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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五日派發

施比受更為有福──Watoto接待家庭分享 - - 一智班 黃恩信家長
時間飛逝，還記得約在五年前，公司有一位同事問我
會否有興趣做非洲小朋友的接待家庭，即是接待他們在我
家裏住上一週。當時心裏面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太願意，覺
得自己的家沒有多餘的房間，而阿仔當時只得一歳多，怎
會有空間和時間去額外接待三個人在家居住呢？但當我認
真為到這件事禱告的時候，上帝給我的經文大意是「客要
一味地款待……可能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這就開始了我們家接待 Watoto 的日子，我們已連續接待了四年，今年將會是第五年，
接待他們的過程真的好像接待天使般有所得著。其實我們所付出的真是很微小，主要是負責
他們出入的交通和接待日子的起居飲食等等，就好像經理人帶他們去到表演的場地和接他們
回家。
正正因為接待他們在家居住，所以五年前有機會第一次觀賞他們精彩的表演以及聆聽他
們活生生的見證時，真的感受到耶穌的愛實在是太偉大了。可以將一班被遺棄的小朋友，由
本來沒有自信、處於飢餓、生活癲沛流離的情況下，透過 Watoto 去拯救他們，讓他們生命
滿有盼望。Watoto 跟其他照顧孤兒機構最大的不同在於不只照顧他們溫飽，還帶給他們愛以
及培育他們成為領袖去改變他們的國家為最終目的。他們不是住在孤兒院，而是每間屋也有
一位 Watoto 媽媽照顧他們，像一個家庭有兄弟姊妹一起健康成長。此外，還透過世界性的
巡迴表演去拓闊他們的國際視野。
在 Watoto 的村莊裏，每個小朋友只有一次機會參加
世界性巡迴表現，每次為期數個月。事前的練習不在話，
最欣賞他們在旅途中也繼續學習、測驗和考試，這給我們
的小朋友很好的學習榜樣。每次與他們一起進食，也感受
到他們對食物的珍惜，絕不浪費，這亦是我家小朋友很好
的身教。他們也不介意睡在地版，能屈能伸的精神也藉得
表揚。
雖然我們兩個小朋友只有 4 歳和 6 歲，但這些與非洲小朋友相處的機會是非常難能可
貴。他們從中學懂珍惜以及明白自己真的是很幸福，因為世界上存在很多不幸的人，他們更
學會要多些幫助別人。而我自己就發現溝通真是無疆界，每次看見自己的孩子與非洲小朋友
相處的時候，他們很快就很熟落，身體語言勝過一切。另外一個額外收獲便是我們一家人多
去了香港不同的地方和景點。當我們要跨區接送的時候，便會順道去那區遊玩一番。最重要
是我們可以一家人一起參予這個服侍，體會到施比受更為有福（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聖經使徒行傳 20 章 35 節）。
我們現在也是非洲小朋友的助養家庭，每月贊助兩位小朋
友。若上帝的恩典許可，期望待小女升上小學後（再多兩
年），我們一家人能一起去 Watoto 在非洲烏干達的村莊幫忙
興建房屋和探訪所助養的小朋友。最近得知 Watoto 將會在
10 月 28 日在基真小學有表演，真的很興奮和感恩，能夠在阿
仔小一的學校欣賞他們的表演，深願他們能夠成為基真大家庭
各成員的祝福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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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善事和好事的反思 - - - - 主編 梁溢珺
相信大家都記得暑假期間掀起的冰桶挑戰狂熱，筆者身邊
很多朋友參與這項活動，那時的臉書（Facebook）常出現一段
段淋冰水的片段。雖然媒體曾呼籲大眾響應挑戰之餘，多關注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亦稱「漸凍人症」）患者，
可惜事件逐漸地變質，連幼童不知為了甚麼，都被父母淋冰
水。究竟慈善活動除了要有趣吸引大眾參與，捐/幫助有需要
人士外，我們在當中又會學到甚麼東西呢？
以身作則！ 行善需要悉心教導
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同樣行善都需要好好預備。好多人以為存好心，做
好事是一件簡單的事，原來都不是這麼容易做到。例如在交通工具上讓座予有需要人
士，筆者在童年也曾經為坐地鐵找得一座位而驕傲，現在見到有小孩這樣做，不禁會心
微笑。有時一個單純的行為，大家不曉得讓座予有需要人士之義，很容易會產生一種誤
會，就是付了車費就應該有座位，結果在報章和互聯網上不時就見到為爭位而爭執、打
架的文章片段，確是一件負面的教導。
記得 8 年前，筆者曾帶同當時就讀 K2 的表妹，於某一個週六上午賣旗，記得表妹
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點解有啲人唔買旗嘅？」因為表妹年小時與筆者一家生活，
每逢賣旗、義賣等慈善活動，我們都盡可能停下來參與，對表妹而言是一件普通而又正
常的事，所以筆者只好跟她解釋，賣旗是幫助機構籌款，以幫助有需要人士，我們用心
付出了就可以，至於其他人我們就可以多點鼓勵，善事要由心而發才是最好。
霎時感動？ 行善需要持之以恆
行善也看重參與者的心，包括參與者是否具有愛心、耐心、細心
等。筆者偶爾帶同青少年去探訪長者，事前會跟青少年簡介長者的起
居生活，身體變化，好讓青少年有心理預備，不致於上門時發生各種
尷尬情況。雖然如此，但實況卻有很多預計之外的事，所以筆者會勸
喻青少年多忍耐，多用心留意長者的需要，也許將來老了，我們也面
對長者的處境。為了令義工們多了解服務對象（別人）及建立友好關
係，筆者建議同類的義工服務參與次數可長達 5 次。
如果你有心捐助某些慈善團體，除了心裡備受感動，你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去尋
找你認為合適的慈善團體捐款。每一個慈善團體都有使命、遠象和受惠人士，有些慈善
工作更是恆常事工，他們需要有人心持續地參與其中。就如一個助養兒童的人，他們真
心關注不同地區的兒童，才承諾助養孩童至成人。所以造就一件善事，你可能要付出金
錢、時間、愛心，更是教導孩子做個有責任感、願意承擔的人。
有趣好玩？ 行善需要認真看待
就 以 10 月 份 舉 辦 的 「 鼠 戰 中 環」 、 「 抬 轎 比
賽」的慈善活動為例，大家見到每年的宣傳片段，
新聞報導都覺得頗新奇有趣，有的扮成小老鼠穿梭
鬧市，有的裝扮古怪抬轎上山，兩者其實都是為本
地慈善團體籌款。或許大家會誤以為抬轎比賽的受
惠機構是明德國際醫院，原來基金的受惠機構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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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未能得到香港公益金、香港賽馬會或政府資助的慈善團體，所以在玩樂的時候不妨
留意一下受惠機構，提升對人事對事的敏感度。
今日的社會，為了鼓勵大眾參與義工運動，表揚好人好事，不少的機構會為義工們
填寫服務時數。筆者曾見過一些協助步行籌款的女生，穿上高跟鞋，打扮得十分艷麗出
席，尊重場合和別人是正確的，但請你也想一想做善事的目的是甚麼，是真心幫助別
人，還是做給別人看，所以在適當時候就當做適當的事。
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20:35。大家在做事前多
想清楚，不要輕忽你的作為，因為你的一句話、一個行為，都會對人對事有間接的影
響。祝福大家能珍惜你所有擁有，知足常樂，且能將你的快樂分享給別人。或許你未必
做到日行一善，只要你常存好心，多做好事，相信能為社會加添更多正能量。

買旗．賣旗-

-

-

-

-

-

-

-

-

-

- 編委 潘家輝

還記得小時候每逢看見街上有賣旗籌款活動時，義工身
上會掛著小錢箱，而我總會嚷著父母給我一點零錢，然後雀
躍地把硬幣投進小錢箱裡去，因為我喜歡義工手上拿著的那
些小貼紙，因他們會把小貼紙貼在我的衣服上。還記得當年
的小貼紙大多是紅色的，雖然我不太清楚當中意義何在，但
媽媽教導我那小貼紙可作「以資識別」的記號，所以當天
「買」一次「旗」便足夠了。還記得後來小紅旗曾變成附上
大頭針的小紅花，其後又變成印有慈善團體標誌的小貼紙，
錢箱亦演變成錢袋。但無論如何，有一樣東西是沒有變的，就是每當父母給我一點零錢作
買「旗」的時候，他們總是從腰包裡淘出一個面額較小的硬幣給我作捐獻，這也許是我年
幼時的家景並不富裕吧！但在我看來，以最小的金錢「買」到想擁有東西不是很明智的決
擇嗎？
這觀念一直陪伴我成長且沒有半點改變，直至今年的夏
天，一個親子賣旗活動的體驗改變了我對捐獻的心態。其實我
是一位很少跑到街頭當義工的父親，那天大清早和與孩子便趕
到了學校裡去報到，希望可以早一點提取小貼紙和錢袋出發。
當我們接到了一疊數量不少的小貼紙後，心想必要加把勁才可
以在指定時間內完成這服務。我們立即跑到熙來攘往的港鐵站
出口作據點，然後逐一向路過的市民募捐。孩子與我分工合
作，他負責向路人邀捐，而我負賣收捐款和答謝，不消三小時
的努力，錢袋已經滿滿了。
當中有兩個情景令我有很深刻的體會，亦改變了我對買旗這籌款活動的看法。以前我
以為普遍市民大多數會以小硬幣作買旗，但我卻觀察到有不少的市民願意付上十元或二十
元作捐款，看得出他們所作的不是一個「買」的行為，而是一個發自內心的捐獻。另一方
面，當我不時提醒孩子向路人邀捐前可先看看別人衣服上有沒有貼上小貼紙，但孩子的動
作卻永遠比他眼睛所看見的來得迅速，偶然也會向貼有「以資識別」記號的途人邀捐，使
相方變得十分尷尬。但出乎意料，也曾有途人願意作多次捐獻，這實在是我意想不到的。
自此以後，我口袋裡沒有零錢已不再是給自己迴避募捐的藉口，如果能力許可，大家也不
妨考慮為有需要的人多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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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疚」中學習----高年級崇拜學生回饋 - - - - 曾詠珊校牧
九月二十四日高年級崇拜講道題目是「耶穌----赦罪的主」，經文：約翰福音 8 章 111 節。岑牧師先從正生書院的學生講起，他親身見證濫藥的年青人雖犯錯但致終改過的生
命，不過當正生書院申請梅窩校舍時，卻受到很大的反對。這事叫我們反省，我們待人是
否有恩慈，我們會否給予人改過的機會呢？
約 8：1-11 提到法利賽人押了一個行淫時被捉的婦人來見耶穌，要耶穌治她的罪（律
法要求要用石頭打死犯姦淫的人），也從中找耶穌把柄。耶穌在群眾中蹲下在地上畫字
（有人估是在寫形形色色的罪行名稱），一陣後耶穌抬頭問眾人，誰沒有罪的可以先手拿
石頭打死那行淫的婦人。最後，沒有人動手，且一個個離開了，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自以
為沒有過犯。反思既然每一個人都有過犯，在內疚的時候我們都渴望得到別人寬恕，被再
接納，被愛和寬恕，使我們面對他人犯錯時，叫我們更有同感心，懂得饒恕別人，以恩慈
相待。
高年級的同學體會甚麼呢？讓我們來看看學生們在周會中的回應……

很欣賞同學坦誠面對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雖然情感上會覺得不安、後悔、內疚，是
不好的經驗和感覺。但同學從錯誤中勇敢的改過，明白到我們做錯的事會傷害關心我們的
人，損害我們品格，能認清事實、感受、反省、改過是品格建立的一個歷程。從中我們學
會以恩慈待人待己，因為主「饒恕我們的過犯，如同我們免了別人一樣」。還有更多同學
寶貴的分享，放在有蓋操場旁「與耶穌基督相遇的角落」的壁報上，給予我們啟發，大家
不要錯過呀！亦歡迎同學於周五小息校牧室時間，來基真堂找我們分享這個題目的心得。

＊＊＊＊＊＊＊＊＊＊＊＊＊＊＊＊＊＊＊＊＊＊＊＊＊
28/10 基真小學 Watoto 音樂會
（晚間 7:30-9:00）招募義工：
1
2
3
4

我們需要的義工
司事
15 名
助養及行政
15 名
銷售
20 名
男性搬運義工 10 名

義工當值時間
開場前 2 小時及完場後 1.5 小時
開場前 1 小時及完場後 1.5 小時
開場前 1-2 小時及完場後 1.5 小時
開場前 1 小時及完場後 1.5 小時

音樂會當天有義工簡介解釋當日流程及安排，亦會按需要調動人
手。義工報名及查詢可聯絡基真堂曾姑娘（Tel. 2958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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