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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來了, 誰是主角? 大家都想知道。 

當然要記得出席, 歡迎攜同兒童朋友一同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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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的約會」兒童組導師心聲 

--- 蔡少發導師 

 「事奉」從來不是一件喜樂的事。總是，遊

走在堅持與放棄之間。每兩週一次的週五的約會，

晚上八點至十點，出席孩子的年齡層由 K2 至 F.2 

(幼稚園低班至中學二年班)，當晚有三個環節，

即詩歌，故事信息，遊戲，你總會負責其中一個

環節。 
  

  經過白天忙碌的工作後，身體已帶有倦意。

真的很想在外面走一走，或是回家躺在那張柔軟

的床，想起也有多開心。  

 想一想自己也是「百無」人士，我相信自己

是一名走音天王；講故事，我不覺得自己很在行；

遊戲方面，我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創意。 
  

 過去，「週五的約會」的導師流失率蠻高的，

我也有萌退意，也真付諸行動。退出了一段時間。

退出的日子也真的很寫意。快樂過後，總是帶有

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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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總憶起那些可愛的笑容，與他們一起

歡笑，一起吵閙。看着從前比自己矮的孩子，現

在卻比自己高。在價值觀混淆的時代，希望有神

的話語，可以成為他們人生的準繩。 
 

感謝主，帶領兩位姊妹作導師，她們的用心，

她們的態度，實在令我欽佩。也感謝主，除了以

上的兩位姊妹外，李姑娘也參與其中，成為我們

的伙伴。明白我們的喜與樂，同時，也明白我們

箇中的困難，一起因應問題作出調整。一碗中葯，

喝時是苦的，回味卻甘甜。「事奉」也是這樣，

困難常環繞我們，時間不足，人手不足，資源不

足。 

 正如雅各書 1:5 所說︰「你們中間若有人缺少

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

主就必賜給他。」神給予我們智慧，常補我們的

不足。其實「事奉中苦後的甘甜，真的喜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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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的約會」兒童組導師心聲 

 --- 麥雅婷導師 

 我於週五兒童組事奉已有幾年時間，看到  

神在各小朋友、青少年身上的改變，他們會主動

求問神的事情，當中不乏純真、有趣的問題。感

謝神﹗與他們相處，神就藉著以下金句提醒我

----馬可福音 10 章 15 節︰「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 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我亦看到  神在各導師身上的改變，由於週

五兒童事工是一項具挑戰性的事奉，他們的年齡

分佈由幼兒至青少年級別。所以每當預備教材、

活動時都攪盡腦汁，希望能迎合各個級別的需要。

當然祈禱對每一項事奉工作也是一個不可或缺

的要素，有著神的帶領、提醒去教導一群尚未認

識神的小朋友。 此外，感謝神為週五預備一組

可愛、虛心的團隊，每位也願意放下自己在教學

上尋求突破，以不同新鮮有趣方式教導他們認識

神。  

 最後請為週五兒童聚會的 小朋友、青少年祈

禱，希望他們能夠融入恩泉家中，在基督的愛中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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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的約會」兒童組導師心聲 

---衛穎芳導師 

第一次參與兒童事奉工作，就是“週五的約

會-兒童組”。轉眼間，已事奉一年多時間。想

起當初，接受這邀請時，是抱著畢竟有空閑時間，

來聚會幫幫忙也不賴!沒想到，在這段時間，自

己的得著不比小孩的少，而且也很享受，每一次

事奉的時刻。 

自己本身沒有任何兒童工作經驗，一開始會

很緊張自己的表現，不論在領詩、信息或是活動

都很擔心合不合宜。很怕自己出任何的錯誤，也

因此帶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後來慢慢發現，其實每一次的聚會，神的幫

助會時時刻刻呈現出來。而我們所說的也不是自

己的意見，而是神自己的意思，那就根本不用擔

心吧! 

況且，我們的表現不是單單為自己負責，而

為天上的父，為基督耶穌而負責，每一次的預備

都有主在裡面幫助，且扶持我跟其他導師將神的

道帶到兒童的身上。所以，每一次的信息，不單

單在教育兒童，我也在當中有

所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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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聚會時間在星期五晚上，這些少年人都

經過一週功課、溫習，都會疲憊不堪，但他們都

很樂意隔一個星期五回到恩泉家中聚會，這都是

十分感恩事情。從不知道他們在聚會中領受有多

少﹖但我知道神會在他們當中工作，我只盼望他

們有一天記起一首曾在週五聽過一首詩歌、一篇

信息、一則小故事，甚至一幅圖畫，能勾起神與

他們同在的事實，那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大家好 ! 我們是“週五的約會—兒童組” 

我們在恩泉家的三樓參與兒童聚會，而媽媽們也會

參與成人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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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蔡少發導師 

我們的麥雅婷導師 

我們的衛穎芳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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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暑期聖經班----分享篇    籌委主席:譚珮琪 

 

 本年度暑期聖經班主題為「點止紅豆冰」，於 2011 年

7 月 19 至 23 日舉行。本年參與事奉之籌委、導師及義工

人數約有 40 位，而參與之學生人數約有 80 位。感恩今

年會期期間天氣晴朗，所有課堂及 7 月 21 日下午舉行之

參觀「牛牛樂園」活動均順利完成。今年暑期聖經班更

增設「畫畫比賽」及「親子創意食譜比賽」，跟大家分享

以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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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及代禱事項： 

感恩︰ 1. 每主日約有 120 位孩童參與主日崇拜， 

為著家長們重視宗教教育而感恩。 

 2. 本年度約有 20 位高小少年人升往中學生 

崇拜，且投入參與崇拜而感恩。 

代禱︰ 1. 兒童崇拜欠缺事奉人員，特別是領詩，祈

求神預備領詩之事奉人員。 

 2. 求主帶領孩童的健康、品德與靈命成長。 

 3.  來年堂舍維修，願孩童在新環境中早日 

適應，並常存平安和喜樂敬拜天父。 

 4.  願主的名得榮耀，導師與家屬們蒙 

     神賜福﹗ 

 

 

 

 

 

 

 

 

 

 

 

 

 

 

弟兄姊妹好! 從今期的導師分享中，體會

到在兒童事奉過程中，均獲益良多，且能幫助

我們親近及依靠 神，也盼望作個好園丁為恩泉

家的幼苗更認識神，並奠定信仰基礎。 

    感謝主，使我深知所信的是誰，就企盼能

夠傳福音(協助事奉)。但各人的恩賜不同， 

透過童宗部定期舉辦「兒童導師訓練課程」，幫

助及培訓兒童導師，從而發展所長，互相效力。

透過學員間的交流探討、提升自身的講授，也

體會其他導師的事奉心得，確有助一窺聖經的

真理。 

    童宗部部員︰溫少英 

感謝弟兄姊妹及顧問李姑娘的分享及所提供的相片。 

編 
 

者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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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秋季兒童導師訓練課程---分享篇 
童宗部顧問︰李淑玲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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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9:14)  

感謝神﹗恩泉堂每主日約有 120 位幼兒、幼童及

兒童參與主日崇拜。要達致「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

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的目標，

上帝的保守和看顧當然重要，但背後亦需要大量的

兒童導師參與，才能成就這巨大的工程﹗ 

 
 有見及此，培訓或栽培兒童導師亦是童宗部的 

責任。感謝神﹗在 2011 年 10-11 月順利完成四堂的

「秋季兒童導師訓練課程」，當中約有 27 位學員參

加，其中 11%更未曾參與兒童事工的事奉。 

 
 是次課程特色，除透過教授「知己知彼︰認識 

出色導師及兒童特性；處理事奉技巧︰帶領聚會、

課室管理、處理衝突及如何與兒童建立關係之要訣」

外，特別邀請兩位富有經驗的兒童導師於課堂內向

學員交流及分享，包括鄺雅芳導師及許懿欣導師，

透過她們經驗交流，確實有助及堅固學員前線的教

學知識及陪伴小孩子成長時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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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藉著課堂以外的功課要求，包括閱讀《師

心童樂》一書及觀摩恩泉堂任何一個兒童聚會，並

作出文字回應，大部份學員均積極參與及樂於回應

習作。期望透過課堂以外要求，幫助學員廣闊視野，

且能欣賞及體會不同單位導師的事奉技巧。  

 
 整體而言，透過是次課程的教授、互動、角色 

扮演、分組交流等，不但能提高學員的學習氣氛，

也能幫助學員投入參與。盼望恩泉家的小朋友透過

兒童導師聖經真理的教導，更能認識主耶穌的大愛

和旨意。 

  
 

 

課堂上學員分組討論 

學員們認真上課 

童宗部預備 

豐富的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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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導師鄺雅芳分享 

兒童導師許懿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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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導師訓練班----學員分享篇 

馮慕貞導師 

 過往我不只一次報讀過有關教導兒童的課程，但為

何童宗部再辦的時候我仍然參與？ 原因有兩點： 

（一） 溫故知新（二） 盼能籍著參與訓練班跟其他兒

童工作事奉的肢體有交流的機會和彼此勉勵。感謝天父，

祂給我的是超過所求所想。 

今次訓練班講員是李淑玲姑娘。她給我們的筆記材

料簡單，但充實、加上教導活潑生動，因此在互動其間

弟兄姊妹都非常投入，甚至笑聲不絕。而且我們還可以

隨意選擇到各兒童單位觀摩，以致能對教會兒童工作多

一點認識。不但如此在最後的課堂，還請了兩位有經驗

和恩賜的姊妹來分享她們的教導心得。她們的分享非常

具體實用。對我來說：今次童宗部辦的兒童訓練班，除

了達到我之前的兩點外，意外驚喜是……課程內容充實、

有用、上堂好玩。 

 
 課程完結了﹗我們要出發事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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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宗部兒童聚會一覽表 
 

早堂崇拜︰主日上午 8:00-9:00 

對    象︰1) 幼童   2) 初小  3) 高小 
 

午堂崇拜︰主日上午 11:00-12:15 

對    象︰1) 幼兒(兩組：0 至二歲、三至四歲)  

    2) 幼童  3) 初小   4) 高小 
 

主 日 學︰主日上午 9:30-10:30 

對    象︰幼兒至高小(分級進行) 
 

兒童團契︰約翰組︰每週六下午 2:30-4:30 

對    象︰小學生 
 

週五的約會 -- 兒童組︰隔週五晚上 8:00-9:30 

對    象︰小學生 

 

歡迎邀請合適的對象參與上述聚會﹗ 
 

編輯及設計：温少英、李淑玲 

恩泉堂兒童宗教教育部編製
12/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