要叫人排隊，他必定舉手要代勞。 我相信希望孩子能改變
我相信希望孩子能改變，
，
先要改變自已，
先要改變自已，包括改變預設的想法。
包括改變預設的想法。我「接納」
接納」他的學習模式和性格，
他的學習模式和性格，
從而欣賞他的過人之處。他開始順服和尊重别人的心和接納我的教學，這
從而欣賞他的過人之處
是最感恩的事情了。 ~導師 Astor

宣教/
宣教/導師培訓
從新移民變導師 - 我是新移民，自細對英文好恐懼，來港讀書即使可以
取得所有科目的第一，但英文一直唔合格，你(培訓師 EUNICE)令我唔再
唔再
恐懼英文之餘，更加令我有信心去教導，我是一生沒想過的。~Miss Shirley
心聲
導師培訓中一起遊戲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 本次培訓中的學員有本身是學習障礙的(現在
已長大成人)，也有做特殊教育的老師和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家長，他
們彼此有很好的交流。我深信這安排並非偶然，而是天父在告訴我們他
特別關注這弱勢群體，以天父的愛去祝福學障/特殊教育的孩子和家長。
來自廣西的夫婦 –他們憑著感動和信心遠道而來，神感動了不同的人
回應奉獻，剛好足夠他們的旅費和學費。

國內老師培訓

教師退修日(專題分享)

國內老師培訓
國內老師培訓
原定 35 人參加，但當天最終有 43 人參加，神的預備實在超出我們所想。
我們擠擁在細小的房間內，沒有走動的空間，設備也不如在香港般齊
備，但看到大家渴慕學習的心，很被感動。學員當中大部分是幼兒老師，
也有些是中小學老師，及同工。他們來自各省城市，除了廣東省外，也
有遠道從浙江、江西、吉林來的。他們在困難重重中
在困難重重中，
在困難重重中
，仍堅持推動以真
理教育下一代，
實在令人敬佩
敬佩。
理教育下一代
，實在令人
敬佩
我們 3 人隊工，都是第一次配搭作這培訓工作，但神讓我們都能彈性地
互相補位，順利完成培訓。我們都覺得能參與這服侍，是神給我們很大
的恩典，神也在這過程中讓我們生命有不同的突破
過程中讓我們生命有不同的突破。在結束第一天培訓
過程中讓我們生命有不同的突破
時，我們一起唱 Thank you 這歌
這歌，肯定鼓勵各人在教育路上的付出，不
不
少人被激勵及
激勵及感動流淚
感動流淚。
~總幹事 Eunice
少人被
激勵及
感動流淚

未來動向、感恩
未來動向、感恩及
感恩及代禱需要
代禱需要

2014 年 7-9 月收支
課程及其他收入
捐獻收入
日常及宣教支出
盈餘/(
盈餘/(不敷
/(不敷)
不敷)

HK$
200,592
61,875
167,034
95,433
51,021
44,412

1. 「陽光小天使」
陽光小天使」領袖訓練 – 感謝主預備了兩位很有心志及
經驗的導師，求主賜智慧給導師，也親自叫孩子成長，有
信心作領袖，於校園及家中關懷他人。
2. 各區班組 –求主賜下愛心和智慧給各導師，使孩子在知識
於 10 月償還成立啟動支出
和生命上同得成長。求主賜孩子有順服受教的心。
3. 家長講座 – 感恩主為我們打開了新的門，讓我們可以於學
校或教會，與家長分享「6A 品格教教育」和「沒有眼淚的學習」，求主使用每次的分享，
讓家長得力，以真理教養孩子。
4. 校園合作 – 求主引領我們連結更多幼稚園及小學，同心服事教師、家長及孩童。
5. 國內服事 – 求主指引我們如何繼續國內服事，回應在教師培訓及教材方面的需要。
6. 義工招募
義工招募 – 神正不斷擴展我們的服侍，求主預備不同恩賜的義工，加入配搭服侍。
7. 經濟狀況 – 感恩已償還成立啟動支出約 HK$50,000，現尚欠購入教材約 HK$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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