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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2015/16 年度 6 月份家長通訊
親愛的家長：
學校重視學生全人發展，在老師的悉心栽培下，同學在學科知識、品格表現、體藝
才能及關愛精神等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今年，學校將於 6 月 27 及 28 日舉行才藝匯演，
讓學生能展示體藝的才華。另外，畢業禮暨頒獎禮訂於 7 月 2 日(星期六)上午於本校禮
堂舉行，邀請得校監及校董作主禮嘉賓，歡迎家長預留時間出席，分享學生的學習成
果。小六學生畢業在即，本校訂於 7 月 4 日(星期一)為小六學生及家長舉行畢業聚餐，
地點為旺角帝京酒店，讓師生及家長在溫馨愉快的氣氛下彼此交流，回顧孩子在基真小
學成長的片段。
孩子們的學習不限於課堂所學的知識，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亦可學習如何待人接
物、規劃及善用假期的時間。今年學校於暑假期間為學生準備一系列學術及體藝課程，
亦有興趣小組及戶外學習等活動，培養學生多方面興趣、增進知識。其中暑假聖經班今
年的主題是「Amazing Power 大追蹤」，讓學生透過認識大自然，體會神是世界的主宰，
縱使變幻無窮，祂是掌管全地的主，賜我們平安的神。此活動讓學生對信仰有更深的認
識，身心靈得以健康成長，希望家長鼓勵學生參與。
「優秀教師表揚計劃」投票已順利完成，得獎者分別是羅順銘主任及趙曼娜主任，
恭賀兩位教師成功當選。在此亦多謝所有老師對學生悉心的栽培，以及家長對學校的信
任及支持，家校攜手培育下一代。
本校將於 6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8:00 舉行家校茶聚，主題為「電子學習多面睇」
，
由本校科主任介紹一些有關中文、英文和數學科的網上學習平台或遊戲，讓子女可善用
暑假，在家中進行自學。另外，本校社工也會與家長分享如何安全使用網上平台及管理
子女網上學習時間的方法，誠邀家長出席。
敬祝
身體健康！主恩常偕！

校長

黃靜雯

謹啟

2016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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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最好的禮物 - - - - - - - - - 校牧 曾詠珊宣教師
親愛的女兒：
謝 謝你 送給 我最美 好的 母親 節禮
物。爸爸說你偷偷多日用心畫和裝飾著
一個禮 盒， 承載 著學校 做的 頸鏈 送給
我，謝謝你。不過，媽媽更喜歡母親節
後星期一你送我的禮物----你讓我把你一
頭的長髮剪掉。
這頭長髮是你自出生以來長的，沒有為你剪過，已有七年了，鼓勵你（勉
強你）長長頭髮是出於媽媽我自少的心願，因為媽媽小時候是男仔頭，那時候
的環境差，小朋友很容易惹來頭蝨，婆婆又沒有時間打理我，所以只好剪得越
短越好。在媽媽心裏一直很介意，很不甘心，所以我同自己講，我會捍衛你的
頭髮，讓它長長，越長越好！
數年前有一次，你忽發奇想想剪頭髮，我唔捨得，碰巧經過為癌症病人捐
頭髮做假髮的廣告，我鼓勵你留長髮，他日可以幫助別人，你欣然答應，還記
得你天真的笑容。不過，當今年過年想為你轉變形像，上網查詢捐髮之事，卻
由捐 20 厘米增至 30 厘米（因網上說癌症的女童也想擁有長頭髮）你捨不得，而
且若剪了，你真的只剩下一個男仔頭了。我們決定讓頭髮再長一點吧！不過，
這幾個月來，你越來越喜歡你的長髮，常常反覆撥弄，又模仿卡通片的角色，
喜歡不同的做型，你說要把頭髮長到 pat pat……，看見你一面少女的樣子，真的
很可愛，媽媽心中也欣喜生了一個漂亮的女兒。
母親節後在 Facebook 上碰巧再看見捐髮的網址，我與你分享，你即時反應
很大，哭著說不要剪！不會捐！我沒有勉強你，我只想和你分享和認識多一點
捐髮的意義，癌症小朋友的困難和勇氣，算是生命教育的一種吧！但當我們從
youtube 認識到做真假髮的程序，特別是那個癌症女孩（4-5 歲吧）剛載上假髮咧
嘴而笑的面容，你哭著說願意捐出頭髮，那一刻你的愛心感動我，你願意為遠
方一個不認識的人犧牲自己的深愛，這是一份何等的美善，從你心靈深處流露
出來，一份來自天父造人的榮美。媽媽很珍惜，很感動，尤其你眼框中仍然充
滿淚水，卻堅定說出願意捐出頭髮的話。
寶寶，媽媽為你的行動感到很欣
慰，祝福你能一直有這個愛人，樂意為
人的心，亦祝福那個遠方與你結緣的小
朋友能蒙主醫治，康復，健康愉快地成
長。謝謝你，你是我母親節最好的禮
物，我愛你。

以你為榮的媽媽
9-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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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語點菜－「有情有意餐廳」 - - - - 四智班 鍾朗 媽媽
有意冇意間身處在紅磡西鐵站附近的一個商場，晚飯的時候到了，兒子想吃西
餐，便走進一間椅子繪畫了童真圖畫的餐廳裡，侍應哥哥放下 MENU 和清水，我請他
給我熱水，他只向我點頭微笑，在我們商量好吃什麼的時候，我發現枱上的餐紙印
了 LIKE 的圖案，還有很多圖案和文字，如甜品，咖啡，檸茶…等，才知道這餐廳服
務我們的是聽障人士，當鍾先生在點餐途中，看見侍應姐姐發呆站着，我就在腦裡
一邊 PROCESSING 一邊打手語表達，侍應姐姐即高興說道，妳懂手語呀！我一邊說
一邊打手語說只懂少少，她微笑著還給我 LIKE 的手勢，這刻使我感覺好溫暖，好親
切。
在等候上餐的途中，我看見很多客人都要出動他們的手機來表達他們的需要，
好像有點冰冷。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學手語時認識的一班聽障朋友，他們大都笑容滿
臉，友善，親切，與他們在一起總使我心靈平靜。
不久便上餐湯，甘荀湯適合我們的口味，當上主菜時賣相美觀，我也向侍應姐
姐表示，她續繼微笑著還給我 LIKE 的手勢，要上甜品，當然她續繼保持微笑還給我
LIKE 的手勢，要上餐茶時，兒子需要加糖，但我忘記“糖”的手語是如何打，就請
兒子嘗試用他的肢體語言表達他的需要，侍應姐姐微笑著不斷點頭耐心仔細觀察，
她用了模糊的聲音說慢慢來，還教我們“糖”的手語是如何打的。結賑後，她也走
前來跟我們說 BYE BYE 。我們身體享受了美味的晚餐，心靈享受了一個無障礙的體
貼味道，還有不用在 facebook 上才得到 LIKE 的體驗。*_*
這一晚給我思考到，當我在包容接納別人時，同時別人也在包容接納著我，使
我領悟到要把自己的心胸再廣闊，要忘記捨棄過去委屈的傷痛，只記着別人對我幫
助的心思，讓心靈步近幸福平安的生活。
編者按：位於紅磡都會廣場的「有情有意餐廳」
，八成員工是失聰或弱聽人士，靠手
語和紙筆與食客溝通，「我用手語用心為您服務」是他們的心聲。有機會大
家都去體會一起共融的喜悅。

小六同學投搞－我最敬重的人 -

-

-

-

-

- 小六同學

六誠 李思晴

六誠 梁綽恩

我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爸爸。他不但
養育我們一家四口，還經常包容我不好
的地方。
爸爸辛勞地上班，十分忙碌，每天
早上七時起床，直至晚上七時才回到家
裏。爸爸雖然十分疲倦，也會爭取機會
送我上校車，有時他早回家，更會陪我
下棋。他放假時，還會陪我們一家外出
遊玩。夏天時，他還會帶我去游泳呢！
爸爸會教我下棋和游泳，因為他下
棋及游泳技術十分好呢！我幾乎每次也
會輸給他，爸爸卻每次都說：「你輸給我
是十分正常的，因為我是遊戲爸爸
呢！」
我們不是經常一起吃飯，不過，爸
爸一有時間就會煮一頓美味的晚餐給我
們吃。
所以，爸爸是我最敬重的人。

大家知道我最敬重的人是誰嗎？沒錯，我
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從我一出生起，爸
爸、媽媽和奶奶便每天勞心勞力地照顧我，但
是可能因為我跟爸爸相處的時間比較長，所以
他便成為我最敬重的人。而他成為我最敬重的
人便不可能只有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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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在我很少的時候，我和爸爸、媽
媽一起到海洋公園玩機動遊戲及看各種不同種
類的動物。到了下午的時候，我餓得像一隻獅
子一樣，便只好請求爸爸買食物給我吃。然
後，爸爸便到賣炸雞及飯的商店買炸雞，蘑菇
飯和汽水給我作為午餐。當我在喝汽水的時
候，我不小心把整瓶汽水潑到了爸爸的臉上，
弄得爸爸十分狼狽及被其他遊人用奇異的眼光
看著，我頓時感到十分慚愧。爸爸不但沒有責
怪我，而且還告訢我喝飲料時要十分小心，不
要弄濕自己。我十分欣賞爸爸那大方的性恪，
希望我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像爸爸那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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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親同樂日暨開放日活動剪影

親子同樂樂滿紛
動靜皆宜展才能

體能眼界齊考驗
美好校園來共享

歡迎瀏覽本校網頁欣賞更多活動照片！http://www.keichun.edu.hk

「童心童行」 -

-

-

-

-

-

-

-

- 校牧 曾詠珊宣教師

工人姐姐常常對仔仔講英文，又講“I love you!”之類的話，做媽媽的我也不甘示弱。
“I love you!” 媽媽
仔仔：“I love you!”
(教導英語中) “I love you, too!” 媽媽
仔仔：“I love you, three!”
(不甘示弱) “I love you, four!” 媽媽
仔仔：“I love you, five!”
……無限 Looping ……
“I love you, million!” 媽媽
仔仔：“I love you, Baba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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