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崇拜新課程  
 

“Gospel Project”的課程是讓孩子們有連貫性的學習整本聖經, 而不只是各自故事的集合. 通過耶穌的

救贖,來認識上帝偉大的故事！ 兒童崇拜三在數年前開始使用這套教材. 兒童崇拜一在去年秋季也開始

採用. 這個學季, 兒童崇拜二也終於正式加入，開始新的課程。 關於課程簡介請上

https://www.gospelproject.com/kids/ 查詢. 

 

 

 

 

 

 
兒童主日學新課程 
 

經過去年一整年在一年級和二年級的測試，兒童部在這一季全面開始一至五年級主日學教材的更新- 從”庫克”換
到 “渴慕神”的新課程，這套教材教導孩子們了解並喜悅 耶穌是高於一切。 我們非常感謝林繆亦璆和龍高美卿

的鼎力協助, 使得這套新課程可以順利開啟！關於課程內容請上網站查詢. 

https://www.childrendesiringgod.org/documents/scope_and_sequence_rationale.pdf 

洛城堂 

 

  兒童部秋季家長通訊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箴言 16:3 
 

歡迎來到秋季通訊！ 隨著另一個夏天的結束，孩子們也進入一個新的學年，兒童部很高興有

機會與家長們分享今年秋天展開的幾項新事工。 請看看我們下面的計劃，請求耶和華為祂的

榮耀祝福這些計劃！ 

幼兒班: “神愛我” (福音光出版社) 

兒童崇拜一(三歲, 四歲, 及五歲): “舊約先

知和君王” 

兒童崇拜二 (一, 二年級): “耶和華創造天地, 也是守約者” 

兒童崇拜三 (三 至五年級): “耶穌是救襩主, 也是復活的王”  
                              

二年級: “神的應許” 

三年級: “耶穌的救贖歷史” 

四年級: “跟隨耶穌” 

五年級: “神的名號和屬性” 

幼兒班: “神愛我” (福音光出版社) 

學前班:  “神的創造, 挪亞, 亞伯拉罕” (團隊出版社)            

幼稚園: ”神的創造, 挪亞, 亞伯拉罕” (團隊出版社)            

一年級: “神的偉大和意義” 

9:45 am – 11:00 am  兒童崇拜 

 

     嬰兒班: 黃嫣婷, 李吳怡 

     幼兒班: 陳蕭少玲,  薛呂綺玫 

     兩歲班: 張黃珮芝, 趙陳蕙心 

    兒童崇拜一: 陳勵瑩, 潘美珍, 王司徒可兒,  

司徒卓林, 司徒梁錦娟, 唐得力 

    兒童崇拜二: 梅賜活, 黃偉倫, Ashley Tuey 

    兒童崇拜三: 黃林珂慧, 張子瑩, 何司徒寶蓮, 

許亮嶽 

 

 

11:15 am – 12:30 pm  兒童主日學 

 

     嬰兒班: 陳許慧玲, 勞王柳芬 

     幼兒班: 陳譚絲雨, 黃尹笑紅 

     兩歲班: 梁陶麗娟, 梁鄧潔儀 

     學前班: 洪梓晉,洪李明敬, 楊劉志梅 

     幼稚園: 饒孫薇, Heather Eatmon 

     一年級: 周帶群, 高郝蕾 

     二年級: 陳黃筱旆, 馬賈秋堯 

     三年級: 貢盧沛然, 李范鹰 

     四年級: 鄧少芬, 王岑卓穎 

     五年級: 鄧李娜, 鍾岑蔚琪 

秋季班老師 

二零一七 

九月 

 

  CBCM 

https://www.gospelproject.com/kids/
https://www.childrendesiringgod.org/documents/scope_and_sequence_rationale.pdf


 

 

 

 

 

 

報告事項 

1. Awana事工：過去的兩年在林漢忠弟兄的殷勤領導下, 有具體

的成效. 如今因著神的帶領, 轉向服事國際學生團體。今年, 洛

城堂和蓋城堂將各自主辦自己的 Awana。洛城堂的 Awana 將
由兒童部主任以及新的實習生許亮嶽弟兄負責。 蓋城堂則由

蒲牧師領導 . 兩個地點已經開始報名  - 請上教會網站

www.cbcm.org報名註冊. 

2. 兒童教師訓練: 兒童部在十月七日星期六上午九點至十一點半舉行兒童教師訓練。 講員是現任蘭城聖經

學院(Lancaster Bible College)的老師 Esther Zimmerman. 演講題目是 “門徒訓練的兒童事工” 和 “使用

孩子的感官來輔助教學”. 歡迎家長及老師們踴躍參加. 屆時有孩童看顧. 請洽兒童部詢問

children.dept@cbcm.org. 
 

近期活動 
 

 

蓋城堂 

 

9:45 am – 11:00 am 兒童崇拜  11:15 am – 12:30 pm  兒童主日學 

 

     學前班: 谷宋宏宇, 王杜瓊瑋  學前班: 何范久芬 

     小學班: 趙明         小學班: 趙楊永紅, 姚林蘭垓, 江李麗綵 

 

兒童詩班 (洛城堂) 

日期: 每個月的前三個星期日 (十月份至五月份) 

時間: 10:45 – 11:15 AM 

對象: 三至五年級 

吸睛點: 教導兒童正確的合唱技巧, 藉著聖詩歌詞

親近神, 在全教會的聖誕晚會中, 用聲音來讚美神. 

Awana 
日期: 每個月的前三個星期五 (十月份至五月份) 

  開幕日: 十月六日 (洛城堂); 九月十五日 (蓋城堂) 

時間: 8:00 – 9:30 PM 

對象: 幼稚園至五年級 

吸睛點: 栽培兒童為基督的門徒; 合組時間：唱詩和聖經講

解; 小組時間：學生手册討論和背誦聖經金句; 
大組集體遊戲時間 

兒童宣道年會 (洛城堂) 

日期: 星期五, 10/20 – 星期日, 10/22 

時間: 8:00 – 9:30 PM (星期五), 7:30 – 9:30 PM  

   (星期六), 9:45 AM – 12:30 PM (星期日) 

主題: 與神遠征 (Expedition With God)  

講員: Teena Embaugh (國際差傳協會) 

吸睛點: 用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帶領孩子們學

習神的宣教使命. 

秋季遊樂會 (洛城堂) 

日期: 星期六, 10/28 

時間: 11:00 AM – 3:00 PM  

主辦單位: 青少年團契 

吸睛點: 不同遊戲項目, 糖果點心, 面部彩繪. 獎

品…等等.  歡迎十一歲以下的孩子邀請他們的朋友

前來參加. 

兒童部的異象 

我們認定並支持家長是孩子生命中最主要的屬靈導師. 教會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充滿愛心的環境. 幫助他們學習神的話語和耶穌基督的救恩.  

讓他們與神建立親密關係. 就能一生榮神益人. 
 

兒童部主任: 黃林珂慧 (sophia.wong@cbcm.org; 301-924-4855 x 111) 

兒童部執事: 洛城堂 –  譚孫慧美 (amy.tam@cbcmgroups.org), 趙王紅 (hong.zhao@cbcmgroups.org) 

     蓋城堂 –  趙楊永紅 (linda.zhao@cbcmgroups.org) 

 

Closing night at last year’s A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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