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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暖流  2013.5.2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六日派發 
 

學習中文的秘訣                                        李靜雯老師  

    從前，香港學生學習中文並不困難，這可能由於中文是香港學生的母語，加上以往的中
文課程大多只要學生死記硬背，只要學生肯努力，學習中文並沒有多大的難度。可是現今的
中文科學習已進了一個新紀元，要學好中文不再那麼容易了，正因為這個原因，大家都比以
前更重視中文的學習。 

    雖說今天中文科的學習有了翻天覆地的改革，但大家千萬別以為以往學習中文的方法無
一可取，就如朗讀文章、背誦課文，以及抄寫練習等，實在是學習中文的基本功，非常重
要，大家切勿輕視。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其中一項中文學習基本功──朗讀。 

    朗讀課文聽來簡單，說容易也可，說困難也可，關鍵在於如何朗讀。在我唸
書的時代，老師不會怎樣要求學生如何朗讀，能咬字清楚地讀出課文即可，即使
同學把課文唸成像機器人一般的聲音，老師也照單全收。但我卻認為這種朗讀方
法，既令朗讀變得沉悶，也無法令朗讀發揮出應有的學習效能。那該如何朗讀
呢？朗讀前，同學必須先分析課文內容，然後想像：現在有人要朗讀這篇課文，
他會以何種語氣讀出課文？他會像個新聞報導員，像說天空小說的廣播人，還是
像辯論比賽的參賽者？找到合適的語氣來朗讀，表示同學已了解課文的體裁，並
已初步理解課文的內容了。 

    除了語氣外，朗讀還得注意節奏和停頓。要以適當的節奏朗讀，同學就得留心句子中的
組成部分，適當地把詞組或短語連着來讀，舉個例子：「李小明是一個好學生。」這句話應
如何朗讀？那當然是：「李小明 / 是一個好學生。」若同學把這句話說成：「李小 / 明是
一 / 個好學 / 生。」或以其他錯誤的節奏朗讀，那就不對了。至於停頓，則應該注意課文
的標點符號。由於標點符號也有意思，因此我們就要按它們來停頓了。例如：頓號用來分間
同類的名詞，因此停頓的時間最短；句號表示句子意思已經完整，因此停頓的時間較長；問
號則用於問題之後，希望讀者思考，所以也要延長停頓時間，讓「聽眾」有思考的空間。 

    剛才說到「聽眾」，那到底誰是我們朗讀的聽眾呢？那第一個聽
眾當然是我們自己了。當你朗讀時，連自己也忍不住打瞌睡，證明你
的朗讀也不會好到哪裏呢！在朗讀的功課中，自評是很重要的，所謂
自評就是自己評價自己。你必須令自己也覺得自己的朗讀精彩，才能
有機會得到別人的認同。除了自己，聽眾當然包括家長、老師和同
學。家長若希望子女能從朗讀中得到最大的裨益，那就必須嚴格要求
子女按上述的方法來朗讀，千萬不要隨便「收貨」。 

    除了教科書的課文外，大家也應經常朗讀課外書和報章等課外閱讀材料。現今的中文課
程複雜多變，着重理解與應用，學習語文有着五花八門的方法，但我依然深信朗讀在學習語
文的重要價值，雖不能說朗讀是學習語文的不二法門，但它卻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大家千
萬不可輕看。 
 

歡迎投稿                                                      

 母親節及父親節將臨，《暖流》分別於102及103期內刊登相關文章，邀請各家長及學生投稿，

借此表達對父母的愛意，或分享對子女的心意，字數在400之內為宜。 

a. 《爸/媽，我真的愛你》 

b. 《孩子，我有話對你說》 

c.  自定題目─內容為表達愛與關懷 

 104期感恩祝福版亦開始徵稿，主題為「家‧如何能走過艱難的日子」，每個家

庭總曾經歷過一些「艱難的歲月」（關係、經濟、離異、病患…），我們都一

步一步地走過來；或許仍在水深火熱之中，總有恩典。家，有它柔靱之處，點點滴滴的犧牲，凝

聚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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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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專題活動                                    岑樹基牧師  

母親節是怎麼來的？有稱最早可能是在古希臘，人們慶祝「宙斯」的母親「莉雅」女神

的節日。到了十七世紀的英國，教會為表達對耶穌母親馬利亞的崇敬，乃訂大齋期的第四個

星期日為”Mothering Sunday”。那時許多窮孩子到有錢人家裡幫傭，住在主人家裡。直到 

Mothering Sunday 這一天，主人們會放他們假，讓大夥兒可以返家與母親團聚。在那天，這

些年輕人就會帶著一種特別的蛋糕與一些小禮物送給母親。 

1907 年，美國費城的安娜‧賈維斯(Anna Jarvis)發起訂立全國性

的母親節。她終身未婚，一直陪伴在母親身邊。安娜的母親心地

善良，極富同情心，她提出應設立一個紀念日來紀念默默無聞奉

獻自己的母親們，可是這個願望尚未實現，她就逝世了。安娜說

服了她母親所屬的教會，在她母親的忌日（五月的第二個星期

天），舉辦母親節慶祝活動，後來也成為安慰歐戰中失去兒子或

丈夫的女性。1913 年，美國國會將每年 5 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作為

法定的母親節，並規定這一天家家戶戶都要懸掛國旗，表達對母

親的尊敬，而安娜的母親生前最愛的康乃馨也就成了美國母親節的象徵。 

中國人重視對父母的尊敬，聖經則強調使父母快樂，『願你的父母歡喜，願那生你的母

親快樂。』（箴言 23 章 25 節）為人子女要趁父母健在的時候，把握機會，使他們歡喜快

樂！「母親節」的意義也應在此！我們要讓父母親擁有「天天都是父親節、母親節」的快

樂。至於怎樣慶祝、吃不吃蛋糕、送不送鮮花，是否上茶樓，都只是旁枝末節的小事了。其

實每個母親的貢獻常常被人忽略，母親節正是讓人們重視女性作為母親的地位及貢獻。 

分享互聯網上一則小故事——獻給天下母親 

兒子養不起年邁的母親，決定把她背上山丟下去。傍晚，兒子說要背母親上山走
走，母親吃力地爬上他的背。 

他一路都在想爬高點再丟下她，當看到母親在他背上偷偷往路上灑豆子，他很生氣
地問：「你灑豆子幹什麼？」結果母親的回答讓他淚流滿面：「傻兒子，我怕你等會兒
一個人下山會迷路。」 

【父母的愛伴隨著你一生，哪怕他們已經年邁 】 

今年基真堂在母親節前夕（5 月 11 日，星期六）舉辦

了以下活動，希望你和孩子，甚至和你的父母都來參加。

下午 2:30「週六崇拜」：母親節專題講道，由岑陳月晶師

母主講，所有母親將獲贈禮物。 

崇拜後往尖沙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精采的「探本溯

源：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展」，由專人帶領導賞，專車接

送往返，免車費及入場費。出發前更邀得梁勝棋校長主講

「聖經史地文化」，暢談聖經事蹟與考古歷史，不容錯

過！因名額有限，本堂將於 8/5 前個別致電回覆報名結果。 

 

基真堂母親節活動─報名表格（直接交回一樓基真堂辦事處） 

本人會參與基真堂於 2013 年 5 月 11 日舉行的活動： 

1.  下午 2:30「週六崇拜」 

2.  下午 3:15 講座及參觀「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展」 

聯絡人：                  聯絡電話：            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               

基真堂 11/5 母親節活動回條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 

出席人數：________ 

收表人簽署：_________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_ 

 

因名額有限，本堂將於 8/5 前

個別致電回覆報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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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吃飯要付錢嗎？                           梁勝棋校長 
「校長，你吃飯要付錢嗎？」一位學生如此問。 

    學校飯堂有六百座位，可以容得下三至六年級學生一起午膳，一、二年級則留在課室進餐。 

    校長每天都在飯堂和學生一起午膳，且經常更換位置，好讓接觸不同學生，也可以天天親自

監察學生午膳的質素。 

    吃飯初段時間容許輕輕交談，待音樂聲起，大家才保持安靜（吃飯

時老師會播放古典音樂，既是寧靜時間的訊號，也藉悠悠的樂韻陶冶性

情，洗滌心靈。）正吃得滋味，鄰座一位學生好奇地悄悄問校長（音樂

未響，還可以輕聲交談）：「校長，你吃飯要不要付錢？」 

    校長回答說︰「要！為甚麼不要？人人都要付錢。你們付多少，校

長也付多少；你們吃甚麼，校長也吃甚麼。」 

    校長隨即引伸：「每個人都是天父的兒女，人人應當平等。不要因為我是校長就可以白吃或

者少付分文，無論任何人都應該守法，無論任何人都應該重視公平原則，無論任何人都不應該享

有特權，學校如此，社會如此，國家也應該如此。」身為校長，更應該以身作則。 

    校長進飯堂吃飯，從來都不需要飯堂特別照顧，例如準備甚麼「校長餐」，可能是肉厚一

點，菜多一點。而是跟學生一起排隊，隨機提取一份供應學生的食物。飯堂職工見校長輪到跟

前，有時也會刻意在校長的盤子多夾一些菜，校長必然謝絕，表示學生吃甚麼，校長便吃甚麼。

學生三隻雞翅，校長也就三隻雞翅；學生兩小塊魚柳，校長也是兩小塊魚柳。學生如不够吃，校

長寧可要少一些。 

    談到飯堂，附帶一提閱讀風氣。 

    閱讀風氣跟飯堂有甚麼關係？有！ 

    校長經常追求學校有三種聲音：「讀書聲、音樂聲、歡笑聲」。 

    其中「讀書聲」就是培養讀書風氣，包括多看課外書。學校在這

方面也費了不少心力，用鼓勵，用獎賞都有了，效果總是強差人意。

近年加了兩招，一招是每天設早讀課，見效了；另一招是硬性規定學

生必須帶備圖書進入飯堂，飯後看書，也見效了。起初學生是嘟著咀

兒，被逼帶書進入飯堂的（一點也不民主），久而久之，不少學生卻

愛上了在飯堂閱讀，除了飯後看書，有不少學生索性一邊吃、一邊

看，甚至因看得入神而忘餐，這樣當然不理想，會影響消化和食慾，教人啼笑皆非。其實校長和

老師的的原意是吃完飯才看書，不是邊吃邊看。又要三令五申，再次說明原委，情況改善了。看

到學生如此投入，校長倒也暗自歡喜。 

    孩子知道你愛他嗎？                          暖流特約記者  
    在 2 月份家長學堂裡，吳小麗女士（註冊社工，基真堂會友）與家長分享了以上這個重
要的題目。親子關係繃緊，有時源於孩子並不理解和感受到我們對他的愛。講者要我們回
想：我們年少時怎樣知道父母的愛？有哪些片段是我們仍能記起？要傳遞愛，最直接和實際
的是「行動」，例如以說話（多欣賞）、身體動作（如擁抱）或書信（一張便條，或送張金
句卡也可）等實質的方式來表達。 

要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講者從一個「家庭盟
約」的角度來闡釋四項重要元素： 

1. 愛護孩子和被愛護（委身於作父母的天職）：作
父母是一生之久的關係與責任，無論孩子表現如
何，讓我們都真心去愛。 

2. 寬恕孩子和被寬恕（常懷恩典與盼望）：基於
愛，有原諒家人的氣度，彼此寬恕，沒有人十全
十美，對家人存合理期望。 

3. 服侍孩子和被服侍（給孩子充權，讓他的能力感
得以發揮）：在家庭生活中體現施予與接受，互
相服侍，多說感謝的話。 

4. 認識孩子和被認識（和孩子進入親密的關係）：互相了解，建立親密感，按孩子的成長
階段明白他的發展需要，多聆聽。 

願愛與被愛在家庭中能更豐盛，福杯滿滿盛載！歡迎你參加基真堂的聚會，再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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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家長學堂──福音晚會                特約記者  
每年復活節前夕，基真堂和基真小學都會合作，家長學堂改以晚會的形式進行，與

家長和學生一同探討基督教信仰。今年我們的社會
因面對各項誠信問題，福音晚會亦以《難以「至」
信？》為題，讓我們反思應如何面對人生的抉擇。 

當晚首先由老師為我們分享詩歌，接著由基真
堂的弟兄姊妹以短劇、見證等的形式，分享日常各
項和「信用」有關的小趣事，到如何在教會，在基
督裏得著信心。最後由趙錦誠執事給我們的信息，
分享他從小以來如何以基督的信仰，面對不同的生
命問題。 

至於學生方面，曾姑娘為同學們預備了製作棉
花糖的活動，到底曾姑娘如何從製作棉花糖看出人
生道理來……就要問問當晚有參與的同學了。 

總之不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也渡過了一個既
快樂又充實的晚上，更有家長立志相信耶穌哩！若
果你今年沒有出席，那明年約定你了。 

《暖流》親子樂悠遊                                            

基真堂《暖流》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五)舉行「親子旅行」活動。學生可透過此活

動認識棲息於不同生境的有趣生物，增加對大自然之認識。家長亦能藉此機會與子女親親大

自然，到戶外遊玩一番。活動不但富教育意義，並可促進親子關係。活動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九時 

（敬請依時，逾時不候） 

 

活動內容 

大潭郊野公園（位於港島鰂魚涌） 

參觀林邊生物多樣性自然教育中心、小組活動

及自由活動 

集合及解散地點  基真小學有蓋操場  

對象 基真小學學生及家長 

名額 50 位（繳費作實，先到先得） 

解散時間 約下午三時三十分  

費用 
大小同價：每位$15 

3 歲以下的幼童不另收費，但報名時需註明，作保險之用  

查詢及報名 
可致電 2958-0958，聯絡蕭浩華事工幹事或岑樹基牧師。如欲報名，請填

妥報名表連同車費到基真小學一樓基真堂繳交，額滿即止。 

備註 

1) 參加者需自備午膳及飲品 

2) 如出發當日上午八時正，天文台正懸掛或預告將會在三小時內懸掛： 

a. 三號風球或以上，b. 紅色或以上之暴雨警告訊號，活動將會取消。 

如當日遇上小雨或一號風球，是次活動將如常舉行。 

 

基真堂《暖流》親子樂悠遊─報名表格 

本人會參與《暖流》於 2013 年 5 月 17 日舉行的親子旅行： 

報名日期：            人數：________  費用：___________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姓名：                 

《暖流》親子樂悠遊─收據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 

出席人數：______________ 

已收費用：______________ 

收款人簽署：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