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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主題是「成長」，小朋友經過暑期之

後，面對九月升學也進入另一個成長階段，多
謝七位剛升上小學的小羊接受訪問，並以畫畫
表達他們升了小學一年班的心聲。除了升上不
同年級，身體長高外，小朋友對家人的關愛、
對朋友的關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沒有成長
呢？真的盼望宣秀家的小羊和 BB 隊員們，在
智慧、身量，神和人喜悅你們的心也一同增長！

多謝影姨姨寫了一篇「親子心連心」，讓
小朋友與家長們也一起檢視小朋友最愛父母的
說話。小朋友成長中，需要父母的鼓勵、肯定
和讚賞，每個爸爸媽媽也要努力管教、愛護小
孩，加油！

多謝瑩峰姨姨訪問兒童詩班，每個參加兒
童詩班的小朋友也喜歡這詩班，除了有多元化
活動和遊戲來學習音樂外，還學懂與人相處，
可見詩班長——秀芳姨姨花了很多心思，秀芳
姨姨昔日六歲參加宣秀家少年詩班，今日把自
己所學的無私教導小朋友，她的成長祝福了不
少人，感謝主！

還有，雅妍姐姐和翠霞姨姨的事奉分享，
從她們多年事奉中，也見證著不少小朋友已成
長了，他們今日也成為小朋友的導師們。多謝
BB 的準隊牧楊安信傳道、Miss Lam 和初級組
女隊員接受訪問，Miss Lam 由隊員成長至導
師，還堅持做了導師十四年，從沒有退下來，
實在看到她對隊員們的愛心。宣秀家更有四位
特別的小羊老師，見小羊不夠人手，便立即來
幫忙，還有暑聖蟹哥和海星的訪問，他們樂意、
委身的服侍，令筆者也非常欣賞！求主繼續大
大使用每一個願意服侍兒童的事奉者！

各位小朋友，你們成長後，盼望你們以今
日導師、哥哥、姐姐們對你們的愛心，將來以
愛還愛，服侍未來的小羊、BB 或暑聖，在宣秀
家事奉啊！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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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你最愛聽到爸媽對你說的話是甚麼呢﹖想一想⋯

在許多年前，有香港機構組織以問卷形式調查了七千名家長及子女，當中詢問了家長最難講出

口，和子女最愛聽的說話，調查結果十分有趣。子女最愛聽的說話，卻大都是父母最難講出口的說

話。看看下面四十句，你喜愛聽到哪些呢﹖爸媽們，你又可曾對自己的孩子說過以下的說話﹖爸媽孩

子大家快來選一選吧﹗

小朋友，你有甚麼心底話想對爸媽說的呢﹖下面有兩張方格紙，用心想一想，然後你拿一張紙，

依下面的形式，寫下「爸媽我想跟你說」和「爸媽我喜歡聽你說」，記得把寫好的紙要對摺再對摺，

然後送給爸爸或媽媽吧﹗或者某一天你會突然從爸媽口中聽到你想聽的說話呢﹗

爸媽，你給孩子說的話原來是帶有很大的力量的，可以拆毀也可以建立，你知道他愛聽甚麼嗎﹖

他愛聽的，也可能是他最需要聽的，快快把它們找出來。你也可以告訴他你最愛聽到他說的是甚麼呀﹗

想了解多些相關調查及其報章報導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090422/00176_012.html

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edu/octopus/0617go05.html

爸媽我想跟你說。。。。。。

孩子我想跟你說。。。。。。

孩子我喜歡聽你說。。。。。。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爸媽我喜歡聽你說。。。。。。

這些話……

1. 來﹗我們一起玩遊戲﹗

2. 媽媽沒想到，你想到了﹗

3. 大膽去做吧，做錯了沒關係，重要是你認真做了！

4. 你很聰明，想用最簡單的方法解這道難題。

5. 不要做功課，休息下啦﹗

6. 我喜歡你笑的樣子。

7. 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得﹗

8. 不要灰心，我們一起來過。

9. 你說的有道理，繼續說，我很想聽聽。

10. 夠不夠零用錢呀﹖

11. 你想吃什麼？我們一起做好嗎？

12. 爸爸以你為榮。

13. 我們比比，看誰先跑到家。

14. 你辦事，我放心。

15. 孩子，你真懂事，幫媽媽做了不少家務。

16. 你不用我幫就能完成，很了不起呀﹗

17. 盡了力就足夠﹗

18. 對不起，是我誤解了你。

19. 今天你和朋友們在一起高興嗎？為什麼？

20. 由你來下決定好嗎﹖

21. 這個問題我都不懂，我們可以一起上網查資料好嗎﹖

22. 想哭就哭出來吧，哭完後你會比以前更堅強的。

23. 身體有不舒服的地方嗎？

24. 你很會節制呀﹗媽媽欣賞你﹗

25. 對不起﹗請你原諒我。

26. 你剛才很有禮貌啊﹗

27. 你比爸爸還聰明呢﹗

28. 不用急，媽媽會等你的。

29. 媽媽需要休息一會兒，你要照顧好自己哦。

30. 你覺得那一科最需要媽媽幫忙呢﹖

各組對Format的看法

親子心連心  影姨姨
31. 路上小心呀﹗

32. 這麼會照顧人，你真的很細心啊﹗

33. 幸好媽媽有你提醒，就不怕會忘記了﹗

34. 今天由你安排家庭節目好嗎﹖

35. 你講故事很精彩呀﹗

36. 你真勇敢，我為你驕傲﹗

37. 讀書真的好辛苦呀﹗加油呀﹗

38. 幸好我生了你﹗

39. 你好乖。

40. 你認為我有甚麼不對，需要改善呢﹖

孩子愛聽…… 爸媽可
曾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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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熙：我喜歡參加兒童詩班，因為有得玩。在兒

童詩班，我最喜歡的活動是「捉老鼠」和「拔蘿蔔」 

( 其實是音樂配默劇遊戲 ) 。

鄧瑩峰 ( 張熙、張維家長 )：我兩個小朋友也很

喜歡參加兒童詩班，之前，因為某些原因，兒童詩班

暫停了兩次，他們兩個也感到很失望，問為何常常暫

停 ﹖﹗ 可見他們在兒童詩班是喜樂的。讓我驚喜的是

兒童詩班不只教授唱歌技巧，還有很多不同的音樂遊

戲活動，透過遊戲，讓他們感受節奏，學習拍子，使

沉悶的技巧轉化成有趣的活動。

陳思正：我喜歡參加兒童詩班，因為我喜歡玩「捉

老鼠」。( 其實是音樂配默劇遊戲 )

訪問員：你覺得秀芳姨姨惡嗎 ﹖

兒童詩班成員：唔惡 ﹗﹗﹗ 

兒童詩班指揮及詩班長：陳秀芳

我自六歲便參加宣秀的少年詩班，在當中學習音樂，體會音樂的樂趣，成為音樂老師後希望回

饋教會，於是在 1990 年成立了第二代兒童詩班，後來兒童長大了，與青年詩班合併了，第二代兒

童詩班也結束了。直至去年，在眼見宣秀越來越多小朋友和聽見越來越多希望成立兒童詩班的聲音

下，第三代兒童詩班便出現了！

在我設計兒童詩班的課程時，發覺時代已經不同了，現今小朋友的生活模式十分豐富和多樣化，

他們根本不乏學習音樂的機會，除了上學有學習樂理、牧童笛和唱歌的音樂堂外，放學後更會學習

彈鋼琴，甚至學習弦樂、管樂、參加學校樂團等，那麼，在兒童詩班，我可以教他們甚麼？給他們

甚麼？

最後，我決定因應小朋友每天面對不同的壓力，以卡爾奧福和達克羅士的音樂理論來設計不同

的活動，期望他們在兒童詩班中除了學習基本音樂知識和獻詩外，還能從音樂中學會開心放鬆、從

歌詞中學會屬靈教導、從律動中學會創意思考、從互動中學會尊重接納、從鼓勵中學會勇敢自信！

音樂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這禮物卻在世上變得昂貴，但在教會，我希望將神白白賜給我的，

我也白白的送出去，盼望兒童詩班在宣秀家能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

訪問兒童詩班 採訪：瑩峰姨姨

2016 年 4 月 10 日在宣秀家開始了兒童詩班，逢星期日兒童崇拜後，早上 11:30-12:30，以下

是參加者、家長們和詩班長陳秀芳姊妹的心聲。

參加者 ：許茜琪、徐靜祈、陳思正、許芳瑜、張熙、張維、蕭靈豐

蕭靈豐：我喜歡參加兒童詩班，因為可以跳舞做動作。在兒童詩班，我最喜歡玩「踢腳」 ( 其

實是音樂配律動的遊戲 ) 。

蕭志明 ( 蕭靈豐家長 ) ：最初讓靈豐參與兒童詩班，

是希望讓靈豐可以學會一些音樂知識，而我更深信在教

會學習音樂與外間所學的不同，透過教會學習音樂不但

可讓靈豐認識及聆聽更多的詩歌，亦培養他將來運用音

樂在教會事奉的心。參與詩班後，我發覺靈豐除了在音

樂知識可增長外，還有一樣意外收穫，就是增加靈豐與

同輩之間的互動，學習與同輩有更好的相處。

許茜琪：我喜歡參加兒童詩班，因為又可以唱歌又

可以玩。在兒童詩班，我最喜歡參與的活動是「老鼠拿

紅蘿蔔」 ( 其實是音樂配默劇遊戲 ) 。

陳燕珍 ( 許芳瑜、許茜琪家長 ) ：讓茜琪參加兒童

詩班是希望茜琪可以藉著唱歌學習事奉神，亦期望讓茜

琪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與人相處，以及從而認識音樂更

多。

徐靜祈：我喜歡參加兒童詩班，因為我喜歡玩遊戲和唱歌。在兒童詩班，我最喜歡玩「捉老鼠」

( 其實是音樂配默劇遊戲 ) 。

鍾瑞瑛 ( 徐靜祈家長 ) ：讓靜祈參與兒童詩班是因為靜祈很喜歡唱歌，亦希望藉此增加她音樂

上的知識、接觸及認識更多的詩歌。另外，亦希望透過參與群體活動，提高靜祈與小朋友的合作性。

陳燕珍、鍾瑞瑛：起初不知道兒童詩班如何運作，以為只是教授唱歌技巧，需要坐定定，怎料，

秀芳為兒童詩班設計了很多不同的活動，提起他們的興趣。小朋友通常耐性較短，所以每次兒童詩

班不同及多元化的活動確增加他們的學習興趣。真的要謝謝秀芳的付出。

張維：我喜歡參加兒童詩班，因為可以唱歌。在兒童詩班，我最喜歡的活動是吹飲管 ( 是在學

習管樂吹奏的基本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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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事奉的成長　 親眼看見雅妍姐姐    翠霞姨姨

依稀記得，我大約是在中六 / 七的時候加入小羊天地事奉，那

時候我剛剛穩定地參與崇拜和小組。當時教會還未有週六的晚堂，

所以每個星期日都是早上 8:30 到教會返早堂，接著 10:15-10:45 

上大專主日學。11:00 準時開始兒童主日學。這樣維持了好幾年。

剛剛加入小羊事奉就是跟銘兒、Gigi、沈嘉一齊做助教，後來

阿旺又加入。無可否認，小羊天地的事奉讓我跟弟兄姊妹建立了一

份很深厚的友誼。這也是上帝的恩典 ﹗ 當時的老師主要有鄭姑娘、

珊姐姐、錦珍姨姨、家蓮姐姐幾位。記得那時我除了做助教，也有

擔任司琴。不過我就有個很奇怪的陋習，沒有人唱的時候我會彈得

很順暢，但到正式大家一齊唱的時候我又會停下來不彈。我也搞不

通是太緊張還是我不想打擾大家唱詩 ﹗ 家蓮姐姐知

道我每次彈琴都會很緊張，也會特地走到鋼琴旁為

我祈禱。

我在小羊天地事奉一直到社會工作後就暫停了

一段日子，轉到職青小組、崇拜司琴及執事的崗位，

但 每 年

仍 然 會

參 與 暑

期 聖 經

班。

日子過得真快，當年初小班、信心班的小朋友今天

都已經成了大專生。我也由當年的雅妍姐姐變成了資深

的雅妍姐姐，看著他們長大成熟起來，由當年的小羊天

地主日學的學生成為今天小羊天地的助教在教會裡擔當

不同的服侍，心裡除了寒了一寒 ( 小朋友大得真快 ﹗)，

說真的我是從心底裡讚美神 ﹗ 回望那些年一起事奉的同路人今日都

各有發展，當中也有一些已沒有再上教會，反觀這一班年青人是

真真正正的小羊 2.0，正是宣秀未來的棟樑 ﹗ 

有時自己心裡也會特別記念一些從前在主日學裡自己教過的

小朋友，因著不同的原因沒有再來教會。我會想他們現在是怎樣

呢 ﹖ 會否記得小時候曾經每個星期日都來到教會唱詩歌、聽故事、

做手工 ﹖ 到現在還會記得怎樣唱 「打電話 給親愛天父 ﹗ ( 喂 ~ 喂 ~) 

告訴祂我要立志敬拜你 ﹗」

西面在聖殿親眼見孩童耶穌，而稱頌神：「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路加福音》2：

30。從 1998 年開始參與暑期聖經班的服事：籌委、高小教師、「訓導主任」和話劇導演，可以拿「長

期服務獎」的我，也稱頌神，因為神讓我見證祂如何祝福宣秀的暑聖，更讓我親眼看見參加暑聖的

小朋友和參與事奉的青少年的成長！當中實在太多人，真的不能盡錄，由於篇幅關係，我只能略述

一二：

四表兄弟 - 彭建宇、彭鏡宇、王賡偉和周志傑

1998 年，宣秀從宣基小學搬到現址的第一次的暑聖，高小班就有剛加入 BB 基督少年軍的小宇、

阿鏡、賡偉和阿傑。當時的我就有幸見到小宇、阿鏡和賡偉在美枝姊妹帶領下決志信主。及後他們

四個也曾參與暑聖的服事：當助教、當演員、策劃運動會，其中賡偉更多次參與暑聖話劇的演出（他

演技爐火純青）、阿傑則常幫忙製作暑聖的錄影帶。當供應鏈策劃的小宇和在紀律部隊工作的阿鏡

多年來當 G-network 的導師，在國際學校當舞台技術人員的阿傑是 BB 的導師，而做會計的賡偉更

同時當 G-network 和 BB 的導師。我見到他們成才，更見到他們獨當一面，成為宣秀的中流砥柱！

兩兄弟 - 羅雋永和羅雋康

雋雋和康康都是暑聖老師和基督少年軍導師眼中聽話、孝順和品行好的小朋友，他們升中後都

參與暑聖的服事：當助教、當演員（兩兄弟的演技堪稱一絕），他們都很受小朋友歡迎。升大學後

的雋雋、康康更當暑聖的籌委、老師；雋雋更當過執行導演。他們兩兄弟多年來都當 BB 導師，而

康康更一直在小羊天地和 BB 服事到現在。我不單看到他們成長：雋雋當了社工、康康成為小學老師；

我更看到他們愛小朋友的心和愛神的心。

兩姊妹 - 曾佩珊和曾佩瑩

珊珊和瑩瑩是一對很乖巧的姊妹，讓暑聖老師和 BB 導師放心和讚賞，她們都曾參與過暑聖的

服事：當助教、當演員，瑩瑩更當過暑聖話劇的主角，珊珊更一直在小羊天地和 BB 服事。她們現

在就讀大學，讓人見到她們兩姊妹勤奮、做事認真、細心和有責任心，更讓入見到從小在宣秀家成

長的果子的模樣。

兩姐弟 - 李思靈、李思哲

我一雙兒女在母腹中已回宣秀，從小都有參加暑聖。2013 年，我大病一場後的暑聖，女兒思靈

榮升助教、還被旺哥哥選做演員（我從來只做導演、從不選角，免被人說我偏心。）兒子思哲在賡偉

哥哥的提拔和教授演技下，也演一小角色。現就讀中五的思靈和中二的思哲自升中後，就在小羊天

地當助教；也當暑聖的助教和演員，與我同心事奉，最近三年我們更一起排話劇。我親眼看見神多

年來看顧、保守和引領他們！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馬可福音》10：

14，我感恩主讓我參與宣秀的暑聖事工，讓我有機會帶小朋友到主耶穌跟前，在福音工作上有份！

我更感恩主讓我看著一班小朋友成長，當中最感動是他們長大後和我並肩事奉！「所以我們應當接

待這樣的人，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做工。」《約翰三書》1：8，這實在好得無比的經歷！

若你也想像我那樣親眼看見主的作為、小朋友的成長、

事奉的青少年的成長，請你明年也來參加暑聖的服事，與我

們同工，一起見證「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加福音》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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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小羊老師           撰文：李雪瑩、黃暉媛、葉亭     採訪、整理：翠霞姨姨

小羊天地「重金禮聘」一班特約老師，她們都充滿愛心、熱心

事奉和很喜歡小朋友，到底是甚麼打動她們，讓她們接受鄭姑娘的

邀請，「無價」事奉？現在就讓她們近距離話你知：

樂於助人的 Annie 姐姐 ( 李雪瑩 ) 

筆者真正認識 Annie 姐姐是在今年暑聖一起做高小的老師時，

她是個非常好、又細心的拍檔！以下是她真情的自我介紹：

「我在 2004 年決志信主，2005 年在宣道會筲箕灣堂與父母及

妹妹一同受浸。2014 年尾結婚後跟丈夫達宏返宣秀，現在有參與崇拜弦樂組的事奉。

工作上，我是一名職業治療師，會幫助生活遇障礙的人善用他們的能力，及改變一下環境設備，

以致活得更獨立、豐富。我平日很喜歡逛街搜尋新奇有趣的小玩具及日用品，拿來在服務中帶給對

象新的嘗試及驚喜。

我第一次參與小羊的事奉原因很簡單：既然我可以靈活調動工作日子，便安排自己多返幾天星

期六，騰出一星期的時間幫忙今年的暑期聖經班吧，活動急需人手！參與暑聖讓我憶起自己還是小

學生時參與暑聖的時光，那時我及家人還未信主，但家長信任教會是個好地方，相信返教會辦的暑

期活動是件有益的事，所以樂意讓我及妹妹參與。我想這也是每年透過暑聖，教會能接觸到很多新

朋友的原因之一。

我接受小羊導師的邀請，嘗試參與小羊天地事奉，是因為深感給自己機會熟習《聖經》，與小

孩子分享是件很寶貴的事。很難忘在暑聖中問同學們：『耶穌說門徒要得人如得魚是什麼意思？ 』 

第一日竟沒有人答到：『傳福音，讓人跟從主』這標準答案 ( 我以為那班小孩已在學校或教會聽過

很多遍 )。經過講解後，他們第二天便能詳細覆述答案了。這讓我明白到，當有人向他們講解《聖經》

道理，他們便會牢牢記在心上。暑聖後幾個星期，一晚路過曉麗苑的公園，有人走過來叫我：『Annie 

姐姐』，原來是暑聖班上的一名小女孩！我感到很意外，因她不是隨父母返宣秀，也因課外活動未

能出席 5 天的暑聖，猜不到她會清楚認得我並主動打招呼！

我盼望自己在小羊中能好好將主的教導帶給小孩子，讓他們有美好的回憶，樂意繼續投入教會，

成為他日『得人如得魚』的新一代！」

強勢回歸的暉媛姐姐（黃暉媛）

在大學時期受洗的暉媛姐姐，在銀行做統計分析的

工作，以前曾是小羊的老師，很受小朋友愛戴！但她因

要到澳洲工作假期一年而暫停了小羊的事奉，及後要當

加百列組組長和參與差傳等事奉，而無暇兼顧，今次強

勢回歸，請聽聽她的心跡：

「接受邀請的原因：是『回應』── 回應兒童牧區的

需要，回應主的恩典、神的榮耀！在小羊事奉中最深刻

的事情：其實這次是回歸，我以前也曾在小羊事奉過，

那些年我教過的小羊，現在成了小羊事奉的伙伴，感覺

很奇妙！我在教會兒童主日學成長，大了服事小羊，再

跟大了的小羊一起在小羊事奉，多麼美妙！現在我教高小班，高小生們很活潑，很快我們就打成一

片：學習聖經有時，相交有時，嬉戲有時。他們還介紹我時下小學生最流行的玩意：男生玩 “Ah 

Ba Lac Game”，女生玩 『星光少女』。聽他們的分享真的很有趣，他們很可愛！」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 Tina 姐姐（葉亭）

2001 年受洗的 Tina 姐姐 ，是位中學中文老師，她

真的像個古典美人，一手好文筆，看看她以下三則精簡

的自我介紹，就可見一斑：

「參與原因：喜歡小孩子及相信《聖經》的教導是給

孩子最珍貴的禮物。」

「最深刻事情：日子尚淺，暫缺，期待未來刻骨銘

心的經歷 ！」

「剛降落於初小班 3 個月的我，藉每月 1 次教班，

治癒職業病發作的教導症，同時釋放埋藏多年童心，享

受小孩眼中對《聖經》故事的期待；倘佯同做手作的投入；

靜待同被神話陶造的時光！ 」

委身事奉的可欣姐姐（鄭可欣）

可欣姐姐在 2000 年受洗，以前她屬以利亞小組，

現在是以西結小組，並協助帶領以西結小組和撒母耳小

組。她是上屆執事，負責差傳，熱心服事，所以當她知

道小羊欠人手，就接受鄭姑娘的邀請做特約老師。加上，

上年差傳年會曾到小羊分享差傳，初次接觸，就喜歡了

這班小朋友。但是因她星期六要返小組，怕未能每個星

期日到小羊事奉，所以只答應幫忙教一季，另外，因覺

得初小的小朋友較有互動，於是便答應照顧初小班。及

後她越來越喜歡這班初小的小朋友，雖然他們有頑皮時

間，但是看到他們很留心聽聖經故事，內心非常開心，

因神的話語從小在小朋友心中建立，是非常重要。最近

教會邀請她以一年合約方式做教會內部的工作，她星期

一可以放假休息（之前她試過星期日都事奉，身體支持不

到），所以她十一月開始到小羊事奉一年。然而，今次

挑戰很大，因要照顧最小的幼稚班，而幼稚班識字不多，

擔心自己不懂教他們《聖經》故事，所以她十月已常到小

羊觀察鄭姑娘如何教小朋友，她求神給她能力、智慧、

愛心去疼愛和教導他們！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感謝四位特約老師回應

父神的託負，感謝她們愛宣秀家的小朋友！深願家長能帶小朋友回到「小羊天地」去領受小羊老師的

愛和餵養，讓小朋友能在主愛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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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創作-升小一的小羊心聲                　　　                             小羊生活相及2016年1至6月的小羊頒獎禮　　　                             《童頌》主編

由幼稚園升小學，對小朋友和家長們來說，也是很大的適應，由開心活潑地上堂，轉變成安靜

專心地聽課，還有大量的功課、默書、測驗、考試等，好像突然由一個嬰孩轉變成大人，這個成長

階段，父母的鼓勵也很重要，感恩是訪問我們教會七個剛升小一的小羊，他們也喜歡自己的小學，

透過圖畫和文字向你們分享他們的心聲。

周沛鍵

「我升了小一，很開心，因為有 4 個幼稚園的好朋

友與我同一班，我們常常一起玩。我很喜歡教英文

和普通話的老師，因為答問題時，答對有貼紙獎勵，

儲存有足夠的貼紙可換禮物。」

張維

「我與哥哥同一間小學，我們一起返學很開

心，我喜歡我的小學，因為有很多層樓。

我最愛體育和數學堂。」

陳思正

「我喜歡我的小學，因為

有九層，好高的小學，我

最喜歡常識堂。」

尹迦晞

「我喜歡我的小學，因為我有 5

個好朋友，小息時候一起玩，

還有，老師選了我做班長，

我很開心。」

鍾睎嶠

「我很喜歡我的小學，

因為好大地方。

我最喜歡教數學的老師，

因為他好攪笑。」

蕭靈豐

「我升了小學很開心，因為有很多同

學與我一起玩。而且，學校派的午餐

好好味！我喜歡中文堂，因為老師很

有趣，與我們一起讀書好好玩 ﹗」

劉心

「我喜歡我的小學，因為

小息時，我可以自己去

小食店買小食。我很喜

歡英文老師，因為小息

時，與我們一起睇圖書，

講故事。」

７至９月生日會 勤力完成小小聖經的獎勵

勇敢ＢＢ得獎者

初小班得獎者

每月一次
的創意活

動

幼兒班得獎者

高小班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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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童頌》主編　（主編）

受訪者：楊安信傳道 ( 準隊牧，2016 年 1 月開始參與 BB 初級組

事奉 )

主編： 你對 BB 初級組的導師和隊員的感受？

安信：  我感到導師們很有心，非常愛隊員，因為是長時間的委身，

而且，導師們有責任感，就算因事不能回來，也交代安排好他們，

有團隊和合作精神。他們教《聖經》和集隊也很用心預備，而且，

他們的教學和管教技巧，也值得我學習。這些初級隊員很可愛，好

純真，也願意學習，主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32 分隊

未來靠他們了。

主編：你第一次以準隊牧的身份參與 BB 立願禮，有甚麼感受？

安信： 任重道遠，我如上帝的一顆螺絲釘，

上帝放我在 BB，讓我用自己的熱誠委身，

願我努力與導師們配合。

主編：你對 BB 未來的期望是甚麼？

安信：期望導師團隊更團結一致服侍每一

個青少年和小朋友，在屬靈上，期望大家

也進步，事工上執行也進步。期望高級組

隊員：找到在分隊內的角色，發揮互相牧

養精神，一起成長。期望中級組隊員：因

現時導師人手不足，在缺乏中仍靠主喜樂，

靠主剛強，承接福音的需要。期望初級組

隊員：每個小隊員也不要輕看自己，在分

隊屬靈上打好基礎，慢慢成為將來的導師。

初級組有 23 人，只有 3 個女孩子，令筆者好奇地訪問

她們，為何喜歡參加 BB﹖

鍾曉穎（參加 BB 已 3 年）

「我是在區內收到 BB 的單張才認識 BB，有人介紹有步

操、有活動，參加了 3 年，我覺得好好玩，在週六和假期時

有多些活動，也可以從中學習，很好！」

陳梓媛（參加 BB 已 1 年）

「因我學校有一位男同學分享他參加 BB，去了夏令營，

好好玩，令我感興趣，便參加了。」

陳芷涵（2016 年 9 月才參加 BB）

「因我有兩個家姐已參加了，其他人問我想不想學？我

便參加了，因我想學步操。」

我們雖然是女孩子，但我們也喜歡戶外活動和步操！

基督少年軍成長篇 《童頌》主編

林巧玉姊妹 MISS LAM 是從小返基督少年軍 32 分隊成長的導師，你認識她嗎？希望透過這訪

問，使你們更了解這導師，另外，也訪問今年加入的準隊牧楊安信傳道。

採訪：《童頌》主編 （主編）

受訪者：Miss Lam（Lam）

主編：你小學開始參加基督少年軍 (BB) 嗎？

Lam：我小五開始參加 BB，因我就讀宣基小學，有些同學見到宣傳，與我一起報名參加，吳世龍也

是早我一屆參加的師兄。( 昔日宣秀家在秀茂坪宣基小學內 )

主編：你做了 BB 導師幾多年？

Lam： 14 年。

主編：BB 如何幫助你在生命的成長？

Lam：我返 BB 之後，我便返宣秀家，若沒有

BB，就沒有返教會的機會。當年 BB 集隊完

了之後，常常幫教會預備崇拜場地，有一次月

蓮姐姐見到我，便帶領我決志 ( 當時是小六 )，

之後便帶我返教會。在 BB 有很多很好的導

師，如：Miss 江、關祖，他們是帶領照顧我

成長的，他們對少年軍福音工作堅持和信仰上

的追求，也是我學習的榜樣。正如我做了導師

14 年也沒有退下來，是因為我對 Miss 江教導

很深刻，她曾說：「你因甚麼原因要退下來？」

當想退出 BB 事奉時，先要停一停，想一想，

這麼多年，我見有不少導師離開這崗位，但我仍堅持，是因為我知道我找不到任何原因要離開。這

福音運動也是值得堅持。正如 Miss 江服侍到現在也在學校做少年軍的事奉。她對基督少年軍服侍的

堅持也令我欣賞和學習。關祖也培育世龍、嘉豪、肥仔（廖嘉俊）和我的生命成長，教導我們如何做

一個好領袖，我很感謝他。另外，BB 帶給我很多新嘗試，因為我們當年很少有機會去露營或遠足，

但 BB 常帶我們去露營、遠足，還有樂隊，我是全港基督少年軍樂隊的第一個女軍號手 Bugler，當

時逢星期日去總部參加樂隊訓練，也參與了幾年。參加少年軍豐富了我的生活體驗。另一方面參加

教會，也使我在信仰和靈命上成長，也曾參與不同的事奉包括：兒童主日學老師、暑期聖經班做籌

委和老師、青少年導師、詩班等，也透過小組生活，主日學等，明白和體會神的愛和恩典。

主編：你看著今年 BB 立願禮，有一些新隊員，也有些你看著他們成長的隊員，有甚麼感受？

Lam：最深刻印象是少年軍不再在宣基小學，我們要在區內召募，當年有很多曉麗苑的街坊參加，

現在見到他們已成長了，他們從小返 BB，慢慢返教會，對信仰認真，參與少年軍事奉，實在感恩 ﹗ 

也有部份 BB 少年人沒有返 BB，之後也沒有返教會。所以，我常向家長們分享：「只要他們願意繼

續返 BB，這些少年人的品行也不會學壞，在信仰上也必有成長 ﹗」做少年人的工作亦師亦友的感覺

很強，就算罰或對隊員有要求，他們也不會因此離開，他們會知道我們是有紀律，但也非常關心他

們。做 BB 事奉有時也很累，關心也要付出很多時間，但見隊員有受教的心和他們的成長，便感恩了。

昔日有些隊員講粗口、又或者不專心，不停動手動腳等，他們繼續返 BB，升上中級組之後，慢慢見

到他們轉變，不禁讚嘆神對人生命的奇妙 ﹗ 他們若返其他制服團隊，可能只責罵，我們這裡有上帝

的愛、有接納包容、體諒，願主繼續使用 BB 祝福更多少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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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第三十二分隊立願禮 《童頌》主編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三十二分隊於 2016 年 10 月 2 日舉行第三十四屆立願典禮，當日中午二時，

陽光普照，導師和隊員們浩浩蕩蕩在曉光街籃球場上列隊和頒獎，隊員的家長們不停拍照，為自己

子女的成長而喜悅。非常感恩！下午三時在教會禮堂舉行立願禮，講員：楊安信傳道（準隊牧），

楊傳道以芥菜種的比喻，勉勵各位隊員要在主裡有信心，並為上帝作大事。跟著各導師和隊員以真

誠向上帝立志來年以敬虔和順服的心去學習和服侍。以下是當日立願名單： 

副隊長 林巧玉、周志傑、林卓明、 中級組隊員 米楚君、陳靖茵、陳永凱、溫晉豪、

( 導師 ) 王賡偉、李馨宜、羅雋康  黃洛怡、陳怡鵬、任踔恩、許瀚予、

高級組 連向榮、曾佩珊、高日進、  李健熙、許文曦、陳彥熹

 楊廷丰、麥倩菲、阮芷雪、黃俊琛

中級組小隊長  初組級隊員 林    浩、鍾曉穎、蘇振宇、梁志杰、

上士 彭倩敏  林如輝、蔡時汭、李君悅、黃梓宏、

中士 黃俊宏、李煦澄  陳梓媛、廖灝丞、周汶銳、劉焯聞、

下士 陳紀恩  梁志聰、許鐘文、任弘澔、鄭皓謙、

   陳樂然、李黃彪、金俊汝、梁毅烽、

準下士 周炫耀、周偉明、楊擎天  陳芷涵、劉建豪、梁奎川

得獎名單：

獎項 組別 得獎人 獎項 組別 得獎人

勤到獎 中級組出席 黃俊宏、李煦澄、陳紀茵、 特別 初級組

 80％以上  周偉明、楊擎天   嘉許    服從 李黃彪、金俊汝

 中級組出席 陳怡鵬、溫晉豪、陳彥熹、   梁毅烽、鄭皓謙

 80％以上 李健熙

 ( 新隊員 )   虔誠 陳梓媛、廖灝承

 中級組出席 黃洛怡、任踔恩

 90％以上   紀律   梁志聰、周汶銳

 初級級出席  蘇振宇、李君悅、廖灝承、

 80％以上 周汶銳、許鐘文、任泓澔、  自愛 蘇振宇、劉焯聞

  陳梓媛 (91%)

 初級級出席 陳樂然、梁毅烽、陳芷涵、  中級組

 80-90％ 鄭皓謙  飛躍進步男隊員 周偉明

 ( 新隊員 )   飛躍進步女隊員 陳紀茵

    優秀隊員獎 黃俊宏

 初級級出席 黃梓宏、李黃彪 ( 新隊員 ) 榮譽章  初級組

 100％   小隊長章 (leading) 林如輝

黃金制服 初級組 鍾曉穎   任弘皓

 中級組 周炫耀   黃梓宏

     林  浩

    優秀隊員 (best) 李君悅

英姿烚烚 初級組 任泓澔  中級組

( 即日選 ) 中級組 米楚君  隊員眼中的優秀 李煦澄

 高級組 + 導師 麥倩菲  隊員 (welcome)

    導師眼中的優秀 李煦澄

    隊員 (best

暑聖演員大追訪 撰文：黃俊琛、盧冠峰  採訪、整理：翠霞姨姨

2016 暑期聖經班中的《海洋拯救隊》話劇捧紅了兩位男角，現在就由我為大家追訪他們：

紅到不得了的蟹哥 - 琛哥哥（黃俊琛）

穿著紅色的戲服，被小朋友話「靚仔」的蟹哥 - 琛哥哥，

是東華學院護理系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三年前（中五暑假

前），被一位相熟的弟兄邀請一同參與暑聖的事奉，他當時

亦需要考慮中六畢業後在基督少年軍中那個組別事奉，鑑於

對兒童牧區事奉工作認識不多，於是就答應參與暑聖事奉。

在三年暑聖事奉中最深刻的事情

「在三年暑聖事奉中最深刻的事情：是第一年參與便要

幫忙演話劇，而且是戲份不少的角色。我對演戲沒有興趣和經驗、更沒有演戲的天份，可是收到通

知後卻一口答應了，因為深知這些都不是拒絕事奉的藉口。這決定使我三年都參與在暑聖話劇的事

奉當中。」事實上，他在 2014 暑期聖經班：宇宙騎士之反轉快樂城中的《宇宙發明家》中飾演亞信，

對白多到不得了，真的難為了初哥的他；2015 暑期聖經班：勇闖夢飛行中的《夢想成真》中飾演洪

爸爸，角色身份和演技都「升 Level」（升級）；今年他真是演活了拯救高手——蟹哥，讓小朋友留

下深刻印象。

在三年事奉中的成長

「三年事奉當中學會的不單單是與小朋友相處的

技巧和耐性，更重要的是學會平衡教會生活。每星期

的五六日，我都會出現在教會，星期五有大專團契

Palmunity、星期六有 G-network 及 BB32 的事奉、

星期日有小羊的事奉。平日的工作加上忙過不停的週

末使人疲倦。記得有一次，星期六晚上約了朋友外出

遊玩，沒有參與晚堂。試想到如果星期日返小羊的話，

那星期就會沒有參與崇拜；如果返崇拜的話，就要缺

席事奉。正正因為自己想去玩的決定，不單令自己靈

命生活受影響，更影響事奉崗位。『只是一次半次』

是我當時的想法，但這想法只會成為我去玩的藉口，

所以決定要好好安排時間，以免顧此失彼，有充足的休息、恆常的參與崇拜和忠心事奉。」真的為

他感恩，感謝天父讓他從小在基督少年軍中成長，讓他今天成為忠心的小羊助教和 G-network 及

BB32 的導師！

黃透半邊天的海星 - Kenny 哥哥（盧冠峰）

 穿著黃色戲服的海星哥哥 - 盧冠峰，很有演技、有

眾多「粉絲」、簡直人氣急升。Kenny 哥哥參加職青的

初職小組，正修讀毅進課程，希望成為消防員。以下就

是他深情剖白：

「我參加暑聖事奉的原因是很想為教會做些事，但遺

憾一直都未有機會；當我知道暑聖召募事奉人員時，喜

歡小朋友的我，就即刻明白天父爸爸想我去努力、去嘗

試。而參加暑聖令我最難忘的事，就是同小朋友們經歷

了一個又喊又笑的暑假！我覺得扮演海星最辛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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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暑聖便開始有家長茶聚的設計，在暑聖的敬拜話劇後，與小朋友同步有家長茶聚，讓

家長們可以有一個聚腳點，也可以分享學習管教子女的心得，最初構思，非常多謝 Celine 的意見和

幫助，過去三年，親子管教講座主要由鄭姑娘和 Celine 負責，以網上親子管教片段，帶出當日討論

的管教主題，約一小時，大家輕鬆投入分享，互相學習。這三年非常感激默默服侍的 Tracy 和 Eva

姊妹，她們連續五日設計不同的精美茶點，令家長們也非常享受這茶聚。每天除了管教主題外，我

們這三年還設計一些興趣活動，如：插花、捲紙花手工、國畫、源心繪等，多謝雋永哥哥教的扭氣球、

親子遊戲和親子魔術，多謝秀芳姨姨教的親子中文學習方法，多謝向榮哥哥和芬姐教的烹飪美食，

多謝詠怡姊妹教整的防蚊水、手霜、潤唇膏等。教會內的弟兄姊妹盡顯才能，令家長茶聚更豐富！

五日內容中也有一天分享信仰，過去多謝秀芳和瑩峰姊妹

分享見證，多謝鄧姑娘曾分享信仰和親子講座。感謝天父

使用暑聖和家長茶聚，由 13 個家長增至今年約 20 個家長

參加，也有家長透過這茶聚認識主和返宣秀家。以下是部

份家長的感受：

Celine：我參加家長茶聚已三年，我感到家長茶聚是

很好的，參與的家長們好投入和積極回應，反思能力高，

見到他們好愛子女，只是少了一些方法。使我反思家庭教

育是非常重要，教會是值得做這事工的。

Tracy：我參加家長茶聚已三年，我和 Eva 是負責預

備茶點，只作支援。但在家長茶聚，自己也學會很多，如：親子魔術、國畫、手工等，有些親子遊

戲和魔術，與兒女分享，他們也很開心。這事工很好，沒有悶場，家長們來參加，最初可能沒有甚

麼期望，但整個流程很順暢，也帶動家長們投入分享，我也可以吸收別人的經驗。今年見到多了新

家長參加，非常感恩 ﹗

Eva：我覺得家長茶聚很好，因為當我邀請朋友參加暑聖，也宣傳有家長茶聚，他們也覺得這

做法很好。由於我們教會地點不算太方便，若送子女返暑聖後，可以讓家長有地方逗留，一邊吃茶

點，一邊交流，還可學一些有趣的手工、魔術、烹飪和親子講座等，真不錯！至於家長茶聚中的親

子管教題目和內容也很有趣和實用，對我也有幫助。我相信教會要留住小朋友，就先要留住家長。

在此感謝暑期聖經班每一位出心出力事奉的弟兄姐妹。

秀芳：家長茶聚是很好的聚會，也是很好的傳福音機會，我參加了三年，從中不但接觸到很多

家長，也學會很多管教技巧和親子遊戲，令我得益不少。

Polly：我參加了家長茶聚兩年，參與其中聆聽家長的心聲、各人

的管教方法已獲益良多。我也欣賞每一位老師助教，哥哥姐姐們，他

們對小朋友的愛心和耐性，也值得我學習！

瑩峰：我參加家長茶聚已三年，家長茶聚都幾好！我記得曾學

國畫、做手工都很有趣，至於親子管教的題目，有些也有興趣，日後

可考慮分組討論，可讓大家有很多機

會分享。透過家長分享不同的管教方

法，也有學習的地方。另一方面，聽

到一位家長分享，自己本想返教會，

但丈夫信佛，不准她返教會，也為自

己今日能自由返教會而感恩 ﹗ 

就是件戲服（因為是一件頭）真是非常熱，著住件衫 5 分鐘就已經變了一個「水人」！但亦因為我們

一班弟兄姐妹的汗水，令到小朋友們展露出燦爛的笑容，這已經令我非常滿足！而最令我感動的地

方，就是可以見到身邊的人都開開心心，還有好多小朋友因為海星這個角色而記得我添！（雖然之

後我就變了「海星哥哥」）不過真的很開心啊！」

告訴大家一些秘密：主題曲的舞蹈是 Kenny 編的，他更是無名份的副導演，他經常提點小演員

如何演戲和提供很多點子。感謝天父讓他參與今次暑聖的事奉，更感動他在小羊服侍！

他們的精彩演出，不單贏了很多掌聲，他們的認真、投入、擺上，主必親自報答！他們在事奉

裡的成長，主必更欣喜！深願他們能成為宣秀家大小朋友的激勵！

暑期聖經班家長茶聚 《童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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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暑期聖經班簡介                                      暑期聖經班：2016 海洋拯救隊精彩相片《童頌》主編 《童頌》主編

今年暑期聖班的主題是 2016 海洋拯救隊，主題金句是「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上帝各種恩賜的好管家。」《彼得前書》4:10。我們透過話劇和《聖經》彼得生平的故事，讓小朋

友欣賞天父賜給他們的恩賜和潛能，將來為主作工。今年有 63 個小朋友參加，其中有 40 人是街坊

或舊生，感謝主！聖經班內容：敬拜、話劇、茶點、創意活動（手工藝、烹飪、製作天然防蚊液和

潤唇膏等），並設有頒獎禮和星期六的沙灘親子競技，還有天天不能少了的家長茶聚，感謝神，讓

我們渡過美好的暑聖時光，也讓兒童和家長們也有機會接觸福音和教會。更感謝天父預備了一班事

奉人員；多謝一班籌委：旺哥哥、Emily 姐姐、康康哥哥、雋雋哥哥、翠霞姨姨、亞晴姐姐、鄭姑

娘。多謝余冠峰弟兄創作主題歌、多謝設計海報的 Rover 哥哥，多謝設計 T-Shirt 的東叔叔，多謝

一班職青組員幫忙佈置和製作道具等、多謝幫忙家長茶聚的姊妹們：Celine 姨姨，Eva 姨姨，秀芳

姨姨，亞芬姨姨，Tracy 姨姨，鄧姑娘，鄭姑娘；我們的一班忠心老師：影姨姨、B 姨姨、康康哥

哥、Emily 姐姐、詠怡姐姐、Kit 姐姐、彩姨姨、文輝叔叔、Tina 姐姐、翠霞姨姨、Annie 姐姐；預

備茶點和協助老師們默默付出的助教們：笑妹姨姨、俊琛哥哥、穎欣姐姐、思靈姐姐、思哲哥哥、

絢絢姐姐、芳瑜姐姐、積哥、亞雪姐姐、小玲姐姐、子朗哥哥、謙悟哥哥、碧霞姐姐、亞晴姐姐、

Kenny 哥哥、思言姐姐。編劇：鄭姑娘，資深導演：翠霞姨姨，還有努力排劇的演員們：積哥、亞

雪姐姐、亞晴姐姐、Kenny 哥哥、文輝叔叔、俊琛哥哥、思靈姐姐、思哲哥哥、絢絢姐姐，願主喜

悅各位的獻上 ﹗

每天放
學前，

頒獎給
每班的

每日之
星，

由老師
選出值

得獎勵
的學生

。

一起敬拜、睇話劇

家長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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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班

中小班

頒獎禮

創意活動

沙灘親子競技

幼兒班 初小班 香港基督少年軍32分隊立願禮相集 攝影 : 汶汶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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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牧區大旅行                                       
九月十日兒童牧區大旅行共有 103 人參加，其

中有 9 位事奉人員，參加者包括小羊天地、基督少年

軍初級組和暑期聖經班的小朋友和家長們。當日我們

在港鐵大學站集合；集合後便步行至碼頭上船，旅遊

時間為上午 8 時半至下午 5 時，行程包括： 乘玻璃

底觀光船觀賞東海珊瑚海洋生態、荔枝莊、吉澳及海

島風味宴等。當日天氣不穩定，由上船至中午斷斷續

續地下雨，但我們仍是順利地分組乘玻璃底觀光船，多謝旺哥哥為每個上船的人擋雨，自己卻是濕

透。午餐後，我們順利遊覽荔枝莊自然保護區，有些參觀紅樹林，有些觀賞不同花紋的石頭，大家

也樂在其中，感謝天父及時停雨，讓我們旅程順利，大家在船上玩遊戲，小朋友和家長們也高興地

一起搶答，願明年我們一起再旅遊。

《童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