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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輕看生命中的一小步

主任校牧 鄧達榮牧師

踏入九月份又是一個新學年的開始，作為家長、莘莘學子，並所有投入教學工作的老師
們，相信一個新開始定必帶給你們很多挑戰和責任的承擔。生命的成長因著際遇的變化而帶
來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問題是你和我怎樣作出積極的回應，雖是一小步的前進，
日積月累便構成不同的成果，試看看這個在網上流傳的計算方式：
假若 1x1 將它乘 10 次，得出的答案是……仍是 1。
假若 0.9x0.9 將它乘 10 次，得出的答案是……是 0.349。
0.9 與 1 之間只差 0.1，其差別是很微小的，但若保持這樣乘下去，最終距離一 1 的貶
值便會加速和加大！！！
反之，又看以下的計算：
試將 1.1 x1.1 將它乘 10 次，得出的答案是……是 2.594。
同樣道理，1.1 與 1 之間亦是只差 0.1，差別是那麼微小，但若持之以恆乘下去，其數
值的增幅卻是驚人和顯著的。
各位若能消化以上這個簡單的道理，便能明白我在此送給大家的
鼓勵，就是不要輕看生命每一小步的進展，但同樣不要輕忽這個小小
的退步，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也是多年來我學習牧養教
會、照顧家庭、培育下一代和承擔任何職事所持的態度和奮鬥的原
則 。 西 方 有 一 諺 語 這 樣 說 ： “ A small step today makes a big
difference tomorrow”或可翻譯為「今日一小步，明天一大步」，因
此各位作家長、作父母、作老師者，不要輕看每一天微小的努力和付
出 ， 正 所 謂 「 千 里 之 行 ， 始 於 足 下 」 （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但願「今天一小步，生命
一大步」，能成為大家為前面而繼續努力的鼓勵吧！

開學有感

編委 李健瑩

莘莘學子又聚一堂，開學差不多有兩星期了，大家的生理和心理時鐘調較好了沒有？一年
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學期伊始，大家有什麼目標？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讀書
亦然。據自身之能力，立下合宜的期許，再發力往前走，離成功便不遠矣。
讀書不能紙上談兵，更不能一蹴而就丶捨本逐末，乃要按步就班，
在基礎的知識上建立好底子，拾級而上，在以後的日子學到高階的知
識時，便能得心應手。以語文科為例，縱使考試時，老師只考核書本
上的知識，但我們卻不能只讀教科書上的內容，以考試為導向，乃要
多讀課外書，學多些詞彙丶故事組織和表達技巧，擴闊腦袋的知識
庫。
勤力是學習成功的不二法門，但合宜的學習態度更是重要。聖經中有一句話：「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
獎賞。」過往的成績是如何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明白自己的不
足，尋求改進。此外，還要常常倚靠耶穌，因人是軟弱的，隨著時間的洗禮，現在所訂下的
目標不日便會洗淨得無影無終。但耶穌是信實的，祂必會堅固我們的心，與我們同行，在學
習的道路上向標竿直跑。
最後，求主看顧我們心靈，在主愛中信賴敬畏，促使我們向前行，求仍保護、求仍保護，
在主跟前永接近。
（李健瑩為新加入之編委，基真堂會友，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食品及營養科學系二年級生）
《暖流》第八十九期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校牧部編印（電話：2958 0958）

頁一

談國民教育

梁勝棋校長

親愛的家長︰
謝謝來郵！國民教育近日成了城中熱話，學校也先後接到不少家長和校友查詢。
本校時間表內沒有國民教育這一科，但也不見得沒有相關元素。
本校早在 2008 年已於周會時段設立文化課，講講祖國山川河嶽，談談上下古今，讀讀唐
詩古文，讓學生在地理、歷史和文化角度上認識國家。
學校也舉辦一些較為大型的相應活動﹐例如前年正值全港「清明上河圖」熱，學校就買
了一份真跡複本教全體學生欣賞，並訓練學生成為導賞員，向家長、嘉賓及低年級同學介紹
國寶藝術。
去年「辛亥革命」百周年，學校在文化課圖文並茂介紹那段壯闊波瀾、扣人心弦、推翻
滿清、建立民國的歷史，認識孫中山先生，也帶領常識科老師到中山史蹟徑考察，追尋歷史
足跡。
學校每年都帶學生境外交流，我們去過北京，走過故宮長城；去過上海，嘗過城隍美
食；去過西安，見過秦俑兵馬；去過連南，訪過貧困農戶；去過台北，碰過總統大選。
文化課內容並非局限中國，也涉獵國際，認識世界各地風土人情，中西融匯，時局淺
析，也宣揚關愛，無國際等差、貧富智愚、殘障體健，學生個個愛唱 Don’t laugh at me…
**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In God's eyes we're all the same
Some day we'll all have perfect wings
Don’t laugh at me
I’m fat I’m thin I’m short I’m tall
I’m deaf I’m blind Hey aren’t we all**
奧運會剛落幕，如果要談奧運會，就是要欣賞公平競技、和平合一與及全力以赴的精
神，只有好表現，不管是哪一國家的運動員，我們都應該給予掌聲，而不是著眼某個國家，
某個地方拿了多少面獎牌。運動員打假波，倒是一個不錯的國民教育教材︰引以為恥！
本科不設考核，旨在開闊胸襟，拓展視野，明辨是非，培養獨立思考。
本校的辦學團體已於 9 月 10 日發出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回應如下：
1. 教育局應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及其課程指引
是次香港政府向全港學校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社會已引起了極大的反對聲音。
作為辦學團體，為了釋除家長、教師及學生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憂慮，本會認為教育局應
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及其課程指引，並作詳細而全面的諮詢。
2. 不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本會決定屬校不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通告屬校凍結教育局所撥有關用於「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的專款。
3. 以愛心行事為眾人祈禱
我們認為，本會教牧同工、各堂信徒、學校及機構成員就是次「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所表達
的意見，都是本著愛教會，愛學生，愛香港的心而作，我們願意聆聽，並以坦誠的心對話。
期望大家繼續為我們的教會，全港學校和香港社會祈禱，求上主恩待，帶領香港走出新路。
所以，我校仍會走文化課的路子，兼視、兼聽、兼容、兼愛。
不妨打個趣兒，我們是基督教學校，從宗教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天國的子民，聖經不也
就是國民教育嗎？聽啊︰「天國近了，爾當悔改……」

梁勝棋校長 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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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你，同心同行

校牧 岑樹基牧師

近日國民教育科事件的風波，隨著政
府稍為讓步，撤消開科底線，好像暫告一
段落，然而餘波未了，教師和家長們仍心
繫孩子自由學習的天空，對政府尊重教育
專業、尊重思想自由仍要更大的保證。作
為家長的你，面對年幼的孩子，你肩負重
任，要將天父給你的這個寶貝、這份禮物
好好栽培，讓他在學業與品格、理解個人
身份權利與羣體角色責任之間有正面均衡
的成長。在香港這個經濟掛帥的大都會中，成人世界聲色犬馬，爾虞我詐，你有這份信
心和把握嗎？我們如何能好像這場「國教運動」的口號一樣－好好「守護孩子」？今天
我們的社會重視多元文化，崇尚個人權益和自由（即是你說乜都冇人可以話你錯！），
傳統道德價值受到極大的衝擊（例如家庭婚姻價值被質疑！），强烈的社會競爭氣氛令
父母們經常潛意識地要子女「快人一步」，「要贏在起跑線上」；說到底，這都是一種
以個人成就來衡量人生價值的心態。於是，各種良好素質包括禮貌、勤勞、分享、節
儉、服務……都可變成與功利主義掛鈎，都可以被紀錄，被評估，用以製作個人學習經
歷而為升學鋪路。
「女兒真是氣死我了，我買來的英文課外書，她一手就撕破了，還大力掉在地上！
你叫我以後怎樣教她？」母親在親子講座上怒氣沖沖地說。
主持人冷靜問媽咪：「請問女兒今年幾大？」媽餘氣未消地答道：「不小了，十八
個月大！」頓時惹來哄堂大笑。
這是真人真事，反映父母的焦慮，家長都深
信人生競賽由孩子出世一刻便開始，於是瘋狂考
名校，堅信要在幾多歲前學曉多少個生字、學曉
幾多種泳式、考到幾多級鋼琴之類。父母以為踩
行油，就可以為子女的人生列車掌軚，航向名成
利就的人生。其實，人生不是一場由父母編寫、
子女演出的劇本，而更像一場球賽，子女上場作
賽，父母頂多是教練從旁教路或打氣。
有一句古老的非洲諺語說：「撫育一個孩子
需要整條村莊。」(It takes the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即教育孩子健康成長需整個
社羣一起參與，孩子由家庭以外的環境學習更多。你願意在家庭之外，由誰人去教導你
的孩子？
教會是一個信仰羣體，因著信仰耶穌基督而聚合成為大個大家庭。基督信仰不但保
證我們有永生的盼望，更在我們的人生目的價值、品格陶造、追求認識真理上產生更新
變化，如同靈魂得著又堅固又牢靠的錨，幫助我們克勝誘惑，無懼風浪向前航行。作為
學校的校牧，我們的團隊重視每一個孩子的教育，要孩子們健康成長，就必須讓他們像
耶穌基督那樣健康成長。基督是如何成長的呢？「耶穌的智慧和身量（或年紀），並上
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二章 52 節）學校教導孩子愛神愛人，
愛家庭愛鄰舍，不自私自利；父母要給孩子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要讓我們的小孩像基
督，在智、靈、群、體育四方面都健康成長，也不以偏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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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靈、群、體育，哪一個優先呢？西方提倡體育
優先。在東方，我們極為重視智育，在知識和技能學習上用
上大量時間：上學學習、放學補習，這樣的教育問題很多，
孩子沒有時間和父母談話，也沒有時間和其他人好好相處，
更沒有時間認識那位創造主的心意。我們提倡靈育（靈性培
育，spiritual nourishment）第一，是其它三育的核心。「敬畏
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
章 10 節）讓孩子認識神，敬畏神，他必會愛父母，愛世
界。所以，我們有聖經課、週會崇拜、校牧室時間、宗教
閣、學生團契等，為學生靈育打好基礎。
當孩子步入青春期，很多性格、脾氣、興趣、價值觀漸漸成形，父母只能在他
們已有的基礎上再建立更多，親子關係亦已有一套固有溝通模式，要打破修正並不容
易。深受歡迎的台灣旅港親子教養作家汪培珽女士在她的作品《父母的保存期限，只有
10 年》中指出：「從孩子的五歲到十五歲，父母只有十年的機會。」只有這十年，父
母對孩子的管教才能對他們有影響力。汪培珽說：「我有個非常重視學業的爸爸，三十
年前的那個年代，他將積蓄都拿來送小孩上私立小學，無怨
無悔。但是，如果你問我小時候跟父親有什麼互動？很殘忍
的答案是：我想不起來任何一幕！」教會為學生家庭舉辦每
月一次「家長學堂」，目的就是在這十年「親子保存期」的
黄金時刻與你同走多一哩路，又藉每月兩期的通訊《暖
流》，和每年上下學期各一次的親子創作活動，彼比交流作
父母的知識及心得。我們不是上一代只求溫飽的父母，養育
下一代時，讓我們好好享受千金也買不到的美好時光，也讓
教會與你同心同行，培育孩子成才。

活動推介

基真堂

週六崇拜
地點：一樓基真堂
時間：下午 2:30-3:15

第四十四次週六崇拜
日期：9 月 22 日
講題：耶穌看人的價值極寶貴
講員：校牧 岑樹基牧師
(之後 3:30p.m. 為「家長學堂」)

第四十五次週六崇拜
日期：9 月 29 日
講題：平平安安回家去
講員：校牧 曾詠珊宣教師

備註：週六福音性查經班於崇拜後開始，主要查考「馬可福音」，讓大家更多認識
耶穌是誰，時間為下午 3:30-4:30，歡迎參加。
本學年第一次家長學堂將於 9 月 22 日週六崇拜後 3 時 30 分舉行，由梁勝棋校長主講
「國民教育與啓發潛能」，歡迎向學校報名參加。

歡迎投稿


凡與「健康家庭」有關的文章（包括家庭生活心得、信
仰、感受分享、好書介紹等）一律歡迎，文章字數請勿多
於四百字。本刋亦歡迎家長提問有關親子溝通、夫婦相
處、教育、健康等問題；一經刋出，將送贈心意禮物一
份。



來稿請附姓名、學生班別及姓名、聯絡電話。



稿件恕不退回，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



來稿請擲回學校校務處收，或電郵至基真堂 keichunchurch@gmail.com（暖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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