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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恩典，2017 年共 55 位導師參與服侍，在各區教授 WIN Phonics
課程，服侍近 1432 人次，其中約 27%為基層
。於
27%為基層/
為基層/新來港的學童或家長
新來港
機構舉辦或應學校/教會邀請, 與家長
家長/
「正面管教」
家長/老師分享「
老師
正面管教」(接觸
人次近 540 人)，
，
「 6A 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內容(接觸人次近 200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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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感恩回顧
2017 短片

《正面管教》
正面管教》
 家長工作坊 - 於嶺英公立學校及嶺南小學開辦。
 體驗課 – 3-4 月期間, 於嶺英公立學校, 主恩會, 及博愛潮語浸信會舉行。
 中學篇 – 4-5 月期間, 獲校長邀請一起帶領 2 次家長工作坊。
 打開「正面管教」之門 - 5 月及 11 月期間, 與 Helen 牧師合辦了
打開正面 管教之門
2 期工作坊, 帶領導師家長體驗不一樣的管教方法, 領受轉化家庭和
課程花絮(
課程花絮(短片)
短片)
社區的鑰匙, 使信仰與管教有更深的整合。
 教師培訓 - 9 月份於嶺南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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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亮天使》 - 10-12 月期間, 與生命導師 Kelly 一起於九龍靈光小學, 培養一群學生, 認
識自我價值, 透過感恩行動, 照亮校園。
《蒙福家庭小組》- 5 月至 12 月期間, 與 Helen 牧師一起於一所小學帶領祝福家庭的活動。
《親子電影佈道會》- 12 月初於一小學協辦兩場的 Superbook 電影佈道會。有超過 350
人出席, 電影後, 很多人舉手決志, 有超過 9 成的家長都留步被陪談。 特別感動我的是看
到不同堂會的牧者弟兄姊妹合一參與服侍。
WIN Phonics 導師培訓 - 開辦各級培訓共 5 次,栽培 78 人次學員。
芥菜種計劃 - 與新福事工協會合作, 於各區 7 間堂會開辦 14 班 WIN
Phonics 課程, 服侍了 144 名基層學童(人次)。
中一生暑期課程
中一生暑期課程 - 一連 5 個早上, 7 人導師團隊於中聖書院為 66 位中一
學生舉辦 WIN Phonics 課程, 幫助他們突破對英文的恐懼, 提升拼讀能
力, 更與他們分享寶貴生命的信息, 鼓勵他們積極面對新學年的挑戰。
轉化之路
於 3 月的轉化會議中, 與嶺英學校校長一起分享激勵人心的校園
轉化見證。於 6-11 月期間, 擔任轉化啟導課程的組長, 與一些教
育工作者同行。10 月份總幹事 Eunice 出席了美國國際轉化會議,
領受服侍 SEN 群體的異象。
轉化教育界祈禱會 – 每月招聚代禱者, 同心敬拜和禱告, 祝福
校園, 家庭和下一代。
年終感恩會 - 當晚有 34 人出席, 董事夫婦、同工家人及部分導
師的家人都有出席, 實在是濟濟一堂。一個多小時的見證中, 激勵著在場每位的心。

董事/
董事/同工感恩分享
同工感恩分享
董事梁友東牧師
董事梁友東牧師 ～ 恩臨家庭
回想去年的感恩會，我聽到很多讓人感動的見證，當中有很多參與芥菜種計劃的導
師，祝福了很多基層家庭的孩子和家長。今年聽到的分享，不單是導師祝福到孩子
的生命，原來服事者的生命也被祝福、被改變。願神擴展恩典號的領域，將祝福不
但帶到個人生命，更要讓恩典滿滿地臨到他們的的家庭當中。
Phyllis Wong ～ 全天候的看顧
感謝主今年為恩典號帶來一位半職同
工，能在工作上與我分擔。在家庭方
面，感謝神給我一位可信賴的工人姐
姐，讓我可以無顧慮地專心上班。今年
自己嘗試把工作裡學習到的禱告模
式，帶回家中實踐，感受到與原生家庭
之間的關係，正慢慢地改善中。在剛過
去的校園佈道會中，自己首次參與陪談
員的工作，經歷了服事上的突破。

Monica So ～ 一步又一步
今年 4 月開始在恩典號服事，負責自
己從未接觸過的行政工作，對自己是一
項很大的挑戰。正式上班後我發現，敬
拜和禱告是包含在恩典號的生活裡，感
恩自己有機會以司琴身份參與其中。另
外，今年神也讓我進入校園，向中、小
學生教授拼音，看見神一步一步帶領自
己做教學的工作，來年更有機會教授繪
畫和接觸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感謝主
擴張我的境界。

總幹事 Eunice Lee ～ 感恩的祭
感謝我的屬靈媽媽的守望和啟發，我和丈夫今年開
始接觸琴與爐的敬拜模式，啟動了我們更深進入敬
拜的心。不但自己生命被更新，也對我要守望禱告
的群體有很大的幫助。12 月感恩會時, 我們更一起
與同工導師組成敬拜隊，獻上感恩的祭。

伙伴/
伙伴/導師感恩分享

伙伴/
伙伴/導師感恩分享

Kelly Shum ～ 生命工程的展開
兩年前第一次參加恩典號的感恩會，寫下了一張願望紙，盼望成為神的
生命工程師，而這個願望終於在兩年後兌現了。今年自己接受了不同的
裝備，感謝主的開路和 Eunice 的邀請，在神的帶領下，我們將正面
管教和轉化的教導結合，孵化為 “閃亮天使” 課程，更在 10 月首次
帶進校園，一方面祝福學生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教導學生祝福自己的學
校和家庭。期待在未來的日子，自己能夠參與更多神所作的新事。

Eden Leung ～ 神的厚禮

伙伴/
伙伴/導師感恩分享

在神奇妙的帶領下，我參加了 WIN Phonics 的簡介
會，當我和一位牧者分享是否要接受導師培訓時，牧者
除了表示贊成，還在開始培訓以先，已經安排了班組給
我任教，而這正正就是自己向神所求的引證。在上課的
過程中，學生出現了一些情緒，我從沒想像過，原來現
今的孩子，是這樣受著不同的壓迫，神開了我的眼界，
也讓我透過 WIN Phonics 這條鑰匙，可以開啟孩子
的生命。在芥菜種的服事裡，神讓我有機會與學生分享
信仰，結果整班學生都舉手決志信主，感謝主送給我這
份厚禮，給我很大的鼓勵!
Sofina Leung ～ 祂必成就
自己本身從事投資工作，因為金融風暴，所以
神給我啟示，要我進入教育界，並且要開設一
間教育中心。我沒有教育培訓的背景，只懂得
繪畫，於是在去年暑假，參加了 WIN Phonics
的導師培訓，為自己增值。今年也參加了轉化
啟導課程，學習了很多新思維。就在這個時候，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神為我預備了一個教
學的地方，親自成就了祂向我的啟示。

Pastor Helen ～ 恢復身份後的開拓
在過去一年，我感受到神開拓了很多道門給我,
不論是正面管教工作坊，還是進入嶺英公立學校帶領家長小組，神好像要恢復
我作為老師的角色。在服事學生和家長的過程中，自己同時間也在接受裝備，
透過探訪一些學校和校長，發現原來有很多默默耕耘的教育戰士，因著對現時
教育制度的不滿足，努力地在教育界裡拼搏，這樣的發現對我有很大的激勵，
所以在未來的十年，憑著對神的信心，我盼望自己能與下一代同行，讓香港能
經歷神的恩典。

“正面管教
正面管教”工作坊
小學家長
正面管教 工作坊 #小學
小學家長
本學年於嶺英小學 6 次的正面管教工作坊終於順
利完成了。 雖然在過程中經歷過不少的困難和
挑戰, 每次都戰戰兢兢的, 但今天看到家長們
的成長和改變, 心中滿是感恩。在彼此鼓勵的環
節中, 家長坦然承認自己平時說話很命令式,
但她今天有了突破, 可以鼓勵旁邊剛認識的另
000
一位家長, 她們都很感動。會後與教育局的主任
和另一學校的社工交流, 她們都非常讚好。另
外, 聽到幾位接受訪問的家長分享,多次欣賞這
些工作坊給她們信心和力量, 知道她們與孩子
都改變很大, 心中很被鼓勵。
校方老師回應:
校方老師回應:
非常精彩及實用，家長問卷睇到家長都比好高
分，意見都好好，全都是正面同讚賞的呢!

WIN Phonics 受訓學員心聲
- 拼音不難學，特別透過遊戲，很好玩，又能讓
他們認識真理，培養良好品格，正！
- 親切生動的教學及導師對小朋友的熱誠, 感動
我去繼續向前。
- 導師設計課程時對孩子的體貼和心思，有助培
養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 這是套很難得的課程，在解決家長煩的同時，
能滿足孩子愉快學習的需求，並且能傳遞愛，
及品格的培養。
- 珍惜學習的過程，不只是知識的增長，更重要
的是生命的培養，如何當一個生命教育者，如
何可以透過課堂祝福學生。6A 的力量幫助自己
檢視人與人的關係，善待自己、善待别人！

願神在新一年繼續帶領我們, 一步又一步, 走在衪的心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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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