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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與目標 ~ 

本堂兒童主日學以帶領兒童認識及接受基督為目標 

更讓兒童有系統地學習聖經 

並在生活上應用所學習的真理  

~運作架構~ 

(1) 敬拜讚美：以詩歌敬拜讚美神，輔以喻道故事，深化兒童理解真理。 

(2) 聖經學習：以多元智能活動教導聖經真理，讓兒童認識主基督，奠定良好 

     屬靈基礎。 

(3) 彼此相交：透過分享，希望兒童能暫且放下忙碌的學業，在主的家裡感受  

到互相關心及彼此幫助，彼此間有更深的建立。 

(4) 學習事奉：訓練兒童從小學習事奉，能建立對教會的投入感與事奉根基積      

   極訓練兒童對事奉之正確態，參與司琴、收奉獻、祈禱等。 

(5) 課程用書：宗教教育中心-童心愛主課程。 



兒童級主日學 2017 年度導師名單 

陳玉冰、陳玉佩、 

許敏兒、蘇玉金、 

陳凱恩、吳嘉儀、 

 朱月歡姑娘 

領 
唱 

司 
琴 

小種子 幼稚級(小禮堂 1A) 

小精兵 小學一至二年級 (小禮堂 1B) 

小基督 小學二年級或以上 (3 號課室) 

兒童主日學班別及上課地點 

小種子導師 吳嘉儀、石慧萍、羅潔盈、黃慧儀、鄧少琼、蘇玉金、陳玉佩 

小精兵導師 陳麗敏、黃嘉敏、李春恆、張素嫻、林方詠、蘇玉金 

小基督導師 鄭曉琪、鄭曉琳、許敏兒、王輝聲、蘇玉金 

小種子/ 

小精兵/ 

小基督助教 

盧玉珊、黃嘉敏、鄧少琼、陳素珊、王金國、黃嘉敏、 

陳秀華、葉梓健、李彬、王淑儀、黃慧儀、張素嫻、 

黃凱琳、王子維、李春恆、張素嫻、曾敏兒、劉汝忻、 

吳敏超、游敏嘉 

陳素珊、李柏賢、 黃嘉敏、呂煒妍、             曾子柔、                  吳敏超 



教導孩子理財      

  一次家長加油站聚會，分享給孩子零用錢的話題，原來每個家庭的做法都各

有不同。孩子在甚麼年紀才需要有零用錢？開始給孩子零用錢，應該給多少？多

久給一次？零用錢應該包括哪些支出？這些都是設身的事情。 

  給孩子零用錢，同時是教導孩子理財。父母親可以與孩子一起計劃，引導他

們學習分配和使用金錢。一般稱為三個 S ： 

需要支出(Spend)：讓孩子學習運用金錢，買自己生活所需，從而了解金錢的

用處。如果孩子們從小就懂得運用金錢，他們能夠在成長中，了解金錢是

要如何賺到的，從而建立對金錢的正確價值觀，一生受益。 

把剩餘的儲蓄起來(Save)：培養孩子儲蓄的習慣，透過儲蓄實現目標。例如：

扣除需要支出，把部分或餘下的零用錢儲蓄起來，用來買東西。讓孩子認

識零用錢並非用作滿足個人的購買慾望，當有「需要」時可買，在「想

要」時要三思，不宜即時滿足購物的樂趣。 

捐獻分享(Share)：培養孩子的憐憫心腸，看到別人的需要而樂於分享。嘗試

以捐贈玩具或金錢，與有需要的人分享，鼓勵孩子將零用錢撥出部分作奉

獻或慈善捐款。 

  《塔木德》* (Talmud)是猶太人生活指引的一部重要典籍，是父母親教導孩

子們紀律和生活的依據。其中提到金錢財富只是一種交易的媒介，在現實生活

中，金錢的價值在於用作交換有價值的東西。善於運用金錢是生活的智慧。 

 

*公元前 586 年，猶大國被滅，猶太人當中的有識之士和宗教人士，為維護猶太教

道統及價值，潛心研究，著書立說，在公元 2 世紀至 6 世紀之間編纂了猶太教口

傳律法集，主要是猶太人生活指引、處世為人的指南，成為猶太人智慧的源泉，

即統稱《塔木德》。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不貧窮也不富足， 

賜給我需用的飲食。免得我飽足了， 

就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 

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 

以致褻瀆我神的名。 

（箴言 30:8,9） 

教牧分享- 黃景業牧師 



教牧分享- 黃細英宣教師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 章 6 節) 

深願天父保守每一位小朋友，在神的恩典和真理中成長，活出愛神愛人的美好見證﹗ 

 

過去，我一直覺得自己對小朋友不算有很大的愛和負擔，但在這兩年在大埔

堂的經歷改變了我，每主日看見一班小朋友，他們活潑好動、天真爛漫，特

別在獻唱時，看到他們的專注認真，像一份美好的活祭呈獻給神；加上有機

會在一些兒童聚會分享信息及服事功課班的小朋友，這些接觸都給予我機會

去認識小朋友，發現他們的可愛之處，深深為到神所創造的奇妙生命感恩讚

嘆﹗ 

小朋友好像一張白紙一樣，他們的成長深深受著成人世界所影響，怎樣的教

導就怎樣塑造小朋友的性格及價值觀，所以花在小朋友身上的時間及教導是

十分重要。但教養小朋友絕不是容易的工作，我們需要祈求天父賜能力和智

慧給予每位家長去教導小朋友，又感恩在兒童部有一班委身的弟兄姊妹在每

主日付上愛心和耐性去服事小朋友，這些點滴都化作小朋友成長路上的祝福

呢﹗在網絡上看到這篇短文，頗有意思，與大家分享﹗ 

 

<在愛中成長> 

讓孩子在鼓勵中成長，他們就學會自信。 

讓孩子在寬容中成長，他們就學會忍耐。 

讓孩子在讚美中成長，他們就學會欣賞。 

讓孩子在支持中成長，他們就學會喜歡自己。 

讓孩子在接納中成長，他們就學會去愛別人。 

讓孩子在分享中成長，他們就學會慷慨。 

讓孩子在真誠中成長，他們就學會誠實。 

讓孩子在仁慈和體諒中成長，他們就學會彼此尊重。 

讓孩子在安全中成長，他們就學會信任自己和他人。 

讓孩子在友善中成長，他們就學會世界的美好。 

最後，別忘記讓你的孩子在愛中成長。 



 

耶穌喜愛小孩像愛我，我，我。 

愛小孩像我，在祂膝上坐。 

 

一首大家愛唱的兒詩，歌詞簡單直接。 

小孩在人的眼中是可愛有趣，卻不是榜樣，更沒有想到有甚麼是可以效法的。可是耶穌卻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凡要接受上帝國的，若不像小孩子，絕不能進去。」路加福音 18:17 

 

在兒童部事奉，讓我感受他們的單純信心。他們會為著有茶點就開心快樂，感恩謝主；知道神是愛，

主為我罪釘十架；要乖乖聽爸媽話，做錯事要說「對不

起」；懂得接納饒恕，不開心的事轉眼忘記… 

願意我們學習小孩子的樣式就是心思上的單純， 

是怎樣，就怎樣，什麼都帶到神的面前，什麼都倚靠神。

因為神就是悅納這樣的人。 

這首歌最後可快拍唱為「耶穌喜愛小孩像愛我，你，他」 

提醒我們都在祂的愛中，彼此激勵。 

 

今年主日學合班授課的機會比往年多 ，每次看見三十幾個小朋友在課室開開心心一起學習神的話

話，唱詩讚美，專心聆聽故事，用心做小手工，心裡又興奮又感恩。多謝上帝賜大埔堂有很多產

業 ，感恩自己能夠在這班小朋友記憶力最强，又活潑又可愛又最真的人生階段裡和他們一起學習上

帝的話語，見證他們在上帝的恩典下茁壯成長。 

 

感謝主，今年能與幾位愛主又勤力又能幹的姊妹一起在兒童部事奉，讓我有所學習。她們在開會時

常常都記掛各小朋友的需要，用心預備課程活動去教導。 她們不單重視小朋友學習聖經上的知識，

同時亦十分重視小朋友實踐聖經的真理，彼此相愛彼此接納。 在籌劃事工時，他們都發揮各自所

長，令課程活動都能順利推行，多謝上帝給我們有一個美好又合拍的團隊。 

部員分享 

部長:蘇玉金(朱朱) 

陳玉佩    



不經不覺，參與兒童組事奉

已經第四個年頭。  看見孩

童長大，在神的話語下見到

他們的改變要獻上感恩。  

今年有新組員加入，帶給我

們新思維，盼主使用我們讓

孩子裝備他們屬靈的盔甲。 

 

感謝神的祝福，給我們教會眾多小朋

友！神讓我看見每個小孩都是獨特的，

然後不同小孩走在一起所產生的互動和

火花也是獨特的。他們活潑、可愛、天

真、真誠，帶給教會很多的生氣。 

我期待看見每位小朋友在教會成長，期

待見證他們人生不同的階段，然後到他們

長大了，依然跟隨主、以基督的心為心。 

為這班主愛的小孩禱告主！ 

陳麗敏 

吳嘉儀(Catherine)  



鄭曉琪 

猶記得我在 2016 年洗禮時，小基督的一班小朋友為我送上心

意卡及祝福，那一秒的感動至今我仍歷歷在目。在小基督的事

奉讓我知道成為小孩子榜樣的重要，深知道導師的一言一行都

能影響小孩子對主及真理的渴慕。我很感恩能與小孩子建立屬

靈互信的關係，同走成長的路。作為小孩子的導師，所教導的

不只是聖經上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領小孩子親近天父、一生信

靠主。 

我亦很感恩能加入兒童部，與其他部員一起就著教會小孩子的

需要計劃各級主日學課程，以及共同構想呼應教會「由內而

外，相親相愛」主題的活動，並一起報讀神學院開辦的兒童導

師課程，部員對小孩子生命成長的著緊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願教會的小朋友繼續在主的愛中茁壯成長，能在大埔堂中發揮

恩賜，一生走在神所預備的豐盛道路中。 

鄭曉琳 

在兒童部事奉充滿挑戰、同時也幫助我反思信仰的

真義。曾有兒歌歌詞如此寫：「靈感 IQ 稱得上十分

之高超，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這句歌詞

很能代表小基督的小朋友，他們大多對聖經故事很

熟悉，導師們要發掘新的視覺、帶小朋友學習故事

內的教導，實在充滿挑戰。又有時候，小朋友一句

簡單的提問，足以教我再思一直所信及所學習的、

是否有盲點或遺留之處。因此，我能與小朋友一起

學習、陪伴他們成長實在是神的恩典。 

另外，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兒童主日中小朋友領詩的

情景。她們年紀雖小，但領會眾唱詩時毫不怯場，

真叫人不可少看她們年輕﹗她們以充滿童真的歌聲

去唱詩讚美主，實在深深打動了我。 

最後，感謝一眾兒童部部員及導師。他/她們很著緊每一位小朋友

的生命成長，並活出美好的見證作小孩的榜樣。能夠與她們同工，

實在美好﹗願神繼續祝福一眾小朋友，叫他們在信仰路上紮根成

長，發揮各自的恩賜去服事主，一生也不偏離主的道。 



導師分享 
  能夠在兒童部事奉，全是上

帝的思典，看着孩子從小認識基

督，在主日學裏學習聖經真理並

在主的愛中成長實為他們感恩，

多年來在兒童部不同崗位事奉，

有喜樂、享受、滿足也有乏力，

沮喪的時候，在這一切事奉的經

 歷， 讓我學會愈是願意事奉

  神愈是經歷祂的同在 

   和大能。 

 

 

 

 因自小在兒童主日學長大，所以更      

 加明白這個階段無論聖經知識上，

或是待人處事方面的學習對小孩子來說

都很重要。而要好好教導他們，陪伴小

孩子成長，先要與他們建立關係，當中

有信任，有尊重，有愛。身教勝於言

教，所以先學會用上帝的愛去愛他們，

 小孩子就會看見，就會知道。 

 

陳玉冰 

Michelle 



王輝聲 

感謝主，在兒童部事奉的日子中，見證他們不論身量或智慧都成長

了！有時在預備主日學教材時，會想如何可以令孩子容易吸收主日

學的信息呢？畢竟他們已經長大了，玩是他們最想要的，很難要求

他們，坐好專注聽老師說話，所以上課前與他們協定，順利完成課

程後，讓他們到籃球場玩樂一番。在教與學的過程中，發覺有耐性

和愛心與孩子建立愛的關係，以生命教導他們最重要。 

闊別六年的兒童事奉，因為一次臨時主日學代課邀請就重返了。走進小基督主日學的

課室裡，我重遇在六年前教過的幾位同學仔。當時的小朋友，到今日已經是半個大朋

友。有幸見證小朋友們的成長，是一份天賜的福氣。 對於我，與其說我們陪伴小朋友的成長，倒不如說小朋友陪伴我們的成長。平常面對

他們可愛、「有性格」，甚或惱人的一面，都提醒我要做好本份，要盡心盡力做到無

可指責，也不要「少看他們年輕」。因為你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深深記錄在他

們心中，記得甚至比成人清楚。所以說他們是半個大朋友，一點也不為過。今年因著

教會功課輔導班的緣故，小基督主日學來了一位未曾了解信仰的插班生。對於兒童主日學來說，這類插班生不太常見，使得我和那位插班生在的適應的過程中碰到難處。雖有失意，但每覺失望之際，總會毋忘初衷:「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馬太福音 19:14)。小孩子又再一次陪我在靈命上成長。 

黃子維 



聖經知識是我們信徒的寶庫，內藏不朽的

智慧。而作為導師去備課講解時，自己不

但能更新己心，回到主愛，又令孩童在純

潔的土壤澆灌成長，根植主內，使我們結

連於主，不分彼此，教學相長。 

  嘉敏 

   記得第一次 

  擔任兒童級司琴時是自己 

還是一個高小級小學生， 

隨著長大升上了中學就沒有 

再在兒童級做司琴了。直至前年珠珠姨姨邀請我

再到兒童級崇拜事奉。再次回到兒童級崇拜當然

覺得自己好像很大個，望著現在的小朋友好像看

到小時候的自己，想起以前和同伴們的快樂時

光。現在看到小朋友不時會反省自己現在長

大了是否仍像小朋友一樣渴慕上帝的話語 呂煒妍   



導師分享會 



 

諾謙 (白頌豪(小白)、林詩佩(Janice)) 

「我會牽著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 

隨著孩子漸長，能牽著孩子的手的時間愈來愈

小，但願陪著他的時間卻從沒減少。能陪著孩

子去經歷生活點滴，大大小小的功課、考試及

學習，也是種福氣！ 

(1) 父母的微笑是撒種、父母的怒氣也是撒種 

常提醒自己每時每刻都在撒種，無論自己的一

個微笑、怒氣、讚美、論斷，也像一面鏡子，孩子在看著您！ 

(2) 放下父母的權威，只有基督是我家之主 

我倆願意放下父母的權威，尊主為大，要告訴孩子，我們只不過是一個蒙恩的罪人，願意

謙卑下來接受神的管教及陶造，好作神合用的器皿。 

道：「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祂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祂必

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箴言 3 章 11-12 節 

一駿、一朗 (鄭智強、許惠敏) 

「愛是恆久忍耐....不輕易發怒...凡事包容...」，很

難想像當父母的，如果沒有這些金句傍身，是怎樣

熬過來的。 

當你有了愛人之後，你會投其所好(一起追看超人

卡通)；你會願意改變自己(生日飯改在超人主題餐

廳慶祝）；你會覺得自己怎樣做都不夠完美，有空

間去做好一些（時常講錯卡通角式的名字，要記熟

一些)。 

看似犠牲，其實是得着，也讓我們體會到聖經中的

真理-「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

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或許只有

常覺得虧欠，才會付出更多，讓對方感受更多的

愛。愛原來是一門高深學問，很感恩我們有機會一

起學習，共同發掘如何做到相親相愛，實踐主的教

訓！ 



沛庭、依庭(何漢輝、劉汝忻) 

主內的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是何沛庭和何依庭

的父母。「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是我們兩夫婦，當教導孩

子時，常互相提醒的金句；在教導的過程中，我們

發現《由內而外，相親相愛》當中最重要的是

「愛」；因有「愛」方可忍一忍、聽一聽和互相包

容；這樣孩子才會學懂待人接物以誠實面對和相親

相愛的態度。 

康翹 (朱國威、黃凱琳 Jenny)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賜給我們康翹，她是祢所賜的產業，

也是我們得來不易的禮物。 

感謝過去五歲多的保守和眷顧，我們有這福氣和機會去學習

當爸爸和媽媽，一家三口能夠一起的在大埔堂敬拜祢；每當

我們看見康翹健康快樂地成長，有份於在兒童主日學中學習

聖經，有份於兒童詩班中歌唱，得到每位導師悉心的教導和

栽培，從一個牙牙學語的 baby 成長到今天開始明白聖經故

事，學懂祈禱和唱頌詩歌，更有膽量地和小朋友們一起在主

日崇拜上台獻詩給天父，這盡都是神的恩典和導師們愛心的

教導。願天父繼續保守康翹在主的愛 健康快樂地成長。  

晞藍 (李彬、黃占芳) 

“愛”令人温暖 

“愛”使一切都變得柔和 

“愛”讓生活滿有動力 

“愛”可彌補一切過犯 

有愛的地方就滿有吸引力 

有愛的孩子份外精靈可愛 

有愛的群體如同有保護一樣 

可抵擋承受各種的刺激考驗 

盼望我們一家活在愛下 

懂得去愛·分享愛 



晴朗、康晴 (曾振雄、羅潔瑩) 由內而外，相親相愛，感謝天父，這一年很感受到這八個字的意思。我們爸媽加油站的各個成員越來越親密，紙箱雞，豬扒飽熱狗，一起練和音錄歌，爸媽各自圍圈分享，Samuel 穩定出席詩班練詩，Eunice 參與詩班的適應，一一都要述說陳明，將一切榮耀歸於父神。 

家洋、家悅 (鍾國熙、陳燕妮) 

在基督家庭長大,每星期返教會是生

活習,神的話是何等宝貴,令我明白困

難中有依靠有出路, 現因工未能如常

返教會, 感謝神為我孩子開路, 爺爺

嫲嫲協助, 教友的愛心忍耐, 讓小羊

群能夠在教會健康開心成長, 跟主腳

踪, 愛人愛神, 感恩不住。  

諾詩、諾行 (仇耀初、陳凱恩) 
看著小朋友在兒童主日學成長，得到
導師們的悉心教導，將聖經的故事及
天父的道理一滴一滴植根在孩子的心
裡。特別感謝導師們付出自己參與主
日崇拜的時間，耐心教導，又在主日
學環節加插很多有趣的遊戲，令孩子
十分難忘。小朋友在主日學也學習彼
此關心和代禱，孩子的團契也同時造
就了家長們的團契。求天父繼續看顧
保守這份情！ 



殷楠、曉楠 (張祥勇、李春恆) 
小孩子能在教會從小成長，是多麼美好和愉
快的事情，殷楠和曉楠從少就能在教會裡幸
福成長，在兒童主日學聖經的基礎培育至兒
詩樂理的練習上，日增成長，隨著日子長
大，聖經故事漸漸打進小孩子的心中，好的
價值觀及品格也慢慢被塑造出來，我倆作父
母親的，心中感恩，謝謝主的厚愛和保守，
也感謝一班充滿愛心的導師，每周為他們所
預備的種種趣味教學，帶領領詩的哥哥姐姐
耐心的教學，都令人敬佩，我倆深信這都是
上帝的恩典及愛的承傳，寄望教會所有小孩
子，在基督的恩典裡，到老不偏離，靠上帝
得勝有餘！奉主名求！誠心所願！ 

曉桐、曉峻 (孫實銘、張素嫻) 
看到題目：由內而外，相親相愛。我當下只
想到兒時的團訓：「15 惟 用 愛 心 說 誠 實 
話 ， 凡 事 長 進 ， 連 於 元 首 基 督 ，16 
全 身 都 靠 他 聯 絡 得 合 式 ， 百 節 各 按 
各 職 ， 照 著 各 體 的 功 用 彼 此 相 助 ， 
便 叫 身 體 漸 漸 增 長 ， 在 愛 中 建 立 自 
己 。」讓我們在主的話上扎跟，便能由內
而外，相親相愛。 

蘇欣庭 ( 蘇天來、王淑儀 ) 
感謝天父讓欣庭在神的家建立自信和快樂的成長。 



茞蕙、子羽 

 (陳智旭、陳素珊) 

今年茞蕙和子羽都一起上小學了。作為主要照

顧者，我嘅日常任務也變得複雜起來，學業嘅

擔子，時間嘅壓力，有時也會令我們感乏力。 

面對困難時，信主的人很幸福，往往能感到有

主同行的福氣。當子女學業表現不如意時，信

仰令我有清心去分辨生命中什麼最重要，提我

不要把子女的成績當為自己的業績。這樣想令

我減少負面情緒，可與孩子保持和諧親密的關

係。 

有一晚，孩子們為著口試緊張起來。我與他們唱詩時，唱到"祢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我頓感到主也

為他們打氣，唱罷我快快提他們："不用怕，天父是你們隨時的幫助。" 結果他們當晚就安心地去睡了。 

感恩主給我當全職媽媽的福份，讓我可有多一點時間在孩子們的身邊，與他們一起體驗"靠着我們的主，

在生活大小事上可得勝有餘"的福氣。 

霆軒、曉之 (陳新傑、曾敏兒) 

滿恩、喆恩 (王金國、黃慧儀) 

恩浩 (鄧琪彰、陳麗敏)  

樂希、樂行 (鄭慰雄、鄧少琼) 



小 

  種 

子 

陳霆軒 

王喆恩 陳曉知 

朱康翹 

何沛庭 李晞藍 

鄧恩浩 

李丹妮 

曾晴朗 
曾康晴 

鐘幸妤 

廖悠雅 



小精兵 

鄭一駿 

鄭一朗 

鄭樂行 

仇諾行 

王滿恩 

陳茞蕙 

陳子羽 

張曉楠 孫曉駿 
白諾謙  





小 

基 

督 蘇欣庭 

楊梓傑 

仇諾詩 

林卓軒 

鍾家洋 

鄭樂希 

鍾家悅 

劉諾謙 孫曉桐 

張殷楠 

梁曦睿 



合班活動 





農曆年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阻止

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馬太福音 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