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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過去一年的同行支持, 願我們在天上同得獎賞。
記得 2015 年初時領受 Now is the time 神要釋放教育界人士離開為奴, 進入神應許的自由
中。回望 2015 實在有數不盡的感恩, 也看到神開始震動教育界, 在此重點分享幾項:
1) 《五個小孩的校長》《五個小孩的校長》 電影大受好評, 帶來很大的影響, 重燃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 也
鼓勵學生、家長要有盼望。
2) 生命教育 – 感恩神給我們機會把天國價值觀帶入教育界。舉辦了多次家長講座, 包括
“沒有眼淚的學習” 和“6A 品格教育”, Eunice 也被邀請到幼稚園和小學, 與家長分享
“得著孩子心”。 神更開路讓我們有機會在兩間學校與老師們分享“6A”。
3) 擴張國內服侍 - 正當很多教會面對國內服侍之門被關, 神卻為我們開了更多進入國內
服侍之門, 我們也首次有機會服侍年青人及農村兒童村的孤兒和老師。
4) 經濟祝福 - 2015 年中時曾經出現經濟上緊張狀況, 當時我沒有向人分享呼籲奉獻, 但
神奇妙地感動一些弟兄姊妹奉獻, 讓我們渡過難關。神再次讓我們經歷衪的恩典夠用。11
月時一對夫婦知道我們須於年底前尚還一筆約三萬元的教材費, 他們順服回應了神的感動,
全數奉獻了。
5) 轉化會議分享見證
轉化會議分享見證 - 多位教育界人士於 6 月香港會議的工作坊分享校園轉化見證。
Eunice 也於 10 月美國的國際會議中代表分享了香港及國內的教育界轉化見證。
6) 多代同行–12
月底出席了“守望這城 247 禱告會”, 為教育界/下一代禱告。在兩個小
多代同行
時不斷的敬拜和禱告,不但一點也不覺得疲累,反而愈來愈得力。當中帶領敬拜和超過 80% 的
參加者都是年青一代, 我的心很被感動和鼓勵: 這就是熱愛主耶穌的一代。

總幹事的話
人生有幾多個 10 年 - 正準備這分享時, 剛好
看到多年前自己的分享文章, 才發現原來自己
是於 10 年前(2006), 憑信心放下其他工作,
全時間開展 WIN Phonics 的服侍。 當時沒有任
何資源, 沒有同工、沒有其他導師、沒有教材、
沒有辦公室等物資…只有我一人。回想下,這多
年間經歷了神莫大的恩典。不但事工被擴展,
興起了很多導師在香港及國內外, 教導有需要
的學生, 以生命影響生命; 也接觸了不少孩
子、家長及老師, 以愛和真理鼓勵影響他們。
雖然自己生命也被神陶造擴展了不少, 但我仍
看到自己很多不足, 故此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
得著了, 我仍要更多謙卑安靜在神裡面, 被衪
更新, 與衪同行同工。最近愛上【愛中相遇】
這首歌, 因內容正好是我的心聲和今年的期
盼。深願神繼續使用恩典號,成就衪的心意!

行政幹事 Phyllis Wong

在這裡服事快要三年了，感謝神在這段時
間開闊我的眼界及屬靈的界限。記得在
2015 年初，心裡想若我能承擔更多事情，
機構便可以作更多的服事，於是向神祈求
可以擴張自己。起初，真的不知道應怎樣
做才好，後來因一些私人事情，我決定用
午飯時間作禁食禱告，慢慢自己的情緒調
節比之前有改善，在處理各樣事情好像變
得輕省和容易。直至開學的季節，亦是機
構工作最忙碌的時間，我竟然可以不慌不
忙地處理各樣事情，甚至還可以接手做新
的工作。這是我不敢相信的，但我知道是
神應允我的禱告，先擴張個人的屬靈生
命，繼而擴展至個人服侍的能力。感謝主！
盼望新一年自己能夠再有新的突破!

導師感恩分享
<從土木工程走進生命工程>
從土木工程走進生命工程> Kelly Shum
我是從事土木工程，工作與日常生活接觸到的硬件有關。
當上了兩個小孩的媽媽後，整個人的重心彷彿慢慢地轉移到
孩子身上。原本只打算為孩子們尋找一個更有效的讀書方法，
結果神卻帶我進入了一個奇妙的旅程，一個關於生命的軟件
就此啟動了。
在 2015 年 3 月踏進了導師培訓， 10 月正式開始任教兩個小學班組。大家都會以為高
小孩子對人事冷漠、喜歡跟大人唱反調，但還未成熟的少年人，其實是十分需要成人帶着
愛和接納去引導他們。只要和他們在課堂內外建立到關係，其實他們是很熱情的。
我有一位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小六學生，一直都不肯參與課堂的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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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我發現自
己身後多了一張椅子，原來是一位細心的學生靜悄悄地為我預備的，自此之後，我的身後
從不會缺少椅子。
主並沒有介意我教學經驗不足，反而讓我有機會與這些少年人
的生命接軌，看着學生生命的轉變，自己的心也被激勵。很榮
幸能參與上帝這項生命工程，
盼望繼續被主使用，成為合
祂心意的「生命工程師」！
呂魏少英傳道．恩霖教育及輔導中心
自從由 2009 年開始，我在「大學浸信會」的 WIN Phonics
英語拼音班與「恩典號」合作直至今天，都見證著神的帶領。
2015 年我在荃灣開辦了「恩霖教育及輔導中心」，也嘗試藉
WIN Phonics 的課程接觸社區，傳揚福音。感謝神的供應及 Eunice 的幫助，課程已經順利開
始。展望 2016 年的前景，是帶著神的信實和應許，繼續喜樂地為主作工。「務要傳道! 無論
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提前 4:2

<不再少看自己>
不再少看自己> Emily Lee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全職家庭主婦，一直都覺得自己無任何長處，我曾經為此祈禱，希望
神可讓我有能力服侍神和教會。神聽了我的禱告! 受訓過程中已覺得課程很有意義，實習時
神更讓我知道原來我都可以有一項專長，感受到自己既重要，真的很感恩神讓我巧遇恩典號。
現在每次上課我都很享受，很開心可以同小朋友打成一片，感謝神!

<意想不到的收獲>
意想不到的收獲> Louise
Louise Ho
感謝主的愛傾倒在我身上, 引領我成為 WIN Phonics
導師。一年前修讀課程時未知前路如何, 今天的我已任教
過多個級別的班組。主給我恩賜做我以前從未想過的事,包
括在一群小孩面前大聲祈禱、唱歌和說故事; 我在教學過
程中學習忍耐、謙卑、欣賞和接納。孩子單純的心靈也感
染我得到喜樂。新一年,我會珍惜所有,將聖靈和好品格種
子撒在更多的孩子心上。

導師感恩分享
<我撒種 衪結果>
衪結果> Mandy Lam
感謝主在今年開了一些機會之門，讓我作了不少
新嘗試，把 WIN Phonics 帶進自己居住的社區，當中
須要有很多信心的操練，但主的恩典夠用！記得有一
次在教學生「喜樂」品格時，有位同學說：「老師，
其實『死』唔駛唔開心，因為死之後，可以上天堂喎。」
她為自己明白了一個人生道理而高興起來。這位女孩
的回應使我想起一節經文：「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
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林前 3:6）我作為導師的，
只要做好撒種的工作，到了時候，孩子的生命便會結
出好的果子。

<清心的人必得見神> Anna Tao
感謝神讓我藉着教導孩子英語拼音, 將聖經真理銘刻在
他們的心上,陶塑有正確品格的心靈。由實習、備課到正式授
課的過程中, 天父都在教導我要更加謙卑, 同時讓我學習及
經歷到凡事都要專心仰賴祂, 祂必指引我的前路。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每次看見孩子唱詩歌及祈禱時, 他
們很快便安靜下來, 既專心且投入地頌讚天父。眼前出現了
一幅 “清心的人必得見神” 的美麗圖畫, 提醒我自己要常
存一颗單純的心, 並黙想有時候是什麼東西分散了我對神的
專注和倚靠? 什麼是我憂慮的源頭? 我要儆醒不斷向神禱
告,將那清潔的心賞給我。

<為主接待小孩>
為主接待小孩> Karis Ho
感謝主！去年 10 月再次踏進闊別 6 年的教室，心情且
喜又憂！喜者是看到一張張可愛活潑的同學，他們天真爛漫
的表現，把我的憂慮也暫拋諸腦後，專心地教導他們。當然
最重要是為孩童及多方禱告，隨時敏感主的靈，惱內時刻泛
起「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
18︰5)」雖然學生當中有過度活躍、能力稍弱的，但我更體
會依靠上主是大有能力，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因為耶穌
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太 19︰14)

感恩在課堂中, 不但感到

主的同在, 也看到學生順服、專注、充滿喜樂地投入學習在
未來的日子裏，我祈求主幫助我突破自己，離開自己的膽
怯，為主多作工。

<給予中得福>
給予中得福> Eva Yip

導師感恩分享

感謝主，讓我可以在 2015 年參與恩典號 WIN Phonics 的教學工作。
坦白說從沒想過會教 Phonics，更沒想過品德教育可以跟 Phonics 連上關係！在恩典下誤打
誤撞就開始了品格跟 Phonics 融為一體的教學工作了！在過程中，天父不但開我的眼界，更
讓我第一次教 K2、K3 的小朋友，面對 10 個寶貝各式各樣的問題、吱吱喳喳的淘氣攪笑位、
讓人哭笑不得的言談……現在回想都覺得很特別、很奇妙！
感謝主藉著孩子們的率真讓我重拾小孩子的童趣！讓我不禁撫心自問，面對天父爸爸的
愛，我有回轉嗎？我有像孩子般單純相信嗎？在彷彿是給予的過程中，祂讓我得著遠超我所
想所求的開啟和反思！“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羅 8：28）哈利路亞！

受訓學員心聲(第 31 屆)
-

很豐富滿足的學習，好似义了電，感謝天父讓我
能夠遇上這位難得的好老師。

-

學完初班在街上見到英文字嘗試拼下，好好玩。
感謝主透過課程給我們裝備，叫我們靠著主耶穌基
督的愛可以服侍弱小心靈，醫治人心。
剛上完６A 品格課,好感動！好想快些接我個仔放
學，第一時間攬住佢同佢講“我愛你”，同埋讚賞
佢笑容好可愛。
於兒童主日學應用了 6A 原則, 全班小朋友好開心
滿足, 比平時專心呢!

-

-

未來動向、感恩
未來動向、感恩 及 代禱需要
代禱需要
1. 山區兒童村培訓–2
月 17-21 日恩典號團隊將前往清遠山區的兒童村，進行老師及青年人
培訓
的培訓。求主賜平安和智慧，並讓老師活用所學的教導更多村內的孩子。
2. 家長講座–2-4 月 Eunice 將到一所小學主講一連 3 次的 6A 品格教育家長講座。另外，也將
於慈王區教會聯合舉辦的家長講座中分享。
3. 導師培訓 – 3-5 月於香港有試學講座及各級的導師培訓課程，求主呼召有心志的學員接受
裝備，也賜下智慧給每位學員。
4. 教材優化 –正準製作 42 個發音的 DVD，求主祝福錄影錄音過程及後期編輯工作順利。計
劃暑假前重整 Stage 3 & 4 的教材，求主賜下智慧給 Eunice，也祝福設計編輯及印製工作。
5. 經濟祝
經濟祝福- 感謝主的供應，教材費已於去年 12 月全數償還。
6. 招募義
招募義工/同工 - 神正不斷擴展我們的服侍，求主預備不同恩賜的義工/兼職同工，加入配
搭服侍，也求主供應充足的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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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