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 談談天氣。 

 

上期會訊出版時香港適逢發出連續最

長的寒冷天氣警告。今期會訊出版時

又遇上百年罕見雨量最多的六月。真

湊巧!幸好家教會早著先機，預先訂製

了一批愛心雨傘，贈與長期為我們默

默耕耘的一班義工家長，作為點點心

意，實行「落雨擔遮」。 

 

今年家教會只出版兩期會訊，一於「重

質不重量」，不是嗎﹖ 

 

今期家長教育一欄裡喜見有三位父親

不單參加「家長成長系列」的工作坊，

更樂意撰文分享。再看梁天明博士在

親子講座中談及與父親的唯一一次親

子活動片段，真情流露。其實哽咽的又

豈只有梁博士呢﹖(本人和很多父親

一樣也是性情中人……) 回想我們這

一代家長的父親大都是手停口停，鮮

與我們溝通，親子活動更是寥寥可數。

記憶所及，父親與我的溝通就是「藤條

侍候」。幸好小弟自小就練得一身銅皮

鐵骨，輕功造詣亦不凡。很多時父親還

在選擇兵器時，小弟早已溜之大吉。

「草上飛」之名絕非浪得。至於親子活

動……，不知小弟在學校闖了大禍父

親和我一起回校見家長的時候算不算

呢﹖還看今天的孩子，常埋怨溝通不

足，親子活動不夠，這大概就是「身在

福中不知福」! 

 

轉過話題，看過林志威替代家長校董

對不同年代的「潮語」典故，出處之解

讀，不期然發出會心微笑。特別是時下

的「屈機」、「Ｏ嘴」、「血拼」等等，

不單令小弟茅塞頓開，更提醒小弟

“shopping”可以血流成河。能夠不被

潮流所淘汰，與時並進，實拜林董所

賜!  

 

誠然，袁校監在其分享中鼓勵我們要

以奧運的象徵意義去強化香港社會的

價值觀，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反省。而

容主任對老師及義工家長們在「寒風

刺骨，冷雨無情」的奧運嘉年華當日仍

堅持為學生、家長及來賓服務的感激，

不正是我們一向推崇的基灣精神嗎﹖ 

 

最後，謹代表家教會多謝一班即將離

校的畢業生及家長們一直以來對家教

會的支持及鼓勵。既然梁博士害怕家

長要孩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免誤

解，請參閱親子講座一文)，那就讓我

在這裡祝各位畢業同學鵬程萬里吧! 

 

                          

          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澤深先生 

          (3C葉沛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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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香港有幸成為北京奧運其中一個協辦城市，作為

香港市民、特別是老師和家長、我們可以怎樣裝

備自己和我們的下一代，以主人家身份迎接這個

百年一遇的機會呢？或許你會積極學習如何欣

賞馬術比賽、馬術比賽的比賽日程，馬術比賽的

參賽情況﹝例如  :  國家隊及香港隊的健兒名

單﹞，參賽國家的文化特色等等。除此之外，我

們更要藉此機會反思，認識我們社會的弱點，從

而建立更好的社會價值觀。 

 

香港的社會文化香港的社會文化香港的社會文化香港的社會文化 

從正面的方向來說，香港實在是充滿了活力及拼

搏精神，香港市民對工作的效率及認真是鄰近地

區所羨慕的。香港人刻苦幹活乃是人所其悉的事

實，也有不少人勤奮節儉，默默耕耘的工作，不

計較付出。 

 

話雖如此，也有不少

香港人自私自利、缺

乏公德心；也有不少

人言論及行為出位、

嘩眾取寵；亦有人心

存功利主義、置正義

之事不顧；人與人之

間就常因為小事情

不甘心、導致爭執仇

恨甚致訴之於武力；

也有人對其他人所

作不合己意之事諸多埋怨、批判、甚或投訴；最

令人不解的是香港人喜歡揭人私隱、每天茶餘飯

後的話題少不了某週刊對某人的揭秘。 

 

奧運象徵奧運象徵奧運象徵奧運象徵 

被譽為「奧運之父」的法國教育家Pierre  de 

Coubertin〔顧拜旦〕(1894) 對奧運精神的闡釋就

是：它應被視之為「生命的哲學」，就是融合文

化、教育與體育與及提倡及建立和平的社會。大

多數人以為奧運精神即體育精神而已，其實奧運

精神背後是體現著「相互理解、友誼、團結和公

平競爭」的精神；反對以種族、宗教、政治、性

別或其他理由對某個國家和個人的任何形式的

歧視；及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懷，去認識和理解

自己民族以外的事物，學會對其他民族的尊敬，

以客觀和公正的態度去看待別人和自己，虛心地

吸取其他文化的優秀成分，不斷豐富自己。 

 

奧運象徵對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奧運象徵對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奧運象徵對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奧運象徵對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 

我希望香港人能藉著2008北京奧運反思我們的

心態、減少社會怨氣、強化社會價值。下列是一

些可以反思的領域。 

北京奧運給中國人一個百年一遇機會在國際舞

台上展示中國，讓全世界認識中國人如何表達.無

私的精神去配合實踐奧運背後的理念。但在這難

得的機遇背後，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去肯定和培

養下一代的奧運精神、從而建立正面的社會價

值？ 
 

袁海星博士 

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馬術比賽〔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行政部總監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監 

藉奧運精神反思香港社會價值觀藉奧運精神反思香港社會價值觀藉奧運精神反思香港社會價值觀藉奧運精神反思香港社會價值觀            袁海星博士    

奧運象徵奧運象徵奧運象徵奧運象徵    背後義意背後義意背後義意背後義意    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香港社會價值的反思    

五環標誌 五湖四海 接待精神、微笑 

奧林匹克的宗旨 以人為本的和諧 忍耐、節制、體會、諒解 

奧林匹克主義 個人均衡發展 刻苦、拼搏精神 

奧運格言 卓越人生 效率、團隊合作、持定目

標 

奧運精神 團結和公平 無私、公平、寬容饒恕、

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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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來總會記得的……在將來總會記得的……在將來總會記得的……在將來總會記得的……                              容志賢主任    

2008 年對全球華人是非常重要的一

年，期待了很久的奧運會終於在祖國大地上舉

行。作為中華兒女，除了感覺驕傲外，也有一點

兒緊張，祝願北京能成功辦好這項世界體壇大

事。 

 

學校為配合北京舉辦奧運會，自去年開始已籌劃

了一連串的活動，去迎接2008年8月8日的來臨。

早在學期初，已推出「北京奧運雙週」，項目包

括展出介紹奧運會的展板、填色及繪畫比賽、奧

運常識問答比賽、講座、參觀及傑出運動員選舉，

而活動高潮就是二月二日的「奧運嘉年華」。學

校也為了配合全球奧運聖火傳送，舉辦奧運倒數

開展禮、奧運聖火校內傳遞日及相關的展覽等活

動，節目內容相當豐富，可稱得上應有盡有，多

采多姿。這一學年，校園內到處充

滿了奧運的熱烈氣氛。 

 

各項活動中，最令我記得的要算是

奧運嘉年華。在我記憶中，基灣從

來沒有一次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下

舉行大型活動，那天不但氣溫只有

幾度，而且更下著連綿大雨。開幕

禮開始不久，上天就像考驗我們的

耐力似的，天氣開始轉壞，眼見校

監和校長連同嘉賓們坐在台上盡

受風吹雨打，真有點擔心他們的體

能和健康。 

 

中午前，天氣更急轉直下，寒風刺骨，冷雨無情。

一位老師請我上籃球場看看，當我踏上籃球場的

大門，被眼前境況嚇了一跳，本來應該充滿歡樂

的嘉年華會場地，現卻變了一個戰場，帳篷被寒

風吹得東歪西倒，部份更被吹到球場的一角。刺

骨的寒風和如雪的大雨到處肆虐，無情地吹襲在

場的師生。但我卻看見老師和義工家長仍堅持在

惡劣天氣下主持遊戲，心裏很感動和有點難過，

於是馬上回報校長建議下午停止籃球場的攤位

活動，把活動集中在操場和停車場內。 

 

那天要多謝的人還有很多，就如

冒著凄風苦雨到場為我們助慶的

各友校中學表演的學生，衷心感

激他們的努力和付出。據我所知，

很多同學因在惡劣的天氣下表演

時而受傷，我謹代表學校致歉意

和感謝。還要多謝一位有心的家

長暗裏送上兩大盒熱烘烘的蛋

撻，未送進口裏而令我們暖在心

頭。最後要多謝的是家長教師會

各委員對學校的全情投入，盡心

盡意的工作態度真的令我們感激

不已。我時常說基灣很有福氣，就

因為有一群全心為學校的老師和家長。 

 

雖然嘉年華會那天天不造美，大家都有點失望，

但人間有情，我相信我們在未來都會深記這一天

呢…… 



「教 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箴22:6)。要孩健康成長，家校合作，十分重要。有見及此，

過去數年，本校輔導組與基愛堂合作舉辦「家長成長系列」，如「管教雜談」工作坊、「媽咪天地」小組等，讓家長能

認識自己，並學習管教子女的技巧，從而使他們在教育子女方面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年，本校輔導組及基愛堂與東

華三院高黃慕貞紀念全人發展中心合作，舉辦了「生命教育」和「管教有方」的家長工作坊，不但有母親的參與，更加

有幾位父親參與其中，以下是部份參加者的感受： 

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家長教育                                                         高葵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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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數手指幾多隻，總數數到十…… 

              不知不覺間，小兒已經十歲了。五年班，樣子矮小，好像大BB一樣…… 

              儘管自己做父親的，怎樣努力抽時間與他相處，仍覺得與他有一大段距離。的而且確，作為家長

的，要面對社會上種種的壓力；很辛勞，真的透不過氣來。 

              愛是什麼?回想起童年時，父母親怎樣與我們一起相處，便可分辨出什麼是愛。    參加了兩次家

長工作坊後，發覺自己居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小兒，了解自己…… 發惡時間少了，笑容多了…… 

              政府鼓勵夫婦生養三個……現在就有三位父親經常出席家長工作坊。 

 

                                                             一位五年級學生的爸爸 

我是一年級A班學生黃詠榆的爸爸。日子過得真快，詠榆在基灣(愛蝶灣)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在這段日子裏，我參加了由基愛堂及學校輔導組與東華三院高黃慕貞紀念全人康中心合辦的兩

個家長工作坊–｢生命教育｣和｢管教有方｣。 

小組的內容主要是圍繞父母與子女的相互關係，透過一些集體遊戲、例子、圖片、文字和

家長們的討論，共同分享和提問，從過程中獲取大家對某些事情上的感受、經驗及領悟。雖然坊

間有不少書籍都有類似的內容，但說實話，參予工作坊的得着，遠遠多於書本。就我個人而言，

工作坊帶給我集思廣益的機會，從一些實例分享和分析，令我在與女兒相處之道上，獲得更深入

的了解、感受和改善。參加工作坊真是一個難得而又有價值的體驗。 

時代變遷，家長與子女的溝通與關係像是愈見複雜，但原來卻是萬變不離其中，溝通絶

對是一條主要橋樑。正確而有效的溝通帶來的正面成果，是可以遠遠超出你所能想像的呢!  

                                                                                           

1A 黃詠榆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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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你有沒有玩過大風吹、接龍、摺飛機、角色扮演等遊戲呢？過去幾個月，我參加

了由基愛堂及學校輔導組與東華三院合辦的「生命教育」及「管教有方」家長工作坊。在每一節

課堂裏，導師崔姑娘都會帶領我們玩一些遊戲，透過這些遊戲再引伸到如何有效地了解子女，加

強親子關係及幫助孩子成長。 

    我的女兒今年就讀小一，每天除了上學，我還會讓她學習小提琴、溜冰和游泳。她對任何事

物都感興趣，我也會讓她去嘗試和學習。我知道很多人對我的做法不以為然，但我知道更多家長

都跟我一様，對孩子有求必應，好像要補償自己的童年一切不能實現的願望。 

在小組內，透過導師的講解，學員間互相討論和不同的遊戲，讓我更了解女兒的基本需

要，那就是父母的關愛與陪伴。我們應該多花一點時間陪伴孩子，和他們一起聊天玩耍，把自己

的人生態度，價值取向，一點一點的灌輸給他們。在他們面對成長時的種種困惑時，能夠給予指

導與支持，那不是比光讓他們學這學那來得更有意義嗎？而且，多與自己的孩子玩耍，促進自己

與孩子的感情，更會為自己和孩子留下一生美好的回憶，那不是更兩全其美吧！ 
  

１Ａ陳樂桐家長 

          綜觀上述參加者的分享，我們看到家長的成長和改變，希望將來有機會在家長

的工作坊中見到你。 

午膳午膳午膳午膳問卷調查報告分析問卷調查報告分析問卷調查報告分析問卷調查報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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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父母十誡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父母十誡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父母十誡家長教師會親子講座：父母十誡                曾惠儀女士(4D溫嘉權家長)    

拿 通告73，看到講者梁天明博士銜頭著作一大堆，不

但理論了得，實戰經驗也是多不勝數，包括講座、工作坊和

電台直播節目等。來頭這麼強勁，不能不看看是何方神聖。

怎知，當晚的講座……不但沒有令人失望，更是叫人喜出望

外、獲益良多呢！現在就以重點形式，與各位分享若干精采

內容。 

 

可堪細味的忠告可堪細味的忠告可堪細味的忠告可堪細味的忠告    

「主席剛才說學校最近公布考試成績，家長心情起伏不定。

為何家長會忐忑不安？因為大家把子女的成績，看為自己

的業績。有研究指成績欠佳的學生當中，有七成母親想自

殺，真不明白死掉了如何幫助子女成績進步。」 

 

「很多小學生成績理想，到了中學就

應付不來，原因是小學時讀書的是家

長，子女沒有承擔讀書的責任，到了

中學，父母教不來，孩子又不會讀，

結果成績一落千丈。」 

 

「有些孩子很早便給父母『掟』到外

國讀書，最後一敗塗地。這些父母可

說咎由自取，因為孩子根本羽翼未

豐，還不能振翅高飛；拋得愈高，跌

得愈痛。」 

 

投影片打出二十多項選擇，計有身體

健康、發育正常、名列前茅、聽教聽話、精乖伶俐、事業有

成、獨立自主、婚姻美滿、永不頂嘴等。梁博士叫在場家長

選擇三個願望，應驗在子女身上。 

 

「怎麼你又選聽教聽話，又選獨立自主？你不能叫子女在

家裏聽教聽話，在外面獨立自主，除非他人格分裂。如果你

認為獨立自主更加重要，那就不要怨孩子有時不聽話，因為

他要有機會犯錯，才能從中學習。」 

 

「沒人選名列前茅？那你不要怨孩子成績不好了。以我自

己為例，我所讀的學校如像基灣一樣設有冷靜區，相信我會

在冷靜區度過三分二的求學時間。我中四中五都要重讀，畢

業那年考末後第二名。如果當時要預測應屆畢業生中哪個

將來會是博士，連我也不會選我自己。結果，我是那屆畢業

生中唯一取得博士名銜的人。對於學業成績，不要只爭朝

夕，必須放眼將來。」 

 

「大家都選婚姻美滿。婚姻是兩個人的事，而且物以類聚。

要子女擁有美滿的婚姻，就要以身作則，從小培育互諒互

讓、樂意分享等正確的待人態度和處事技巧。」 

 

「沒有多少家長選永不頂嘴。研究指孩子14歲前語言能力

尚待成熟，所以說話語無倫次，尊卑不分。到了語言能力成

熟時，更加需要練習機會，所以中學生經常與同學朋友說個

不停。」 

 

「如何才是成功父母？當孩子長大離你而去，仍然活得健

康、快樂、成功，你就是成功的父母。」 

 

「人的健康分為四種，即身體、心理、

價值觀和財政健康。耶穌是最佳的心

理健康導師，祂教導我們敬愛上帝，

其次是愛人如己；美滿的婚姻，也由

此而來。」 

 

「有兩句兩個字的說話，我們一天說

上不下十次，就是『唔好』和『快D』。

我們不准子女做這做那，他們可以做

的卻非他們想做的事情，例如做功課

和練琴。由早至晚，我們對孩子說『快

D起身』、『快D刷牙洗面』、『快D落

街搭校車』、『快D換校服』、『快D

做功課』、『快D溫書』、『快D練琴』、

『快D食飯』、『快D覺』，然後第二天重新再來，趕趕忙

忙過日子。孩子要有時間閒下來，才能發揮創意。」 

 

「你知道牛頓如何發現地心吸力嗎？他很悠閒，坐在樹下

給跌下來的蘋果打中，然後思索為何東西只會往下掉，不會

向上飛。你猜如果牛頓生於現代的香港，他還會發現萬有吸

力嗎？大概他會給媽媽罵懶散，然後嘆句倒霉便走掉，不會

再有好奇心去思考問題。」 

 

「我的兒子六歲那年某一天，蹲在花園一個角落兩個小時。

後來，他走來告訴我說：『爸爸，蜘蛛好笨，牠只用一隻腳

織網，如果八隻腳一起用，那便不用來回走動那麼多次了。』

我的兒子現在是個工程師，專門研究機翼的設計如何協助

飛機飛行，與他當年蹲在花園一角所思索的，同是效率的問

題。所以，要讓孩子有思考空間，發揮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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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說話，孩子答也死，不答也死，例如『你好得閒咩？』

和『你信唔信我打你？』。」 

 

「當孩子相信父母的話，認為自己連『一嚿叉燒』也不如，

他還會努力嗎？」 

 

「不要再打孩子，因為打他只會教曉他三件事，就是認為

別人不對時可以打人，自己心情不好時可以打人，還有以

大欺小。」 

 

「如想孩子樂於學習，必須提供安全和開心的學習環境。

如果父母經常爭執，打罵子女，孩子便會戰戰兢兢，整天

忙於鑑貌辨色，哪還會有學習動機？」 

 

「誰說小心便不會做錯題目？你試過很小心但還是算錯

嗎？你自己也做不來的事，別要求孩子來做。」 

 

「要孩子負責任，便要當個『論盡』的父母，當他發現你

不可靠時，便會自己做。」 

 

「要跟孩子建立積極健康的溝通，而不是盤問孩子或錄音

機式的例行對答。與子女溝通時，要給他感到『我在這裏』、

『聽他說話』、『明白了解』、『我關心你』。」 

 

「不要縱容子女打機。孩子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成功感，才

會沉迷虛擬世界。但是，父母也不應過度驚慌。時至今天，

電腦是陪伴孩子成長的工具。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孩子

會否沉迷，要看我們如何引導。」 

 

「要認識自己的孩子，如果他是朵菊花，但你硬要他做玫

瑰花，一看見不合意的花瓣長出來便把它『搣走』，『搣

』『搣』就會死掉。」 

 

「做父母要有三心，就是愛心、耐心和忍心。」 

 

「每星期與每名子女獨處半小時，互聽對方的心跳聲，玩

他喜愛的遊戲，聽他訴說心事，做甚麼也可以，但有兩個

規矩，一不可打父母，二不可摔東西。」 

 

「有一項研究，教導一歲多的幼兒踏三輪車，結果怎樣也

教不曉，直至孩子兩歲多才學會。後來，又把三輪車帶到

非洲，給從來沒有見過三輪車的兩三歲孩子試踏，結果不

到五分鐘便學曉了，證明之前那一年的工夫全是白費。我

們要反思超前學習的概念，孩子根本能力未到，硬學也沒

好結果。」 

「很怕家長要孩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須知道百尺足有

十層樓那麼高，還要走前一步？很危險啊！」 

    

真情流露的時刻真情流露的時刻真情流露的時刻真情流露的時刻    

「到了將來，孩子腦海裏記得的是與父母相處的快樂時

光。我的爸爸十分勤勞，只曾帶我們出外野餐一次。他買

了叉燒回來，我們一起煮蛋弄三明治，一起預備果汁，這

些片段歷歷在目……這些會讓孩子一生銘記的事情，可以

的話為何不做呢……」 看着面前這位男子漢回想與父親

唯一的親子片段時數度哽咽，不能成聲，在場家長，特別

是當父親的，無不動容，感受深刻。 

 

值得反思的個案值得反思的個案值得反思的個案值得反思的個案    

有家長說：「我有一個16歲的女兒，現於聖馬可就讀中四，

每天都用數小時打機，成績一落千丈，說要轉校，整天只

顧拍拖，男朋友多得很，我很擔心她已有性行為。」對此

棘手個案，梁博士答說：「性行為如已發生，實在無法挽

回。現在你要做的，就是與她的男朋友『扯大纜』。你的

女兒沉迷打機，相信是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成功感。如果

家裏的父母只說她千般不是，但那邊廂的男朋友卻說她有

萬般好，如你是女兒，你會選誰？假如關係弄僵了，男朋

友欺負她時，她還有面目回家嗎？結果只會泥足深陷。所

以，現在你要對女兒更好，慢慢把她拉回來。」 

 

「與大家分享我的經驗。女兒14歲時給我介紹她的男朋

友，我怎樣看他也看不順眼。但是，如果我只管數落，豈

非雙手把女兒奉上？我才沒那麼笨，我請女兒帶男朋友回

家，只要他們遵守一個規定，就是不可二人關起房門。我

做過研究，初戀的成功率甚低。果然，不出數月，女兒便

哭哭啼啼地向我訴說失戀了，我好言安慰，然後回到房中，

關上門，大叫三聲Yes! Yes! Yes!對付這類問題，父母要

有策略。」 

 

意猶未盡？下次家教會舉行講座時，記緊「捧場」啊！ 



家長指引家長指引家長指引家長指引： 本文內容涉及時下潮語，敬請家長陪同潮語不

離口的子女閱讀，給予指導。 

同學指引同學指引同學指引同學指引： 本文內容涉及時下潮語，敬請子女陪同對潮語

不明所以的家長閱讀，給予解釋。 

 

日前，考評局考題中一句「潛水怕屈機，見鬼勿O嘴」引起

廣泛討論。其實，小弟在此之前三個月的校內徵文比賽中，

就曾建議出題「我最屈機的日子」，但見一眾委員瞪大眼睛

「O晒嘴」的表情，擬題最終難逃被否決的命運。事後，其

中一名編委點名要我跟大家談談「潮語」。 

 

懷舊潮語懷舊潮語懷舊潮語懷舊潮語    

我相信潮流不可阻擋，潮語亦非洪水猛獸。假如這個城市沒

有新的潮語出現，便表示她已失去活力和創意。六、七十年

代的「飛仔」、「傍友」、「打冷」等，以及八、九十年代

的「係咁先」、「飲杯茶，食個包」等，都是當時常用的潮

語，現在說出來，人家還以為你是出土文物，要拿去博物館

展覽呢！ 

 

時下潮語時下潮語時下潮語時下潮語    

年青人總會嫌棄長輩「老套」，與時代脫節，所以喜歡自創

新詞，刻意與上一代劃清界線，也順道令長輩不太明白他們

朋輩之間的談話內容。相信各位家長在家裏都曾苦練眼觀

電視、傳音入密的神功吧！ 

 

說回「屈機」一詞；該詞源自電玩「街頭霸王」，也許是當

初程式設計的缺失，遊戲中某個角色能使出一種不敗的絕

招，令對方無法公平地對戰，「屈機」一詞由此產生。其後，

該詞引伸到現實生活中一切不公平事。事實上，八十年代

「大傻」成奎安常說：「你屈我呀？」，令大家以為「屈」

字是黑社會用語。然而，筆者記得年青時(不認不認還須認)

看過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的《荊軻傳》，當中荊軻就說

過：「你屈我甚矣！」。須知高陽先生文風半文半白，用詞

優雅，而荊軻更是四十年讀書養氣，總不會用黑語吧！看到

此處，相信大家也該還「屈」字一個清白。 

 

說到黑社會用語，近日又有傑作(真是人才濟濟)。「吹雞」

意指頭目口吹哨子，召集四方人馬。由於有聲音，有畫面，

該詞甫出道便深受大眾喜愛，連「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先

生亦在信報專欄使用，以形容緊急籌集資金一事。 

 

走筆至此，葉主席恐怕已拿起紅筆，還是換個題目吧！ 

 

「勁爆師奶拍拖血拼？？」 

台灣最近有個新名詞，叫「血拼」(shopping)，可說是神來之

筆。請用國語讀出，就知道中英發音有多接近，用上一個

「血」字，更添幾分警世意味，提醒消費者信用卡到期還款

時會血流成河。 

當然，我們的廣府話亦絕非省油的燈。你試試在大中華地區

說「拍拖」、「師奶」、「勁爆」，看看誰個不懂？颱風來

襲時，避風塘裏小艇一艘拖着一艘，借此用來形容蜜運中的

情侶，形神俱備，瞬間就把「約會」這個書面語淘汰出局。

「師奶」在我們小時候是尊稱，明明一個「師」字加上「奶」

字(沒有奶誰能長得大？)，確是尊稱無疑。日前，在國內電

視看到S.H.E.(最喜歡ELLA)戲稱某型男為「師奶殺手」，可

見「師奶」一詞已在國內通行。至於「勁爆」，更是集聲音、

力量、畫面於一身，敢問誰與爭鋒？ 

 

「成日傾偈，幾時至捨得做功課？」 

這句我幾乎每日都要說兩次的廣府話中，「傾」是傾斜、傾

瀉，「偈」是佛偈、偈語，二字合起來指毫無保留地把心裏

話流瀉出來。「幾時」一詞，曾見於蘇東坡《水調歌頭》第

一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至於「捨得」，更是飽

含哲理，要有「捨」(例如捨棄娛樂)方有「得」(例如得着知

識)。大家是否覺得廣府話還是滿古雅的？ 

 

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    

個人對大部分潮語採開放態度，唯獨「女」一詞令我深惡

痛絕。誰敢在我面前使用，保證跟他沒完。單從字面就可看

出說此話之徒結識異性時已準備傷害對方(「」從「刀」

部)。果然，近年常在新聞中看到女方提出分手，男方都會

拿刀要求復合，真是名符其實的「女」。 

 

有見及此，我每晚都會在伯軒、伯儒打機時(成績不好是有

原因的)，偷偷地把電視音量調低，悄悄地播放盧冠廷／李

宗盛先生的《捨不得你》：「與妳告別後，不知可會再重逢？

期望風不傷妳身，雨不擋妳路，甜夢佈滿冰冷漫漫長夜。」

和林振強先生 (以上三位是小弟的終身偶像) 的《風中趕路

人》：「信裏仿彿有淚印，雖分手多年都怱怱起行，越萬里

路來伴妳。」(我可以發誓，歌詞真的是我默寫出來的)，希

望藉此薰陶兒子。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滿紙胡言亂語，旨在提供一些不同年代的「潮語」供各位參

考，以資談興。本蕪文非學術論文，錯漏難免，萬望見諒。 

 

不知大家可還記得關德興師傅？這位老人家每次表演書法

後接受訪問時，總會瞪大眼睛(真的很大)抱拳道：「你知道

嗎？我現在是拋(略作停頓)磚引玉。」願識者教我。 

 

嚴正聲明嚴正聲明嚴正聲明嚴正聲明    

筆者絕無鼓勵同學寫作時使用「潮語」及方言之意。反之，

寄望同學早日掌握正統書面語的運用，並再進一步，多學一

兩門外語比較參考。到時，同學的文章定必瀟灑流麗，美不

勝收，叫家長老懷安慰。 

親子伴讀論潮語親子伴讀論潮語親子伴讀論潮語親子伴讀論潮語                                    林志威先生(6A林伯軒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