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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日崇拜程序 
本月主題： 青少/教育月 
日  期： 主曆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 
時  間： 上午十一時 (Facebook 直播) 

主席：盧遠志傳道 領詩：彭陳敏儀姊妹 司琴：陳麗媚姊妹 
 

  崇敬讚美   
 
序  樂：  .........................................................................................  主席 /眾立 

 
宣  召：  ........................ 耶利米書 31 章 33-34 節 .....................  主席／眾立 
   

 耶和華說： 
「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耶和華』，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 
這是耶和華說的。」 

 

 
讚美祈禱：  .........................................................................................  主席 / 眾立 

   
讚  美：  .........................................................................................  領詩 /眾立 

 【主是我一切】(世 302)  
   

1. 主，祢是我奮起力量，主，祢是我尋找寶藏， 
主，祢是我一切。 
我尋求祢如同珍寶，我定要緊緊追隨祢， 
主，祢是我一切。 
耶穌，神羔羊！最尊貴的名。 
耶穌，神羔羊！最尊貴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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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去我罪孽和重擔，我高聲讚美祢聖名， 
主，祢是我一切。 
我跌倒有祢來扶持，我乾涸使我杯滿溢， 
主，祢是我一切。 
耶穌，神羔羊！最尊貴的名。 
耶穌，神羔羊！最尊貴的名。  
   

 【如鹿切慕溪水】(世 66)  
   

1. 我的心渴慕神常同在，如同鹿切慕溪水。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副歌)  

   
2. 主捨棄天上君王寶座，為我好朋友、弟兄。 
我愛祢超過任何人，更勝過一切事情。 (副歌)  

   
3. 我的心渴慕神勝金銀，只有祢滿足我心。 
惟有祢能賜真喜樂，祢是我眼中瞳仁。 (副歌)  

   
(副歌) 祢是盾牌、堅固力量，我身心靈惟降服於祢，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望來敬拜祢。  
   

頌  唱：  .................................... 【教導我】.................................  領詩／眾坐 
   

1. 教導我，容讓我專心倚靠祢， 
引導我，容讓我一心仰賴祢。 
黑暗世途，沒有光充滿險惡， 
風雨路途，全因祢充滿希冀， 
我相信祢是王、唯一拯救。 
教我不愛世俗，讓我心只愛慕祢， 
在祢話語上站立得穩。 
求祢指引我路，讓我一生在祢手中， 
引導我前行，活在祢的旨意裡。  

   
2. 教導我，容讓我專心仰望祢， 
引導我，容讓我一心讚頌祢。 
黑暗世途，沒有光充滿險惡， 
風雨路途，全因祢充滿希冀， 
我相信祢是王、唯一拯救。 
教我不愛世俗，讓我心只愛慕祢， 
在祢話語上站立得穩。 
求祢指引我路，讓我一生在祢手中， 
引導我前行，活在祢的旨意裡。  

 蕭文耀傳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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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察認罪   
   

默想經文： ….…………….…….. 箴言 2 章 1-8 節……...……............ 主席 /會眾 
   

啟： 我兒，你若領受我的言語，存記我的命令，  
   

應： 側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  
   

啟： 呼求明哲，揚聲求聰明，  
   

應： 尋找它，如尋找銀子，搜求它，如搜求隱藏的珍寶，  
   

啟：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  
   

應：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啟： 他給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給行為純正的人作盾牌，  
   

齊： 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護庇虔敬人的道。  
   

認罪祈禱：  .................................................................................................  主席 / 眾坐 
   

  恭聆主道   
 

讀  經：  ....................... 以弗所書 2 章 14-18 節 ........................  主席 /眾坐 
   

14. 因他使我們和睦， 
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 

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信  息：  ............................. 打破這牆 共建新人 ..........................  葉約但牧師 

   
回應詩歌：  .............................. 【教導我】(參頁 2) ..........................  領詩 / 眾坐 

   
  誠心獻呈   

   
教育事工分享：…………………………………………………………….. 丁贊鴻牧師 

   
家事分享：  ...............................................................................................  丁贊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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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禱：  ...............................................................................................  丁贊鴻牧師 
   

主日奉獻：  ................. (奉獻乃是信徒本份，非信徒可自由參與) ...............  主席 / 眾坐 
   

奉獻詩歌：  .......................... 【求主祝福我手所獻】 .......................  主席 / 眾立 
   
 求主祝福我手所獻，我所計劃一切事工。 

惟靠信心、志向、意念，其餘一切在主手中。 
 

   
奉獻祈禱：  ...............................................................................................  主席 / 眾立 

   
讚 美 詩：  .................................. 【讚美一神】 ...............................  主席 / 眾立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祝福受差   

   
祝  福：  ..............................................................................................  丁贊鴻牧師 

 
差 遣 詩：  ..................... 【萬邦之歌】(世 493，第 1 節) ..................  領詩 / 眾立 
   

 願我為主發亮光照耀萬邦，為主發光照遍萬族萬民， 
直到全世界看見主聖名榮耀；願主藉我顯純光。 

 

   
殿  樂： ………….…….……殿樂後會眾彼此問安………………………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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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1. 荷蒙香港浸信會聯會總幹事葉約但牧師蒞臨證道，謹謝。 

  
2.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政府之社交距離措施，教會聚會將實施下列
安排，請各兄姊留意： 

  
 1. 週六及主日早及午堂成人崇拜： 

當限聚令放寬，有關教會聚會限制起碼放寬至為處所可客納人數一
半時，方恢復實體聚會。在實體聚會暫停期間，將繼續安排逢主日
上午 11:00 在教會 FACEBOOK 進行崇拜直播。 
(教會 Facebook：Facebook.com/SSPBC.HK) 

  
 2. 下列聚會在成人實體崇拜恢復後，才恢復進行實體聚會： 
  2.1 週三祈禱會 (改以網上進行) 
  2.2 成人主日學 (部份改以網上進行) 
  2.3 成人團契 (部份改以網上進行，詳情請向教牧同工查詢) 
  2.4 詩班練習 
  
 3. 下列各級崇拜及聚會改以網上進行，直至另行通知： 
  3.1 青少年主日學及團契 (約拿單團) 
  3.2 少年崇拜、主日學及團契 (摩西團) 
  3.3 深兒天地 (小學級) 
  
 4. 下列各級崇拜及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4.1 青少年崇拜 
  4.2 深兒天地 (幼稚級) 
  4.3 嬰幼兒崇拜 
  4.4 兒童詩班及少年詩班練習 
  
 5. 教會開放時間改為： 

星期一至六上午 9:00至下午 5:00；星期日上午 8:00至下午 5:00。 
  
 期間，教會同工仍會繼續在辦公時間內當值。如兄姊有任何需要，可致
電教會與同工聯絡。教會亦會密切留意疫情及政府之安排而隨時就聚
會安排作出適切的更新。會眾請隨時留意教會之網頁、FACEBOOK 及
Whatsapp訊息廣播之最新消息。 

  
3. 2021-22年度部員選舉大會及選任執事的選票經已寄發予會友，請會友
於 9月 27日(日)中午 12:30前將選票送/寄交本會，逾期作廢。 
由於教會仍然暫停實體崇拜，鼓勵會友可將選票盡早寄回教會又或於
辦公時間交到 5樓辦公室投票箱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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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月例會及選舉大會 
原訂 9月 27日(主日)午堂崇拜後在禮堂舉行 9月份例會及選舉大會，
因受疫情及政府實施之限制群眾聚集措施影響，現作出下列會議安排，
請會友留意。 
若限聚令放寬宗教聚會，會議及選舉會將安排於二樓禮堂以現場實體
會議及 ZOOM形式同步進行；否則，會議及選舉會只會以 ZOOM形式
進行。若會友以 ZOOM參與是次會議，必須於 9月 25日(五)中午 12:30
前先電郵/電話回覆教會登記，然後可以出席者身份參與會議及投票。 

  
5. 65 周年堂慶聚會 

 1. 教會時光隧道圖片展 
地點：教會地下至 2樓前樓梯 
內容：展出教會歷年發展、成長的珍貴圖片 

   
 2. 堂慶培靈晚會 (教會 Facebook 同步直播) 

主題：教會的使命和承擔 
講員：葉約但牧師 (香港浸信會聯會總幹事) 
日期：10月 9-10日 (五至六)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二樓禮堂 

   
 3. 堂慶聯合崇拜 (教會 Facebook 同步直播) 

講員：丁贊鴻牧師 (本會主任牧師) 
日期：10月 11日 (日)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二樓禮堂 

 備註：聚會安排或會因應疫情或政府防疫措施而作出改動，詳情請留意
教會網頁及 Facebook之公佈。 

  
6. 有意訂購《每日讀經釋義》(2020 年 10-12 月)者，請電郵或致電向幹事
登記。費用：$39(普通版)；$46 (大字版)。截止訂購：9月 27日(主日)。 

  
7. 本年度 12 月 24 日(四)平安夜報佳音現正招募事奉人員 
有意參與者，請以電郵或 
在此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XxQEQ8JniS3WkuHZ9。 
查詢：蕭文耀傳道。 

崗位 職責 
領隊 帶領參與者按計劃進行/處理突發事情/安排演出隊型 

招募 
推動全教會參與/策劃隊伍分工及召募（樂手、唱詩、派
禮物及個人佈道等） 

https://forms.gle/XxQEQ8JniS3WkuH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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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預先安排參與者入組/將臨時參加者分組/計劃分組方法 
培訓 培訓個人佈道工作的參與者/按需要分組 
禮物預備 按財政預算及數目預備小禮物作佈道之用 
分享 司儀/串連詩歌（小分享） 
宣傳 用不同的宣傳計劃推動弟兄姊妹參與 
攝錄 拍攝/錄影整個活動過程/跟隨各組拍攝錄影 

   
8. 週三祈禱會 

9月主題：尼希米的禱告 (主領：莫錦榮傳道) 
9月 16日(尼希米記 1:1-11)；9月 23、30日(尼希米記 9:1-32) 
祈禱會在成人實體崇拜未恢復前，將只安排以 ZOOM 進行，請兄姊依
時(週三晚上 8:00-9:15)登入下列連結參與。 
ZOOM連結：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會議 ID：185532357) 

  
9. 教會奉獻狀況 

 7月 
奉獻收入 

1-7月 
奉獻收入 

1-7月需要 
奉獻收入 
對比需要 

683,000 5,334,000 8,295,000 (2,961,000) 
 

 

  

https://us04web.zoom.us/j/18553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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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一) 肢體消息 
1. 會友李琼姊妹於 8月 30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9月 19日(六)
下午 2時假寰宇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2. 軟弱肢體： 
莊巧群、鄧佩琼、鄧哲明、黃佩金、張麗雲、關玉冰、蘇麗如、 
歐陽植洪、莫桂雲、陳琼消、劉恩德、張燕心、鄧碧珍、李淑德、 
鄧玉嬌(周淑玲姊妹之母親) 
 

(二) 教會事工 
1. 為 9月 20日青少年主日崇拜各司職及直播安排代禱。 

(講員：盧遠志傳道) 
2. 為教會青少部及教育部眾部員禱告： 

 為青少年部部員與青少年同行，栽培並造就青少年人的生命。 
成員：關耀祖、譚梓琛、陸少彬、尹仲禮、陳佩芬、關兆蘭； 
負責同工：盧遠志傳道 

 為教育部部員能有智慧地管理兩所屬校以推動基督教教育。 
成員：陳炳祥、盧石三、蔡碧蕊、陳翠珍、霍以薇； 
負責同工：丁贊鴻牧師 

3. 為教會兄姊：願意被我們的好牧人主耶穌保護，並順服他的引領。 
4. 今年為教會立會 65 週年，教會正籌備各項聚會 (包括培靈會、堂慶
崇拜等)，願主幫助籌委、工作小組及同工有智慧去安排。 

5. 教會牧者正就來年事工發展及方向進行商議，求主賜下異象及智慧。 
6. 記念部員及選任執事的選舉。願會友一起印證候選人的靈命、德行並
事奉心志。 

7. 受疫情反覆影響，教會需要再次暫停實體聚會。記念牧者和長執如何
繼續關心和牧養弟兄姊妹；幫助眾兄姊在受限制的環境中仍能對準
上主，忠心敬拜。 
 

(三) 社會世界 
1. 為新冠肺炎疫情禱告： 

 全球疫情禱告。求主憐憫，讓疫情早日受控。 
 為醫護人員祈禱，願神幫助他們有健康的身心面對沈重的工作。 

2. 為香港禱告： 
 疫情打擊不同行業，亦令不少人失業。願神親自賜供應，又叫政
府的措施能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在政治和社會充滿矛盾和紛亂的日子中，求主幫助信徒能按聖經
的教導去思考和辨識，行事為人合乎主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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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浸信會 
2020 年 9 月 13 日教育事工分享 

 
一. 教育部之職責 (引自本會 2017 年 6 月新修訂之《組織及治會章程附則》) 

 1. 釐定及執行本會辦學宗旨，推動基督教教育。 
 2. 策劃教育事工，考慮開辦幼稚園、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 

 3. 根據《教育條例》及教育局之相關指引，負責管理本會各屬校，並制定

本會各屬校之〈學校管理手冊〉。 
 4. 因應其監管角色，連同正副部長在內，不能超過半數教育部部員同時兼

任同一屬校校董。而屬校校董會主席及校監為當然列席者。 

 5. 審核各屬校的財政預算及財務報告表，監控財務上的運作。 
 6. 與管業事務部合作處理本會各屬校的裝修工程事宜。 

 
二. 2020 年教育部成員  

 部 長： 陳炳祥弟兄    
 副部長： 盧石三弟兄    
 部 員： 陸陳翠珍姊妹 鄺蔡碧蕊姊妹 黃霍以薇姊妹  
 
三.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校董會成員 (2020-21 年度)  

 主 席： 彭陳敏儀姊妹  
 校 監： 陸陳翠珍姊妹  
 校 董： 陳炳祥弟兄 盧石三弟兄 劉玉英姊妹  
  陳鄧寶珠姊妹 劉小慧執事 張景維弟兄  
  丁李麗芳師母    
     
四.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校董會成員 (2020-21 年度)  

 主 席： 鄧裕南執事  
 校 監： 關家輝執事  
 校 董： 陳炳祥弟兄 盧石三弟兄 呂石清執事  
  黃林美潔師母 曾惠安執事 霍以薇姊妹  
 
五. 辦學使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六. 辦學宗旨  

 以基督的愛辦學，藉此將福音廣傳，並在校園內栽培學生在信仰上成長，又

協助家長在信仰上栽培其子女。藉著基督教教育乃是全人教育，期望在真理

下成長，學童能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人生觀及價值觀。本校致力培養幼兒的
學習興趣，啟發幼兒的潛能，並培養幼兒「靈、德、智、體、群、美、」六

育均衡的發展，讓學童在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環境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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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會屬下幼稚園校務活動簡報  
1.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1966 年創校) (陳佩儀校長)  

 1. 學校特色：  

 a. 提供一個學習「信、望、愛」實踐基督精神之學校，在聖經基礎上，認
識基督教信仰，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品德，在靈、德、智、體、群、

美六育上有均衡的發展，締造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學習校園。 

 b. 提供一個與時並進，持續學習與發展的學校，培育幼兒的學習興趣和求
知精神，樂於探索的態度。 

 c. 提供一個群策群力、團隊和諧的關愛校園，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態度。 
   
 2. 課程特色：  
  秉承基督教之辦學宗旨延伸基督教全人生命教育為課程核心，以

「兒童為本」的教育理念，緊扣校內學生的生活經驗與發展能力，

融入美藝、音樂及戲劇活動(技能)、專題研習(知識)與關愛文化(態
度)，促進幼兒全人發展。 

   
 3. 2020-2021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a. 致力推動以「基督教全人生命教育」為課程設計之核心，培養學童「靈、

德、智、體、群、美」六育均衡的發展。 

 b. 積極推動以「兒童為本」的專題教學，提升學生自主自發的學習興趣，
增強學生的自理及邏輯思考能力。 

 c. 設計多元化的學生學習成果展示活動，增強學生對語文學習的興趣，提

升他們表達、與人溝通及創意的能力。 
 d. 加強教師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e. 增強「家長教育」及提升家校合作之效能，從而幫助家長協助子女學習，

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4. 2020-2021 學生人數：  
  開設 14 班，全日班有 7 班，人數為 122 人；上午班有 7 班，人數為

79人，全校學生合共 201人。教職員人數：校長連教職員人數共有 27
人，包括全職外藉英文老師及普通話專科老師各一名，以加強學生兩文

三語的能力。 
     
 5. 2019-2020 學年校園福音事工報告： 
  學生 

  a. 親子宗教日：平均出席人數為62個家庭。 
  b. 本校學生參加深兒天地每月平均人數約 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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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家訪：在探訪中向家長傳揚福音，並了解學生在家中的生活狀況及
居住環境，同時邀請家長參與深晴園地和深兒天地，從而認識教會

日常活動。 

  d. 
 
宗教課堂：教導學生聖經中的真理，學習用詩歌讚美天父，亦透過
背誦金句，熟讀神的話語。 

  e. 福音魔術佈道會：出席人數 84人。 

  f. 小天使報佳音：小孩實踐傳福音使命。 
  g. 假期聖經學校：原定 7月13至18日，因疫情取消。 

  h. 暑期英語宗教活動及暑期聖經週：因疫情而取消。 

  家長 
  a. 家長生日會：平均出席人數約 35人，為増進家長及教會義工彼此

間的認識，建立關係及吸引其他家長加入義工隊。 

  b. 家長學堂：上、下學期共 19堂，平均出席人數約 29人。當中為
畢業家長於課堂完結後，舉辦「家長學堂畢業禮」，以示鼓勵。 

  c. 家長團契：藉著信息増強家長信徒靈命的成長，加強團契生活的效

能及提升未信主的家長對福音的認識。 
  d. 家長靈命成長栽培班因疫情取消。 

  e. 聯合浸禮主日崇拜因疫情取消。 

  教職員  
  a. 教師團契：每學年第一次教師團契中，由陳翠珍校監與全體教師分

享本會的辦學理念及勉勵大家作個有使命感的教師。每月舉行一

次，內容包括：建立團隊、學習聖經、培養屬靈品格等，彼此建立
更屬靈的關係。 

  b. 聯校教師退修日：每年舉行一次，2020年主題為「生命.歷情」，

可惜因疫情取消。 
  c. 教職員早會：為學校、學生、家長、教職員禱告，亦會安排教職員

負責帶領唱詩、靈修、分享及祈禱，讓神帶領新一天的工作。 

  d. 教職員代禱板、心思思分享表，讓教職員互相關心，一起代禱。 
  e. 學校小天使：讓教職員彼此關懷，激發愛心，勉勵行善，默默守護。 

  f. 假期聖經學校誓師大會：因疫情取消。 
    

2.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2000 年創校)(陳少玲校長) 
 1. 學校特色： 
 a. 讓幼兒實踐基督的精神，認識基督教信仰，從中學習「信、望、愛」，

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品德，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上有
均衡的發展，締造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學習校園。 

 b. 學校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培育幼兒的學習興趣，鼓勵幼兒勇於探索、

主動發現及自主學習的精神。 
 c. 學校富有教學經驗的團隊老師，提供一個群策群力，團隊和諧的關愛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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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培育幼兒成為一個禮貌待人、善於溝通、富創造力、正面價值觀和積極
態度的孩子。 

     
 2. 課程特色： 
 a. 兒童為本的課程 

  藉基督教教育宗旨實踐全人教育，並依據教育局學前教育指引(2017)所
訂定的課程內容，以「兒童為本」的課程核心價值，訂立適切的課程內

容。 

 b. 兒童全人發展的課程 
  採用活動教學啟發孩子優秀的潛質，並培養幼兒「靈、德、智、體、群、

美」六育均衡的發展，讓幼兒在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環境中成長。 

 c. 多元學習模式 
  透過主題學習、小組學習、設計活動、繪本教學及到校講座等多元

學習模式，更會走出課室到戶外進行參觀或活動，讓幼兒親身體驗

及動手操作的過程中，提升知識、技能及態度方面的發展。 
 d. 自由遊戲的課程 

為了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並且鼓勵他們自由參與遊戲，學校於

2018-2020 年度持續舉辦了不同的活動，例如 :「FUN PLAY 
FRIDAY」、「喜閱童遊」等。教學目的為兒童營造一個自由、具自

主參與、不約束的環境下進行遊戲學習。幼兒能從遊戲中發展創意、

解難的能力，而且在過程中建立自信心，促進全人的發展。 
 e. 不一樣的「停課不停學」 

本年度下學期面對全港性的疫情下停課，因此本校於 2-6/2020 配

合教育局「停課不停學」安排不一樣的教學活動。 
  1. 學校為學生每週編排全面的網上教學片段、英普故事及功課，

更在家推行閱讀活動、小天使品計劃、圖工、四格畫、代禱、

體能教學等，讓學生及親子在家從遊戲中學習。另亦善用社區
資源，如:仁愛堂網上故事/圖書館/EVI 電子平台/體適能教學

短片等，持續在家學習。 

  2. 6/2020 停課期間，學校持續配合「停課不停學」，為學生進
行 ZOOM 視像教學，讓師生從互動中更有興趣參與學習。 

  3. 因受到疫情影響下，取消原訂 6 月 20 日(六)舉行的聯校畢業

典禮。 
  4. 從家長方面，由於學生停課，全校學生豁免 2-6/2020 茶點費

及膳食費。另余老師安排宗教教學，並會以電話與家長聯絡，

並為有需要之家庭祈禱。 
     
 3. 2020-2021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a. 本年度持續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我的行動承諾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

計劃，強幼兒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及實踐良好的品德，達致「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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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和平、感恩及珍惜」五個行為目標，學習情緒的表達及正向的
思維建，建立良好的全人發展。 

 b. 透過推行「諾樂小天使」獎勵計劃，鼓勵家長共同培育子女，在日

常生活中以身作則。家校合作從小建立幼兒關愛的行為，在成長路
上活出良好的品格。 

 c. 本年度學校再申請「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約$59 萬，推行為

期兩年的「童樂無窮」遊戲學習活動。藉著計劃與不同的外間機構
合作，持續推行遊戲學習的課程活動，並讓本校生家庭及社區人士

認識「遊戲學習」的重要性和學習成果，體驗「從遊戲中學習」愉

快的歷程。 
 d. 

 

延續校本課程的優勢，學校上年度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遊

戲、學習、成長」計劃，教師透過共同備課、觀課及反思會議中，

提升校本遊戲學習課程。另採用遊戲學習模式，讓幼兒從愉快的環
境中學習，從中培養幼兒的思考力、創造力、表達能力、抗逆力及

解難能力等。其中遊戲學習元素 (3E：賦權 (Empower)、探索

(Explore)、表達(Express)，讓幼兒透過多元化及趣味性的遊戲，持
續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及學習興趣。 

 e. 

 

學校持續推行 Fun Play Friday 自由遊戲活動，透過多元化的遊戲，

提升幼兒自主學習的能力。本年度更新增「喜閱童遊」活動，讓幼
兒透過體能遊戲及早讀活動，提升其體能及語文的發展。 

 f. 

 

學校持續優化校本的課程發展，推行繪本設計活動、藝術教學、體適

能課程、英普全方位學習活動等，讓幼兒透過在遊戲中學習，達致全面
均衡的發展。 

 g. 

 

建立學習型團隊：管理層定期關顧新老師的入職適應情況及了解個

別需要，支援新入職老師，增強團隊的歸屬感。並安排專業的教學
交流及教師培訓，逐漸建立學習型團隊。 

     
 4. 2020-2021 學生人數：  
  開設 9班，全日班有 6班，人數為 79人；上午班有 3班，人數為 29

人，全校學生合共 108人。 
     
 5. 2019-2020 學年校園福音事工報告：  
  學生  

  a. 教育主日(級本)：因疫情影響，本年度只能舉行高班教育主日，

以「滿足」為題，同工與家長分享人生價值，出席人數共有 23
名家長及學生。 

  b. 宗教課堂：各班每週會透過聖經故事教導幼兒學習聖經中的真

理，唱頌詩歌讚美天父，並學習背誦金句，認識神的話語。 



14 
 

  c. 聖經朗誦節：學校約有 25 位學生參與聖經朗誦節，從中認識
及實踐天父的話語，並有 5 位學生分別獲頒發亞軍及優異獎獎

項。 

  d. 幼稚園書攤：學校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分別舉行書
攤活動，共賣出 142 本書，共 123 位幼兒購買書籍，共得款

項$4,895.1。 

  e. 品德教育計劃：學校推行「諾樂小天使」及「友愛天使行動」
計劃，藉著不同的德育故事小冊子，以建立幼兒自信及良好的

品德，此活動平均有 70 個家庭參與。 

  f. 聖誕節親子活動:學校於 2019年 12月 14日(六)舉行普天同慶
賀聖誕活動，內容包括唱詩、見證及信息分享，共有 304 位學

生及家長參與。 

  g. 親子佈佳音:何文田浸信會於 2019 年 12 月 24 日舉行《平安
夜報佳音》，本校共有 13 個家庭參與，用敬拜讚美高舉新生

王耶穌基督！ 

  家長  
  a. 家長小組：上學期舉行活動共 7 次，每次活動平均出席人數約

10 人，其中有 6 位家長逹 5 次出席記錄。下學期因疫情影響，

活動取消。 
  b. 家庭探訪：學校透過家訪，上學期探訪共 5 個家庭，以關懷不

同學生家庭的需要，向家長傳揚福音，而下學期因社運及疫情

影響，探訪活動取消。 
  c. 

 

家長學堂：學校推行了信'養'人生家長學堂，建立家長的信仰

基礎及增強家長的靈命成長。家長正向培育課程《愛的語言》、

小麥子家庭獎勵計劃等，此活動以計分制作獎勵，鼓勵家長與
幼兒踴躍出席活動，上學期獲金銀銅獎-各 1 個家庭。 

  d. 

 

何校鼓勵家長參加教會的聚會及活動，如：聖誕親子報佳音、

復活節慶祝活動等，活出福音的生命，願神與我們同在。 
  教職員  

  a. 教師團契及祈禱會：上/下學期共舉行 5 次教師團契，每星期

一次祈禱會，內容包括團隊建立、彼此關愛、互相守望以愛為
基礎，鼓勵教職員彼此守望，培養屬靈的品格及鞏固信仰。 

  b. 生日會：每年二次同工生日會，建立同工對學校及團隊的歸屬

感及互相分享。 
  c. 聯校教師退修日：每年舉行一次，本年因社運及疫情影響，取

消活動。 

  d. 關愛小天使行動：透過不同組別代表在特別日子，如:聖誕節、
母親節和疫情情況等送上小禮物及祝福，讓教職員感受關愛，

彼此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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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聯校職員聚餐：各職員於 2019 年 12 月 5 日(四)舉行聯校聖
誕節職員聚餐，內容包括有唱詩、信息、遊戲及聯誼等。 

  f. 何校教職員及何浸會牧聚餐：原定 2020 年 7 月 23 日(四)舉

行自助午餐交流活動，因疫情影響，改以校內到會、遊戲、午
餐及詩歌分享等，藉以感恩神過去一年的保守及感謝團隊付出

的努力。 
    
八. 兩校教職員名單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校長 陳佩儀 

校務主任 黃思靈 

課程主任 黃麗萍 

宗教主任 張淑儀 

各級老師 

梁玉柔 葉嘉盈 麥嘉惠 蘇安儀 吳麗珠 

陳彩銀 黃詠儀 梁嘉莉 張嘉華 朱玉燕 

鍾恩慧 王梓榕 張惠珊 張皓瑤  

張倩(普通話老師) Ms Amy (外藉英語老師) 

會計 何惠婷     

書記 馮靜雯     

服務員 邱鴻英 黎彩虹 黎偉琴 簡少英 梁樹琴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校長 陳少玲 

校務主任 鄭笑萍 

課程主任 郭凱欣 

宗教主任 余飛蘭 

各級老師 

毛堡雲 陳麗敏 利可兒 趙蓮芝 胡玉霞 

李芊芊 黃婉盈    

曾志金(支援老師)  

吳陸雲(普通話老師) Miss Kate (外藉英語老師) 

會計 何楚燕     

書記 龔雅思     

服務員 黃友蓮 陳麗萍 沈春霞   
 

     
九. 應屆畢業生名單 (禮物將於稍後時間送予各畢業生)  

  學士 何詠恩     

中學 黃紹源     

小學 孫穎婷 雷念恩 何彥樂 梁俊文 陳准 

幼稚園 易愷晴 陳皓智 尹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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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兄姊顧念神家的需要，以金錢奉獻，支持教會的事工推動。 
請兄姊在奉獻中註明奉獻的項目： 
堂費 / 感恩 / 差傳 / 慈惠 / 鮮花 / 瓦磚樑 
(1瓦=$1,000；1磚=$10,000；1樑=$100,000) 
 
 
 
奉獻方法 
1. 以奉獻封存入現金或支票，並投入教會奉獻箱內 
2. 以支票或轉帳方式直接存入教會的銀行戶口 (滙豐 005-6-035322) 
3. 以「轉數快」存入教會的銀行賬戶並在附註內說明 
姓名及奉獻項目 (識別碼 6719009 /QR CODE)  
 
 
 
 
 
轉賬後請於兩星期內將資料(包括姓名、款額、存款日期、聯絡電話、 
奉獻項目等)及入數紙(如有)以電郵或傳真方式交回教會。 

 
註： 
1. 本會為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奉獻及捐款可獲稅項扣減。兄姊如
需奉獻收據作報稅減免用途，必須於奉獻封以收據名字具名，以符合
香港政府稅務條例。 

2. 奉獻$100或以上，可獲本會發出奉獻收據。本會每年 4月將按兄姊需
要發出全年奉獻收據。如特別需要就個別奉獻發出收據，請特別提出。 

3. 各項收費將不會計算在全年奉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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