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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2014/15 年度 3 月份家長通訊
親愛的家長：
上星期五，區會一眾老師在「羊」年開學日首天，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日，目的是不斷提
升教學專業水平，造福學生。中央校董會馮主席在開幕禮，以「羊」作勉勵。他指出羊是反
芻動物，吃了東西後，會在休息時重新咀嚼，再將磨碎的食物咽下，進行真正的消化。正如
學習也是需要反覆思考，聽完了一課，也要抽出時間反思及應用，才會真正吸收，成為老師
專業成長的養份。
我相信學生的學習也是如此，老師安排的功課、默書、評估、考試等，都是讓學生溫故
知新，反思及應用，將知識融匯貫通。早前有一位家長向老師表示十分困擾，因為子女須做
功課至晚上十一時。老師了解後，發現學生放學後沒有大人照顧，父母九時許才回家，那時
學生才開始認真做家課。及後，老師、社工與家長會晤，為學生安排功課輔導，並交流教養
子女的方法，情況有所改善，實在令人欣喜。
我們都知道小學生仍是在成長階段，很需要父母師長的愛護、指導及扶持，就如羊的其
中一種特徵，牠們完全沒有方向感，一隻羊如果沒有牧羊人指引方向，牠很容易就迷路了。
聖經約翰福音十章十節：
「耶穌說：
『盜賊來，無非要偷
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 (或作人) 得生命，並
且得的更豐盛。』
」感謝主耶穌願意付出，捨己救屬我們脫
離罪的權勢，讓信祂的人得著生命豐盛。願我們一同學習主
耶穌的榜樣，照顧好上帝賜給我們的小羊──我們的孩子，
指引他們成長的路，得著豐盛的人生。
3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8:00-8:45 繼續舉行每月「家
校茶聚」，是次主題為「如何幫助子女準備默書」，由本校老
年初二朋友農場出生的黑色小羊

師主講，讓家長了解如何幫助學生培養溫習默書的習慣。
敬祝
身體健康！福杯滿溢！
校長

黃靜雯

謹啟

2015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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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學中尋找生命的故事 - - - - - - - - 陳瑞茹老師
一月份有機會帶一班小五的同學參加台灣遊學團，這次遊學的主題是生命教
育與藝術學習。在旅程中，發現不少生命成長的故事，更深體會生命教育的意義和目的，
是幫助學生主動去認識自我，進而尊重自己、熱愛生命，並培養社會能力，提昇與他人和
諧相處的能力。願意在此一同分享其中的生命故事點滴。
記得在出發前派發分組及分房名
單的一天，甲同學於放學時在家長陪
同下，希望老師為她安排調房，原因
是她的同房乙同學，二人自一年級開
始關係已經很差，相處上有很大困
難，直到如今仍未解決。結果老師作
了調動，但仍安排在同一組別內，盼
望她倆透過是次旅程的相處，能夠打
破隔膜，打開心結。在一次午膳時，
甲同學不小心遺失了一枝筆頭上的裝

台北湖山國小校園內的一間樹屋，同學平日可以在這
地方談心事。

飾物，同組同學都蹲在桌子下幫她尋找失物，連乙同學也認真地幫她找，甚至拾起了地上
的雞骨誤以為是失物，但卻不以此為髒，雖然最後也尋不着，可是同學們那份熱心，不怕
髒、不怕麻煩，令人很感動。老師於事後立即向甲同學分析，乙同學雖然與她的關係不
好，但為了幫她尋回失物，不計前嫌，不怕髒，積極為她尋找，可見同學間其實可以放下
彼此的成見，盼她們能早日解開心結。在往後的旅程中，但見她倆也有說也笑，沒有芥
蒂。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成長。
遊學中，有一位同學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在校的
成績一般，但在這次旅程中，卻讓老師和同學們發掘出
她優勝之處，更成為今次遊學團表現最突出的一個。記
得第一晚入住酒店時，她們那房間的燈出現問題，便主
動致電服務櫃台請服務員幫忙，剛巧我巡房經過，見她
禮貌地主動多謝服務員的幫助，令我有點驚喜，欣賞她
與人溝通的能力。在參觀台北湖山國小時，老師們事前
請同學們準備一份小禮物，送給該校的同學，她卻還預
備了一張有香港特色的名信片，送給湖山國小的校長，
但因當時校長不在場，她也能勇敢地向該校的主任提
出，結果由那主任代為轉交。我在旁為他們拍照時，心
裏很感動，真是一個成熟的孩子！她的表現也成為自己
同學為台北湖山國小預備的香港
特色名信片。

的提醒，每個學生都有其獨特之處，作為老師，應該更
多發掘他們的優點，並加以培育發揮。

我的組別中有一位同學，平日給人的印象是沒禮貌，容易發脾氣。遊學團初期，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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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易發脾氣，但在老師們的不斷提醒、鼓勵下，見她很盡力地改變自己，有幾次見她的
脾氣快要發出來了，可是最後還是自我約束，我看在眼內，心裏為她鼓掌。每個人都有不
同的個性，能夠真正認識自己，看見個人弱點，加以改進，這也是生命成長的歷程，更新
而變化，改進的過程中需要人提醒、支持和鼓勵，盼望我們能夠成為孩子成長路上的伙
伴。
這次旅程，大家都感受到台灣人的
熱情，見面打招呼、幫忙說謝謝的聲音
在耳邊不停響起，同學最初也不習慣，
感到有些拘謹，但後來也逐漸被這種環
境薰陶，主動說「您好！」「謝謝您！」
「早！」感覺很溫暖、親切！記得 12
月參加教育學院生命教育台灣學習團，
曾參觀一所學校，該校每一位學生都主
動地向我們一班陌生的到訪者打招呼，
用 充 滿 自 信 而 禮 貌 的 聲 音 說 ：「 老 師

湖山國小校園內有一條清澈的溪澗，同學們在這裏發
現小生命──蝌蚪！

好！」言語並不需要花費，卻能營造溫暖、親切的氣氛，打破隔斷的牆，拉近人與人之間
的距離。或許這正是我們需要學習的，盼望大家把這份熱情帶回香港，感染身邊的人。家
庭、學校、社會的環境對一個人的薰陶很重要，孟母三遷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們期
望這一代的孩子在怎樣的環境下成長，便需要為他們營造積極、正面的環境。這次遊學團
快要結束時，與同學們分享所學，大家都認為這次遊學可以學習到獨立和自律的生活，與
同房彼此照應、提醒，能夠欣賞對方的優點，檢視自己的缺點，取長補短，這過程也是成
長的重要一環。
遊學團雖然已經結束，但生命的成長才剛剛開始，盼望同學們藉這次經歷，真正認識
自我，進而尊重自己、熱愛生命，讓生命的故事繼續滋長、蔓延與茁壯，讓我們繼續在生
活中尋找、發現生命成長的痕跡。

信的人凡事都能！粵曲福音晚會
內容：粵曲獻唱、兒童活動、獎項頒發、見證及信息分享
時間：二零一五年三月廿七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四樓禮堂
獻唱：頌主福音粵曲合唱團─葉嬋女士主領
主辦：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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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堂：理財之法----如何培育孩子的金錢觀念
特派記者

潘家輝

新年祝福大家身心富有，主恩滿溢！小孩子在新年特別興奮，除了節目多多之外，
豐厚的利是錢更是吸引。而如何培育孩子的金錢觀念，更是父母的一大學問。本年一月
廿四日的家長學堂，我們邀請到 BRAIN UP 發展總監關顯彬先生，為我們分享教導孩
子金錢觀念的心得。
關先生引述早前報章的報導，一位小六學生乘搭巴
士時，疑因八達通不夠錢而一擲 500 元鈔票支付 4.9 元車
資。大家即時可能會問一個問題：「這孩子為何這麼豪
氣？這孩子對花這 500 元鈔票有（肉赤的） 感覺嗎？」
。
從傳媒追訪下，原來他爸爸每星期給予他 800 元零用錢，
扣除早餐、上學和放學的巴士車費外，其餘均可自由使用。這生活故事叫我們作父母的
反思，怎樣才可培養孩子有正確的金錢觀念……
關先生指出，每一個人對金錢都有不同的「價值」判斷，雖然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
有不同的判斷，但都不外乎一個原則---- 就是「值」與「不值」。所以即使是同一個背
景，有人可能會改乘的士，因為支付的士車資總比用 500 元乘搭巴士來得「值」；又或
者有人會選擇誠懇地向巴士司機表示不夠輔幣並承諾下次補回差額等方法去解決。很明
顯，前者對那「500 元」鈔票給與了一個很低的價值，而後者則較高，做法較為合理。
那麼怎樣才可以令孩子學懂理財呢？ 關先生指出首先要教導孩子金錢從何而來，
這可以讓他們透過一些日常生活的觀察去領悟。關先生為要教導他的女兒這些一般孩子
難以掌握的觀念，他特意帶女兒到茶餐廳後巷去觀察時薪只有 28 元的洗碗嬸嬸的工作
情況。女兒透過短短十五分鐘的數算，一隻一隻用勞力清洗的碗碟，她親身體會到金錢
原來是很辛苦地賺取得來的，這觀察令她深深體會到 28 元的「價值」是嬸嬸默默地工

作一小時換取的回報，而不是在櫃員機隨便按幾個按鈕就可以輕易得的！
其次， 家長亦要教導孩子怎樣

儲蓄及花費金錢。 先談儲蓄，關先
生指出自小便要教導孩子「積少成
多」的道理，例如將零錢用半透明
的錢箱儲起，看見儲蓄的成果。要
恆切儲蓄，並要為儲蓄建立目標，
孩子才會體會到透過自己努力達成
自己願望的滿足感。當儲蓄目標達
到後，要讓孩子學習怎樣花費金
錢。關先生鼓勵大家 要容讓孩子從

部份儲蓄中買一些他們心儀的東
西，好讓他們產生動力為下一個目標儲蓄，這樣才可使儲蓄變成習慣。家長要有心理的
準備，孩子買的東西未必乎合家長的心意，但在孩子的消費中，引導他們明白不同的價
值，在儲蓄（未來的使用）、消費（即時的享受）和與人分享三方面作一分配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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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關先生強調要教導孩子時常學會知足感恩，不要為「消費」而消費，要學習

追求一些非物質的滿足，例如多享受日常生活中有益身心的消閒活動，例如獎勵孩子不
是單以物質或金錢，他獎勵自己的女兒時，是「爸爸陪她」吃雪糕，而不是單單吃雪
糕。
錯過了是次講座，可以透過關顯彬先生一系列的著作：《小管家理財方式》2008、
《理財理出智慧》2009、《生命轉捩點》2010、《刻苦孩子不怕痛》2012、《讓孩子心中
有數》2012、
《進入孩子心靈的蜜語》2012.....分享關先生對理財精闢實用的心得。

「饒恕的禮物」一月份低年級周會 - - - - - 曾詠珊校牧
1 月 29 日低年級周會，黃靜雯校長分享「不饒恕人的惡僕」的比喻，帶出耶穌
教導我們學習饒恕別人的過犯，因為我們在成長中也不斷得到父母長輩、朋友同儕、
天父恩慈的對待，給予我們改過的機會。因此，我們也當給予身邊人的改過的機會，甚至是
「七十個七次」(即好多好多次機會！)。
而且，同學亦感受到，常常記著別人的過犯，自己其實也很辛苦，甚至令自己也很「煩
惱」，「生氣，對個人身心健康也沒有好處」。相反，能原諒別人可以「釋放自己的怒氣」，「增
加包容和體諒，大家相處就更和諧愉快」。

很欣賞同學小小年紀就懷有大智慧！面對近月國際政局，香港氣氛，甚至每天日常生
活，能恕能諒令世界加添更多愛。

馬太福音 6：14「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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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活動剪影
2 月 5 日 聯校棒球比賽

2 月 6 日 學校舞蹈節比賽

棒球小伙子，比賽場上積經驗、練球技！
2 月 7 日 家教會旅行

服飾絢麗，舞步輕，節拍勁，勇奪優等獎！
2 月 12 日 區會小學聯合水運會

三棟屋賞古蹟，錦田樂燒烤。
2 月 13 日 山狗校長盆菜宴表演

勤練習，鬥志堅，游泳健兒奮力奪佳績！
2 月 16 日 中華文化日

豎琴清雅，木笛美妙，合唱精湛！
利是掛飾，如意吉祥賀新禧！
歡迎瀏覽本校網頁欣賞更多活動照片！http://www.keichun.edu.hk

暖流「標誌設計」比賽得奬名單 -

-

-

-

-

-

-

-

-

-

- 編輯部

大家有沒有留意今期《暖流》的標誌不同了？是的！今期《暖流》已經轉用了一系
列全新的標誌，而所有得奬標誌亦在上一期《暖流──號外 134》內刊登了，多謝各位的參與，
亦恭賀各位得奬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初級組
二望 劉天嵐
二望 區綽嵐
二愛 廖梓延
一愛 杜政諺
一智 周恩霖
一智 黃恩信

中級組
四愛 陳愉晴
三愛 吳柏謙
四愛 范巧晴
三信 陳靖朗
四智 蘇凱茵
四智 蘇佩如

高級組
六誠 葉穎心
六誠 朱穎嵐
六望 賴詠恩
五望 張俊嶸
五智 姚靖柔
六望 鍾藹寧

五信
二望
二望
二信
三愛
五望

公開組
盧嘉兒家長：盧榮基
區綽嵐家長：區啟和
劉天嵐家長：劉偉強
張 諾家長：張建雄
康卓鋒家長：吳佩詩
張俊嶸家長：林櫻櫻

頒奬禮將於 3 月 27 日晚上，粵曲福音晚會內舉行，請各位得奬者到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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