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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媽媽： 

  這不是我第一次寫信給妳，我總

會在節日寫信給妳，感謝妳，說我愛

妳，儘管如此也比不上妳的照料，從

我出世，父親出國工作，妳獨自一人

照顧我們，又做媽媽，又做爸爸，妳

每天又為我和姐姐的衣、食、住、

行，整日操勞和奔波。我心裏明白，

妳心中的委屈和煩惱，只能埋在心裏

自己去忍受，但當我和妳說：「我長

大了，有甚麼事也可以和我說。」我

看到妳在房裏大哭，我也幫不了，真

的很難受。但是我明明不想讓妳擔

心，難過，明明想做一個貼心的孩

子，想妳因我感到快樂，卻屢次和妳

吵架。「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 

女兒 

劉穎兒（六誠） 

二   暖流  2015.5.15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五日派發 

 聖經----母親的藍本 -  -  -  -  -  -  -  -  - 黎佩雯姊妹 

    作為母親，我最想兒女一生蒙上帝祝福。
因為上帝說：「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
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也要教訓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裏，行在路
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又要寫在房屋
的門框上，並城門上， 使你們和你們子孫的
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的
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樣多。 你
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一切的誡命，愛
耶和華－你們的上帝，行他的道，專靠他…聽
從耶和華－你們上帝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
咐你們的，就必蒙福。亅（申命記 11：18-22, 27） 

    因此聖經是教導我成為母親的藍本、從耶穌身上學習怎麼教導女兒。 

1． 耶穌愛禱告：剛成為母親時，我常感到驚惶丶焦慮，每當照顧女兒措手無助
時，我便會祈禱。每次上帝會用不同方法幫助我解決事情，漸漸地無論大事
或小事透過禱告交托，我就能輕鬆地照顧女兒。我亦教導女兒祈禱、凡事謝
恩、做錯事認罪。 

2． 耶穌愛說故事：由女兒出世開始，我會和她一起看聖經，講不同的聖經故
事、教導她要愛別人、禮讓他人等。聖經故事能幫助女兒塑造其溫順、開朗
的性格，使她喜愛照顧別人、分享玩具，更幫助她語言發展、有好的記憶力
和專注力。 

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我常常希
望自己做上帝喜悅的事情，遠離惡
事。我教導女兒也一樣，多教導她上
帝的話語，不人云亦云，盡量不隨從
潮流風俗。平時盡量帶女兒接觸大自
然、動物，使她知道上帝創造這美麗
世界。 

    聖經教導我如何成為上帝喜悅的母
親，上帝的話語成為我的左右銘，使女兒
一生蒙福。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上帝的話，謹守這
律法書上所寫的誡命律例，又盡心盡性歸
向耶和華－你的上帝，他必使你手裏所辦
的一切事，並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
地土所產的，都綽綽有餘；因為耶和華必
再喜悅你，降福與你，像從前喜悅你列祖
一樣。」（申命記 30:9-10） 

編者按：黎姊妹育有一女，全職主婦，熱
愛學習，經常參與查經班和學習日文，每
天禱告，與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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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爸爸媽媽： 

  近來工作忙嗎？我很掛念您們，每

天晚上看見您們疲累的身軀，就讓我很

擔心您們的健康，我最大的心願是看到

您們每天開心，健康和快樂。 

  我快畢業了！回想起來，是您們給

我默默的支持和鼓勵，才讓我有健康的

成長。您們不但要面對工作上的困難，

還要處理我成長上的問題，真的很感謝

您們。 

  我知道您們希望我能照顧好自己，

不要為我而擔憂。現在，我給您們承諾

我這生裡會照著主的旨意做每件事，孝

順父母，不要給您們不必要的麻煩，誠

心希望您們能相信我，在我困難的時

候，請繼續提醒我，在我疲乏的時候，

請給我關心和擁抱，拜託！ 

  祝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女兒 

賴詠恩（六望） 

 
插圖－張寶家（六誠） 

 我在外婆身上學做一個母親 -  -  -  -  -  -  -  -  - 胡惠群姊妹 

  執筆之時，適逢母親節，在此祝願天

下母親與家人共度一個歡樂的節日。 

  這陣子我十分想念我的外婆，因為是

她湊養我成長的。為使家人得以溫飽和生

活愉快，雙親每天都要辛勤工作，很多時

都由外婆打理家庭。記起外婆每天早起為

家人預備早餐，打點家中各樣事務，晚上

很夜才去休息，外婆真的很能幹。此外，

外婆會按我們的年紀教導我們生活技能，

買餸煮飯、洗衣縫衣，亦會安排姊妹們料

理家務，清潔家居。外婆年終無休地守護

家中各人。 

  除了學習自理，外婆還有會教導我社交禮儀、守時有禮、尊重別人、關心各人感受、

姊弟間相親相愛等，最重要是一團和氣和知足常樂。外婆的記憶力很好，她記得家中各人

的生日，會為壽星烚蛋分給各人吃。若我們要外出，她會吩咐我們早點回家，免得她擔

心。而外婆很喜歡與家人相聚，每當是節期或是家人的生日，總要我們一起相聚吃飯，共

聚天倫。這個傳統一直傳到今天，外婆真是我家中的瑰寶。 

  回想起年幼時，外婆常常手執一本紅色小書，拿著放大境，邊看邊讀，原來那是千字

文的書。雖然外婆沒有上學受教育，但她自學認識書中的每一個字。自從婆婆信了耶穌受

洗後，她每個星期天都帶著姊妹們一起

返教會敬拜，她說孩子從幼學習聖經，

認識真理，更可與同伴建立友誼，互相

勉勵。 

  當我作母親後，自然想起外婆的教

養方法，在孩子年幼時已將他們帶到主

面前，讓他們從小認識真理，認識獨一

真神的公義，有恩典和憐憫，其次是要

管理自己的品格，尊敬師長，愛護幼

小，家庭和睦，愛主愛人。 

  因外婆的恩惠，所以當我們遷新居

時我們邀請家母與我們一起生活，使孩

子們可與他們的外婆互動學習，孩子遇

著不明白的事可請教她。家母常用身

教，多於言教，孩子在婆婆的疼愛下成

長，作為母親的我當然是最開心。願家

母天天健康、快樂。 

編者按：「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累代

相傳，和睦共處，實為子女兒孫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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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父母： 

  這是我第一次為你們寫信，所以不

一定寫得很好。你養育了我這個「衰兒

子」那麼多年，你們總是把最好的給

我，雖然，現在成績不如其他同學，但

我會繼續努力。雖然，我有時覺得你們

很囉嗦，但你們也不放在心裏。等我有

出息後，我會給你們買房，買車，帶你

們出去各個國家旅遊。最後，祝福我的

父母，親人和世界各地的父母：祝你們

身體健康，萬事順利！ 

你的兒子 

陳佳龍（六信） 

親愛的父母： 

  你們好嗎？我每天都聽見你們說很

辛苦。小時候，我不但沒有幫你的忙。

還對你們發脾氣，你們肯定很生氣。謝

謝你們！謝謝你們在我傷心時安慰我，

開心的時候陪我笑，令我感到十分溫

暖，當我和妹妹吵架時，你們會幫我們

解決困難……雖然，你們會教訓我，但

你們是為我好的，謝謝你的溫暖，謝謝

你的安慰，謝謝你的愛。 

女兒 

蘇佩芝（六望） 

 愛得很「痛」  -   -   -   -   -   -   -   -  潘家輝弟兄 

  作為一個母親，懷胎十月並滿有期盼地等待

小生命的出生是一件何等快樂的事情，而母親對

胎兒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可每天從她們小心翼翼

地進出醫院為胎兒得到最週全的照顧而觀察得

到。 

  記得十多年前曾經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已

懷孕三十多週，隨着胎兒的體重日增，她開始感

受到腰部不適，有一次突發性的痛楚甚至使她連

走路也不行，痛苦得只有哭起來。她因為擔心服

用止痛藥後會影響胎兒，她選擇了強忍痛楚而拒

絕服用止痛藥物。這位母親的擔心可以理解，因

為她得悉在懷孕期間服用止痛藥有機會影響胎兒

的大腦發育，使兒童增加患過度活躍症的風險。 

  原來這位母親因她的工作關係已經弄傷了腰

部而未有發覺，直至懷孕後情況惡化後才被發

現。但感恩她到最後也能在沒有服用止痛藥的情

況下克服了痛楚，也順利地誕下小女兒。就這個

大城小故事，其實已經表現了母愛的「偉大」，

而這位偉大的母親......就是我的妻子了。 

  上星期日是母親節，其實懷胎十月誕下小生

命只是一個開始，往後這十多年妻子對兒女無私

的奉獻和關愛才是她讓我覺得可敬可愛之處。在

此希望兒女們能在這微細的事上明白母愛的「偉

大」，亦祝願我年老的母親身體健康、並祝母親

節快樂。 

編者按：潘弟兄與太太已婚多年，育有一對子女。 

 四月份週會崇拜學生回應：「耶穌－暴風兩中的主宰」 -  - 校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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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急救證書課程 -  -  -  -  -  -  -  -  -  -  - 校牧部 

  如果在廚房不小心被刀割傷了，怎麼辦？ 

  如果家中的長者突然暈倒了，怎麼辦？  

  如果小朋友從高處墮下，不停叫痛，怎麼辦？ 

  這些都是我們日常會遇上的事故，若果我們懂得正確的處理方

法，便可以減少進一步惡化。所以我們鼓勵大家一起來學習急救常

識。 

  課程內容旨在灌輸基本急救知識和技術予學員，使他們能為傷病者進行急救，例如：心

肺復甦法、人事不省、出血、休克、骨折及燒傷的處理等。 

課程日期： 5/7，12/7，19/7，26/7，2/8，9/8，16/8，23/8，30/8，6/9 

（逢星期日，共 10 堂） 

另 13/9（考試日）（出席率不少於 80% 即八堂，才可獲安排參加考試）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每節 3 小時） 

地點： 基真堂 

參加資格： 16 歲或以上成人 

收費： $300 （不包補考費用及訓練用品） 

導師： 由香港紅十字會提供  

參考資料： http://www.redcross.org.hk/hcs_faht_files/SFA_chi.pdf 

報名/查詢： 2958-0958 基真堂幹事 蕭先生 

備註： 所有報名者會個別以電話聯絡作實。 

 

 

〈基真堂．紅十字會合辦－急救證書課程〉報名表 

 

姓名：＿＿＿＿＿＿＿   聯絡電話：＿＿＿＿＿＿＿ 

 

年齡：＿＿＿＿＿＿＿  報名日期：＿＿＿＿＿＿＿ 

 

〈基真堂．紅十字會合辦－ 

急救證書課程〉收據 

 

茲證明已收＿＿＿＿＿＿ 

報名費$300 元正 

 

經手人：＿＿＿＿＿ 

日期：＿＿＿＿ 
 

http://www.redcross.org.hk/hcs_faht_files/SFA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