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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六日派發

一顆感恩的心！

主任校牧 鄧達榮牧師

〈暖流〉由創刊以來，能到今天第 100 期的面世，確實是一份恩典，因著眾編委的
努力堅持，眾文字寫作者的默默耕耘，更重要有我們一群忠心讀者，就是你們每一位的
支持和鼓勵，讓這份小小的刊物得以一期又一期延續下去，而其中每一篇的信息和分享
都盛載著很多的愛心和對活出豐盛生命的熱情。在此我們更要心存一顆感恩的心，因為
任何的努力和付出不是必然有成果和收獲回報，若不是上帝的保守和堅立，我們所作的
一切也是枉然。因此，在聖經中常常提醒我們要感恩，例如「你吃得飽足，就要稱頌耶
和華－你的上帝！」（申八 10）；「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祂用厚恩待我」（詩十三
6）；「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詩一○三 2），而其
中我更喜歡詩人在詩篇一一六 12~14 這幾句說話：「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
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
願。」在這裡提醒了我們三方面的學習和操練：
第一、對耶和華所賜給我們的恩惠（詩人說是厚
恩！！）我們必須報答：有恩不報，就是「忘恩」，就
是「負義」，因此在這裡所提醒所著眼的，不是報答或
不報答的考慮，而是怎樣報答的要求。
第二、感恩頌揚是最好的獻呈：我們的上帝是創天
造地並擁有萬有豐盛的主，祂並不缺欠甚麼要我們奉獻
給祂和補足祂。詩人十分明白我們永遠是受益者，是我
們領受上帝賜給我們那豐盛的救恩，因此詩人心中所回
響是一份摯誠的感恩和頌讚，說：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稱揚耶和華的名。
第三、若果真的要報答上帝厚恩的話，除了心存感
恩頌揚之外，就必須認真回應一件事，就是在眾人面前
向上帝還願：「立願」是你和上帝之間最內裏和最親密
的關係，有些願是你公開而立，而有更多的願是你在祈
禱的時刻，又或心靈與主相會中而立下的，無論或大或
小，記住要還願啊！！
在此再一次祝福大家能因閱讀〈暖流〉而得著更豐盛的生命，而此豐盛的生命就
是一個時常以「報恩」、「頌揚」和「還願」為中心的感恩人生。誠心所願！

100 期 100 分

梁勝棋校長

〈暖流〉第 100 期了，「百歲」生辰！真不簡單，恭喜恭喜！
憑藉了一份關愛、憑藉了一份信念，背負了多少重擔？流下
了多少汗水？由 2007 年 11 月直到今天，每隔兩星期出版一次，從
不間斷，從未脫稿，讀者無數，成為幼兒教育、親子教育、心靈關
顧、見證分享、家校合作，以至堂校合作的一份優質刋物，供全校
家長以至網上讀者一份珍貴的精神食糧。內容之精、題材之廣，都
是盡心盡力的上上佳作。正如聖經所說︰「你要盡心、盡性、盡
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十章
27 節），將耶穌基督的教訓，推己及人的心用行動和文字表明出
來。
細讀〈暖流〉，你會找到方向、找到扶持、找到安慰、找到
希望。
如果要我為〈暖流〉打分數，單就那份堅持、那份誠意，那
份愛人如己的心，以經值得校長給盡善盡美的〈暖流〉100 分了。
謹向岑樹基牧師、基真堂，與及各位辛勤的編委和撰稿人致
敬！
願主繼續恩佑、祝福、引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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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暖流〉出版緣起談關愛社區校園

岑樹基校牧

100 期，〈暖流〉已刊出至 100 期了！以每期印 1000 份計，這五年來共印了超過十萬
份，數字可驚人啊！除出版之外，還有每學期一次多樣化的親子比賽哩！讓我借此機會，向
大家娓娓道來這份小小刊物的出版緣起。
2007 年 10 月中，在當時稱為「悲情新市鎮」的天水圍發生了一宗倫常慘劇，一個領取
綜援的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在醫院留醫，患精神病的妻子將一對 12 歲及 9 歲的子
女，用繩索綑綁從 24 樓擲下，自己隨後亦跳樓，3 人當場死亡，事件震驚全港。當時任教會
傳道只有數年的我，又剛修畢家庭輔導碩士，深感基真座落的荔灣小社區也屬新社區，地處
荔枝角邊陲，區內家庭支援迫切。據了解，不少家庭問題是隱閉性的，表面上家人生活如
常，但關係卻因經濟壓力、工時過長、溝通不善、教養失據、婆媳張力等漸漸蠶食腐朽了。
從校方角度看，能出席家長活動的，或主動前來學校或教會求助的，都已不是「困難户」
了；那些學校無法接觸的家長，我們可以為他們做甚麼呢？
我女兒的中學有一份名
為〈清旬〉的學校通訊，每
10 天一期，讓家長知道學校
和學生學習的最新消息，這
叫我靈機一動；家長沒有時
間前來，我們就將家教資訊
請同學帶入屋，哪怕家長只
有空看看標題，也必收潛移
默化的功效。有這信念，遂
與當時黃桂玲校長商議，11
月開始，出版一份堂校家庭
通訊，取名〈暖流〉，將有
關家庭教育、生命培育的訊
息，與家長交流分享，實踐
耶穌基督「愛鄰舍如同自
己」的吩咐。〈暖流〉的使
命是連結起一個學校及社區
的家庭網絡，推廣親子教
育、促進健康家庭、關愛鄰舍、守望相助的概念，建立一個更可愛的社群、更和諧的社區，
令有需要的家庭得著適切的幫助。「暖流」喻意基真小學和基真堂都是一個有情的地方，能
將一顆「温暖」的心傳遞給我們接觸到的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
今天，透過文字，我們不是可恆常接觸和關心近八百個家庭嗎？當你閱畢〈暖流〉，
我們並不介意你將之墊煲或廢紙回收，點點滴滴的暖流，相信你已感到（更何況有家長向我
說她一直每期收藏起至今！又或轉贈親朋。）雖然家長主動投稿不多，但每次收到家長的稿
件總叫編委興奮不已。我要感謝歷年的新舊編委，特別是暫別的校友家長黃婉珊女士，及已
離任的前主編羅佩玲姊妹（她將為我們主講 27/4 之家長學堂，請
勿錯過！）、梁勝棋校長、簡素弦主任及魏秀圓主任，大家的辛
賀
勞及支持，賦與〈暖流〉持續的生命力。
暖暖大愛主燃點
筆耕並不容易，感謝天父讓我每星期均有寫作的機會（二千
流通管子與人甜
字以上），牧養教會會眾及家長，深盼我們堂校的合作，能為學
一心一意為基真
校及整個社區帶來一點的支持和溫暖；也盼望我們的家長、堂會
百年樹人澆灌勤
的兄姊及區內的眾街坊能分享堂校的「暖流」。如有需要支援或
期待佳果遍人群
識別到一些需要關心的家庭，歡迎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盡所能發
曾詠珊校牧
揮服侍友鄰的精神，讓基真小學、基真堂及整個社區散發從上帝
而來的愛及溫暖。

多謝默默耕耘

簡素弦老師

多謝暖流編委會五年多以來在文字工作上的服侍。很佩服及欣賞你們能為基真的家長們構思和
蒐集這麼多好的短文、資料及他們關心的課題，如子女的成長問題、如何幫助孩子學習、書籍介紹、
家長學堂內容撮要及有關學校的消息等等，將健康、正確的價值觀、有用的資訊帶給讀者。〈暖流〉
內容多元化、生活化，且切合需要。它拉近了基真的家長和基真堂的距離，讓人感受到教會的關心，
也讓家長更願意接觸教會。願藉此寥寥數筆，感謝〈暖流〉各編委成員的辛勞和默默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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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友好來稿
親愛的〈暖流〉編委：
謝謝你們默默的付出，印刷精美及內容豐富的刊物供分享。
當第一次收到〈暖流〉88 期感恩祝福版（五）時，當中所分享
的訊，息生命見證，都對我有很好的鼓勵、教導和提醒，真是一股
暖流，流入心裡。
在〈暖流〉的每一個專欄／主題分享都像甘露，無論是教養子
女的方法、神人關係的重建、好書推介、個人身心靈健康的提醒、
健康家庭、家長學堂專題分享、校長和老師的分享、家長投稿分享
等等，我都很喜歡。
真的感謝每一位分享者，生命影響生命，感謝神賜〈暖流〉這
份刋物，使每一個人都同得造就。
陳笑芬（1C 班吳海藍家長）

孩子的玩伴

〈暖流〉是一份
關愛學生，
幫助家長，
體貼入微的「寶物」，
有時我會和學生一起朗
讀，一起感受暖流帶來
的幸福與力量。
朱老師

1D 班 袁偉光家長

主日崇拜完了，我帶著孩子們去歷史博物
館看「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展」，孩子們當然
不會放過旁邊的科學館，最後也總有必玩之
處，就是頂層的兒童天地。小女兒未夠一歲
半，第一次玩兒童遊樂場。遊樂場規定孩子太
小家長要在場邊照應，以前兒子開始玩時已上
幼稚園，我可以在場外，任他跟別的孩子一起
玩，今次我在場邊看小女兒玩，她看著大的孩
子們搬圖形，她也去搬；孩子們鑽進圓洞，她
也鑽進去，很快就融進去了。
我觀看幾位陪孩子的家長在做什麼，只有
一位像我一樣只看不動，其他的家長都是帶著
校友廖焯嵐
自己的孩子玩。家長們教孩子配圖形，建造形
狀......孩子走遠一點，他們就把孩子召回身邊來，要麼就孩子到哪就跟到哪，遊樂場裡的家長就成了
孩子的玩伴了。他們生怕孩子碰了誰，更生怕誰碰倒了自己的寶貝，孩子卻少了機會和同齡的孩子成
為玩伴。我兒子玩的時候卻是手腳並用，玩得前仰後翻，難免會碰到別的小朋友。跟這些小心翼翼的
孩子相比，他實在「太不像話」了！但他卻很容易跟同齡的孩子玩成一片。如果他找我做玩伴，我也
不自覺地「佔有」他，那肯定沒有其他孩子能在週圍加入。
看著滿場轉來轉去的小女兒，我問：不知道我應該做她的玩伴呢？還是做她悶的時候間中頂
替一下的玩伴呢？
首先，多謝《暖流》此平台，得以令本人了
解更多學校、社會的近況。

不離不棄

黃婉珊（校友陳俊宜家長）

本人不是長期讀者，但每看一期，總有得
孩子於 2008 年畢業，時間過得很快，很快！
著，感激編委撰寫或選稿之了得，令我反
明年他亦中學畢業了。感謝主的恩典，讓孩
思、珍惜、沉澱，請繼續努力。
子活在「主」的生命裡，他在中學生的生活
黃太（3A 班黃繼樂家長）
當中，依舊時常記掛著母校的人和事，掛念
多位啟蒙老師－覃萃茵老師、吳金曉老師，
每逢校慶的大日子他必約同舊生們一起回校探訪老師，懷緬校舍一番。
我更感謝基真堂岑牧師讓我加入〈暖流〉編委會至今，雖然幫不上什麼忙，但編委會對我依舊不
離不棄，給予很多機會去參與編輯的工作，例如「好書推介」、〈暖流〉活動構思、講座現場筆
錄的記者等，這些參與能使我與學校保持聯繫外，更讓我認識到一群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溢珺、
浩華和健瑩等。我真的很享受與他們一起開會，彼此關懷近況，有時輕鬆談笑、有時攪盡腦汁地
去構思主題，很有一家人的感覺。
近半年由於生活的轉變，我搬離了美孚，也因全職出外工作關係，我未能參與編委會的工作，很
多謝岑牧師仍多番挽留及遷就，我深受感動！我清楚知道是「神」對我不離不棄，我也應對祂不
離不棄！
適逢〈暖流〉100 期，祝願仍有子女在學的家長珍惜基真小學，它使我孩子健康成長，使我們一
家人沐浴在「主」的愛到現在。家長們請支持和積極參與堂校舉辦的活動，讓彼此溝通，分享主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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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家長、友好來稿
〈暖流〉是以文字作為平台來分享和交流的一個好方
法。
透過筆者和家長分享生活點滴，感覺好像一本萬家編寫
的好書，大家分享教小朋友的心得、提醒自己如何放鬆
壓力、控制情緒、分享感恩事情、聯校活動、老師分
享……等都盡在〈暖流〉可看見。
感謝神透過此橋樑作為提醒的渠道。更希望暖流能邁向
200，300……。
感謝幕後一班編委多年來辛苦勞累，在此感恩！
校友林靜、林詠；家長鄺淑芬

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

鍾志剛

《聖經》詩篇一二七篇 3 節說：「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
另一處耶穌以一千元，二千元及五千元交給三個管家作比喻
（馬太福音廿五 14~30）。若把兩段經文合併起來，可以理解
為－我們的子女有著不同的天賦條件及才能，我們作為父母的
要在主裡合宜地栽培子女，發展他們的才能，回應上帝的心
意，使別人得著益處；按著子女的特質，在生命中結出豐盛的
果子，讓一家因而蒙福，得著從上帝而來的讚賞，免得將來審
判的時候上帝稱呼我們為無用的僕人，把我們丟在外面的黑暗
裡，並在那裡哀哭切齒。
子女這項產業是上帝交給我們享有及管理，絕不是擁有。到了
時候，我們要向上帝交待。互勉之。

編委 梁溢珺
本人是基真小學的校友，亦是基真堂的教友，能擔
任〈暖流〉編委並回饋母校及堂會，乃本人的榮
幸。我們每次都用盡心思撰寫文章，得到你們的討
論、交流、投稿、參與......就是支持我們繼續寫
稿的動力，盼望〈暖流〉能延續下去，成為大家的
祝福。

我還在成長中

編委 蕭浩華

不經不覺，我也加入了〈暖流〉編委兩年多了，兩年來
從撰文、選文及編排出版等工作上，對自己的得著真的
不少。看了不少有關家長、親子教育、人際關係、甚至
是宗教信仰等的文章；也因為這橋樑，認識到很多這方
面的專家。
我的母親在四年前離開了我們，加入〈暖流〉和基真堂
校牧事工是在一年後的事；在媽媽有生之年，我只知道
她的囉唆。但這兩年多的時間，多謝〈暖流〉及基真的
眾家長，與你們相處、學習，明白到家長對孩子的愛，
校友蘇彩芳
孩子對家長的不解，親子間的角力，讓我真真正正明白
到作為家長的辛勞。更希望基真的各家長，一起共同成長。

100 期感恩之言

編委 李健瑩

〈暖流〉出版了 100 期，第一件事要感謝主，雖然〈暖流〉編委不多，但有幸能得到校長丶教師
丶家長丶學生和基真堂的眾弟兄姊妹支持，積極投稿，才能出版到 100 期。每次看到〈暖流〉的
出版，我都很感恩。〈暖流〉沒有華麗的包裝丶沒有花巧的言語，但在質樸的紙張上，呈現了作
者真摰的愛和坦誠的情感。在未來的日子，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暖流〉，多些分享大家對教育的
看法丶學習心得丶信仰歷程等，讓上帝的愛流入人的肺腑，溫暖我們的心，使〈暖流〉成為鑰
匙，打開心扉，讓陽光進入，驅走寒冷。
《暖流》第一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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