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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供應，於 2015 年 4-6 月共 20 位導師參與服侍，在各區教授 WIN Phonics 課
程，服侍
服侍達
服侍達 295 人次，其中 9%為基層/
為基層/新來港/
新來港/跨境的學童或家長。求主賜福每位忠
跨境
心服侍的導師，及在經濟上祝福我們事工的人士!

航程簡報

總幹事的話
最近去了三個聚會，主題不約而同也是
關於「天父的心」，令我倍感單純作兒女和
安息在天父懷裡的重要性。
剛好想起一位導師的分享，她的班裡有一位過度活躍
症的學生，上課時根本完全沒法好好停下來坐著，但當
導師在上課前與他一起唱詩禱告後，他就能好好安靜下
來上課，甚至願意順服老師的教導。
作為一位老師，自己必須先常常在主內安息，才能有
力量去接納和愛孩子，也能帶領孩子回到天父身邊。
盼望在今個暑假，可以有更多的老師、家長、學生及
年青人，藉著不同的課程和活動，回到天父的懷抱裡，
回到天父的家中，得享安息。~EUNICE
神的大能非人能想像
我的人生上半場好像一個看不到龍門的足球員，不
停在場內跑來跑去。經反思後，決定開展人生下半場，
入讀 WIN Phonics 導師課程。
完課後， 我很興奮地對神說：
「我找到目標了!」初
期，未信主的父母也因擔心我的前途和收入而強烈反
對我教小孩。但神的大能非我能想像，先為我預備了
實習指導老師 Yvonne，後來更改變了我的父母。最後
我竟然可在家中開班，在家裡教導未信主的孩子祈
禱。媽媽從反對到支持，現在更幫我製作教材，為我
張羅一切課堂設備，甚至還會在我教班時和爸爸「避
席」外出。一切榮耀歸於祂。
~Louise Ho WIN Phonics 導師

4-5
月
29/5
-1/6

《導師培訓課程》
導師培訓課程》10 多位學員參加，當
中有在國內及將到歐洲服侍的宣教士
《華行品格學校英語營》
華行品格學校英語營》9 人團隊服待
了 30 名學員

學員分享短片

華行之旅特刊

《城市轉化特會「
城市轉化特會「轉化型教育模式」
轉化型教育模式」工
作坊》
作坊》總幹事 Eunice 主持工作坊，邀請
了不同的校董、校長、老師、校牧及家
長分享神在校園/教育界的奇妙作為，
以及當中的實踐原則
27/6, 《6A 品格工作坊》
品格工作坊》感恩 Eunice 有機會
11/7 分享自己原生家庭及婚姻的見證，未信
主的學員深受感動，他們盼日後有更多
交流和同行的機會
29/6 《 優化教材計劃》
優化教材計劃 》 Eunice 與外籍老師
Susan Wilkins 前往錄音室灌錄教材
5/7
《Win Phonics 試學分享會》
台灣 總
試學分享會》@台灣
幹事 Eunice 到台灣高雄一間教會分享
異象及現場試學
15/7 《導師加油站》
導師加油站》
16/7 《教育界禱告祭壇》
教育界禱告祭壇》
25/7
WIN Phonics
9/6

教育轉化見證@國內
教育轉化見證 國內
一位姊妹與丈夫專程於 6 月來港參加了香港城市轉化會議，以下是她回去後的分享:
我為居住的地土和對面的學校禱告，結果發生了奇妙的事。之前已有跟學生分享信仰，其中幾個學生有
很好反應，也常常回家禱告。有一個女孩疾病得醫治，真是神大能的作為！我昨天聽到女孩跟我講的見
證興奮不已。她和同學分享，同學也禱告，結果神跡發生，就和五個同學分享，這五個同學都禱告經歷
神，就把福音傳給了班上和高年級更多的學生。結果這個小學二年級的班上有一半的學生信了耶穌！
我在會議中領受要回家建立一個學生團契，並要打發他們出去祝福更多人。誰知神已經開始做了！

《陽光計劃》
《陽光計劃》
恩典號本學期與 2 間學校及 1 間非牟利機構合辦
WIN Phonics 及陽光小天使課程，共服務了 107
間非牟利機構
學生及
位幼稚園或小學學生
學生 15 位家長，服務對象為跨境學生、新來港、綜援或書津學生。幫助他們提升
位家長
學習英語的能力及信心，建立正面價值觀，脫離貧窮。
各合辦單位均對本計劃有極好的回應，也將會於新學年 20152015-16 繼續與我們合辦課程。
在這活動,
在這活動, 我學會了祝福別人,
我學會了祝福別人, 尊重別人。~學生心聲
以前會打仔,
以前會打仔, 現在無打無閙
現在無打無閙, 自己也開心了。
自己也開心了。~家長心聲
家長心聲
分享最後一堂家長班的感動時刻，就是有一個大約
小三的女孩前來謝謝我教她媽媽英文拼音！很感
動。另外，家長回家後透過與孩子學習英文建立了
親子時間！她們也有將品格故事與孩子分享！
~Alice《
《童心飯堂》
童心飯堂》家長班導師
家長班導師

感恩可以由從前學拼音，到現在培訓成為導師。培訓
扭轉了我整個敎育和培育孩子的觀念，學習到生動活
潑的教學技巧及用遊戲令孩子愉快有效地學習。
第一課忘記帶印章，課堂有點失控。到第二課時便深
深體會用印章作鼓勵的威力，所有小朋友都積極聽
話，樂意聽從每個指示，讚賞也令本來沒自信的同學
願開口讀及帶領遊戲，驚嘆品格教育建立人的威力﹗
~Vianne《
~Vianne《童心飯堂》
童心飯堂》兒童班導師
兒童班導師

同行者心聲
今次與太太一起參加 Win Phonics 導師課
程，最深刻的是自己經常得到讚賞和鼓勵，最驚
喜的是沒想過學習英語拼音是這樣有趣的事。
自己本身的工作也要教導小朋友，欣賞 Eunice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細緻地將品格教育融入英
語拼音中，一個細微的動作，一句合宜的說話，
都是在建立孩子的良好品格。在現今時代中，這
是極為重要的。
~Wilson《
Wilson《導師培訓班
導師培訓班》
訓班》學員、
學員、社工、
社工、爸爸
感覺這個班都達到目的，相信家長對英文的自
信心有所提升。多謝導師 Alice 在課堂當中滲
入親子關係的課題。再次感謝您們的努力﹗
~Henry《
enry《童心飯堂》
童心飯堂》負責人
2015 年 4-6 月收支

未來動向、感恩
未來動向、感恩及
感恩及代禱需要
代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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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81
11,040
(219,623)
(68,502)

1. 宣教培訓
5 月尾於汕頭順利舉行了「教會下一代」英語營。
宣教培訓–感恩
培訓
8 月初會到深圳及廣州，進行導師培訓及英語營，對象包括國內的教育工作者及青年孤兒。
2. 校園合作–為新學年與不同校園的合作禱告，求神賜下智慧和資源作成祂的工。
校園合作
3. 教材優化 - 正更新 STAGE1 的教科書及光碟，求神賜下智慧。新教材預計將於 9 月份推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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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經濟狀況 - 尚欠教材費 HK$33,604 須於今年內全數償還。也求神賜下充裕的經常費。
6. 禱告房開放 - 禱告房現開放讓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敬拜讚美和親近天父，也歡迎為家庭、
下一代及教育界守望。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 11am-6:30pm（須 2 個工作天或之前致電預約）
。
7.

教育禱告祭壇 - 恩典號每月一次的教育禱告祭壇開放予弟兄姊妹參加，歡迎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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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號有限公司 JC Gracious Ark Ltd 或 存入中國銀行戶口
存入中國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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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