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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氣氛從何來？ - - - - - - - - - - - 曾詠珊校牧
不經不覺已到十二月中了，微涼的天氣滲著一
絲絲的冬意，我將家中陳年的燈飾掛起，有部份已
亮不起來，點綴著兩棵放桌面的迷你聖誕樹，放在
矮櫃的一角。女女的反應是聖誕氣氛不夠，要加多
一點點，嚷著要買一棵真的聖誕樹回家，到底聖誕
節的氣氛是甚麼？甚麼才是聖誕節的精義？
翻開聖經路加福音四章 18-19 節，主耶穌將其誕降的心意講得明白，「主的靈在
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
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宣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原來主耶穌來是去關心那些貧窮
的、被擄的、失明的、受壓的、需要上帝悅納的人，對於我們來說，是我們身邊甚麼人
呢？
周六學生團契時，我問團友同樣的問題：有些說是父母，因為父母常常為生計奔波
勞碌，為家用而爭執，除了物質上的短缺，亦是心裏面的不滿足，所以窮在心，不是口
袋裏有沒有錢；有些說是身邊的同學，他們被打機牢牢的套住所有心思意念，除了打機
沒有別的選擇，好似坐監一樣；有的說身邊的朋友瞎了眼，看不見前面的路，明知是歪
路，歧路，卻一頭要栽下去......
耶穌基督降世，為要將好消息傳給我們，告訴我們上
帝使人自由，一切的缺乏、不足、困難、轄制......都在主
裏有新的開始，因為上帝悅納我們，過去的錯失、失誤、
過犯......因著主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得到填補，贖回，我
們可以在主耶穌基督裏面有新的開始，新的生命。
原來聖誕的精義在於耶穌基督誕降的使命，這樣聖誕最重要的氣氛是去「傳」，去
「宣告」這個大好的消息了，上帝沒有遺忘那些困苦的人，更是主動的誕降去活在困苦
人中間，去幫助扶持。這樣，聖誕就不單單是朋友間的互送心意禮物的日子，更是主動
關懷那些在困苦中的朋友，在這個領會下，我們應當做甚麼去回應呢？
我在這裏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建議，當大家預備聖誕卡時，不防想一想有誰平日人緣
不太好，可能被冷落的同學，你特別送他一張小
卡，說上帝沒有遺忘他，使你想起他為他禱告。當
大家預備小小聖誕禮物時，在你所認識的人當中，
需要你愛心的小鼓勵，一個肯定，你為他多預備一
份小心意，那怕只是一顆糖，一張摺紙，說上帝沒
有遺忘他，使你為他祝福。以上帝之名，作微少愛
心的小服侍，將愛傳開，這個聖誕將不會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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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上而來的 Wato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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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志剛

2014 年 10 月，首次認識到來自非洲烏干達的
Watoto。其創辦人 Gary Skinner 牧師夫婦於
1988 年開始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建立一所教
會，向這個充滿暴力、窮困、貪污、無休止的
戰火殺戮、涂炭生靈、人民飽受煎熬的國家開展福音工作。他們相信上帝會給這個國家
和城市重燃希望。透過他們的親身探訪，切實的關懷當地的居民，遇上老寡婦全家都死
於愛滋病等活生生的事實，教他倆無法坐視不理。聖靈透過雅各書 1:27 的啟示︰「那

清潔無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於是
他們在 1994 年便把 Watoto 由當地教會變成 Watoto 關懷兒童事工，回應成千上萬的烏
干達孤兒和無助婦女的需要，拯救他們脫離困境，培養他們成為領袖，有正確的道德操
守和價值觀，讓他們運用一技之長重建自己的國家，成為有責任的基督徒和有貢獻的烏
干達公民。(註 1)
兩年前 Watoto 的亞洲區巡迴表演，其中一晚
在基真小學內進行。當晚座無虛設，未見過基
真小學禮堂可以坐滿這麼多人。還有的是本來
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學禮堂竟然可以有專業的舞
台燈光及演奏效果，實在要讚嘆 Watoto 的幕
後團隊的專業。在開始之前，地下雨天操場早
已擺放了介紹 Watoto 的展板，銷售非洲來的
紀念品。最特別的是協助銷售的義工們便是基真堂的弟兄姊妹。
表演節目開始，眼見一群健康、開心、很有能力
的兒童由幾名成人帶領，唱出動人的詩歌，跳出
活躍的舞蹈，彷如天上來的小天使。真想不到原
來每名 合唱團小朋友都經歷過父母雙亡的悲慘遭

遇，雙親不是死於戰禍就是危疾。他們住在
Watoto 兒童村，並藉著巡迴演出，接觸不同文化
增廣見聞，也從中建立他們的自信和勇氣，逐步
引領他們走出絕望與悲痛。(註 2)
表演中負責人鼓勵我們以不同的形式來支持 Watoto 事工，其中一項最直接讓兒童村內
的兒童經歷上帝的愛，與眾人連繫的方式，便是參加助養計劃。當時我與太太均被這班
兒童感動，也想在這關懷的事工上略盡綿力。耶穌曾教導門徒：「我實在告訴你們，這
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我們
便於當晚即時收養一名兒童。其後的日子我們定時收到那名受助人親手寫的信件，分享
她的近況及夢想，我們也為她感謝上帝，也為她祝
禱，願主耶穌常與她同在。兩個本來從不認識的人就
是這樣在主耶穌的愛中連結起來。原本的助養受助人
已達 16 歲，也學得一門實用的手藝，便要按村內的規
則離開兒童村，開展人生的另一階段。Watoto 也建議
另一名兒童給我們繼續助養，我們當然也是義不容辭
的接受。深願上主繼續使用 Watoto 在地上開展上帝的
國度，更願屬主的人多多的支持 Watoto，榮神益人。
註 1：Watoto 宗旨及由來。http://www.watoto.asia/about-us/our-purpose/
http://www.watoto.asia/about-us/the-watoto-story/ 。
註 2：Watoto 兒童合唱團。http://www.watoto.asia/the-cho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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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語言 2：肯定的言詞 - - - - - - - - - 校牧 岑樹基牧師
每一個兒童心中都有一個「情感槽」等著填滿愛。誰來幫孩子把槽填滿呢？當然是父母
啦！孩子的「情感槽」被填滿愛時，父母對他施行管教與訓練，比在他「情感槽」接近
真空時，要容易得多了。要有效準確地表達你愛孩子，蓋瑞．巧門博士(Dr. Gary
Chapman)指出可以使用以下五種愛的語言(Love Languages)，分別為：
1. 身體的接觸(Physical Touch)

2. 肯定的言詞(Words of Affirmation)
3. 精心的時刻(Quality time)
4. 接受禮物(Gifts)
5. 服務的行動(Acts of Service)
美國作家及演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經說過：「一句稱讚的話，可以讓我活兩
個月。」在舊約《聖經》箴言，智者所羅門王曾說：「生死在舌頭的掌握之下。」（箴
十八 21）「人心憂慮，就必沉重；一句良言，使心歡樂。」（箴十二 25）。我們說的
話，可以為建立孩子的自尊和價值，也可以帶來極大的痛苦和傷害，因此，千萬別低估
了話語的力量。
11 歲的仲謙說：「爸爸總是到場為我加油，球賽後又會對
我說：『多謝你這麼努力打波。』他說打波的主要目的不
是要贏，而是要盡力而為。有時候我犯了錯，他都勸我別
擔心，他說如果我繼續努力就會做得更好。」對於主要愛
語是肯定言詞的孩子，再也沒有比聽到父母或成人在口頭
上的肯定、讚美和鼓勵的話更能使他們感受到被愛了。
就傳達愛來說，親切和摯愛的話、讚美和鼓勵的話，以及所有能給予正面引導的話都是
在說：「我在乎你！」這種話如同柔和、溫暖的雨水落在靈魂的心田裡，能夠滋養孩子
內在的價值與安全感。即使這些話未必刻意說出，它們卻不會被遺忘。一個孩子可能因
為一些肯定的話而終生受益。相反，因為我們短暫的怒氣或失望而發出的尖銳話語會傷
害孩子的自尊心，使他懷疑自己的能力。孩子會認為我們深信他就是這般令人討厭。
口頭的讚揚或欣賞式的話語，不可籠統隨便，要找出特色與行為，然後針對那些行為予
以讚美，最好以簡單、坦率的肯定字句來表達。例如：「我感謝你很主動把垃圾袋拿出
去。」
有幾方面肯定的言詞能造就孩子：
1. 感謝的話：「我感謝你今天晚上這麼多功課要做，
仍主動幫忙洗碗。」
2. 鼓勵的話：「我知道你有失望，我相信你絕對做得
到。我知道你是有恆心、毅力的人。」
3. 讚美的話：「你表現得很好，我真的很高興。你令
我也感到自豪！」
4. 仁慈的話：「你今天有點不舒服，先休息一會吧，
我相信你最後會跟得上進度的。」
說話是一種藝術，我們都知道該如何讚美別人，只是我們有時會忘記了孩子都是敏感
的，他們可以感受到我們的欣賞是否真誠，還是帶着目的，背後有交換條件？好比當孩
子自己執拾完房間，你會說：「整理得好乾淨啊！」還是「好乾淨啊！要是你每天都可
以這麼做就好了！」換作是你，你會喜歡聽哪一句呢？哪一句才會讓你感受到被肯定
呢？（下一篇：愛語 3—精心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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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耶穌沒有來 -

-

-

六智 吳詩琳
假如耶穌沒有來，那就沒有基督教小學；
假如耶穌沒有來，那聖經的新約就不會出現；
假如耶穌沒有來，那醫院就不會興起；
假如耶穌沒有來，那慈善救助機構就不會出現；
假如耶穌沒有來，那麼，耶穌對我們做的
貢獻，也都消失了。

-

-

六望

-

小六同學

施貴子

《愛．家庭》運動 2016 - - - - - - - - - - - 校牧部
11 月 26 日《愛‧自然》原野煮食暨參觀嘉道理農
場已順利完成，當日有 47 人參加，許多孩子也是第
一次拿刀切菜，打蛋煮食，簡單的配搭，弄出滿桌
的料理，大人細路都充滿歡喜。之後參觀嘉道理農
場，嘉道理爵士在香港物資困乏的年代，送雞苗樹
苗，建豬舍農莊，助人自力更生，令人敬佩。今日
物資豐富，孩子們未必懂得珍惜，透過今次活動，
希望孩子明白「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一絲一
縷，恒念物力維艱」。
下次《愛‧相聚》挪亞方舟親子日營是 12 月 24 日，已報名的家庭請於上午 9:00 回校集
合，依時出發。《愛‧分享》書籍閱讀分享小冊子已備，歡迎家長到一樓基真堂領取和借
閱親子書刊，完成兩本或以上，送書卷乙張以示鼓勵，活動至 2017 年 3 月底。如有查詢，
歡迎致電 2958 0958 曾詠珊校牧或蕭浩華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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