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8年 — 中國人把書本
整頁整頁的反轉過來，刻
在木板上作為印模，印在
紙張上，製成第一本印刷
書《金剛經》

04.2019

十架的記號
J-Kids，你知道在哪裏最容易見到十字架嗎？

答案是在教堂建築物上面，或者在教會的禮堂內。在韓國，當你走

在街上，會發覺四圍都有大大小小的十架，到了晚上，這些十架更會亮

起紅光來，讓人即使在晚上，也知道那裏有教會。

今日的十架，許多時都是一間教會的記號；古時的十架，卻有其他

的意思。原來在耶穌的時代，十架是一種刑具，行刑的人會用長長的釘

子，把犯人的手腳釘在木條上，受刑的人會感到非常痛苦，血一滴滴流

出，掛在十架上慢慢死去。只有重犯、奴隸等才受這種刑罰，所以當時

的十架可以說是羞辱的記號。

耶穌沒有犯罪，但為了拯救有罪的我們，甘願犧牲自己，代替我們

接受這種最痛苦的懲罰，所以今日的十架，成為愛的記號，代表着耶穌

對我們的愛。十架也代表耶穌的順服，願意順從天父的旨意，走上十架

受苦的道路(參腓立比書2:8)。鼓勵J-Kids都效法耶穌，順服師長，以愛

待人。



（路加福音19-24章；马太福音26章36-46节）

耶穌來到耶路撒冷！ 讚美耶穌！

是大衛的

子孫！
嘩！ 祂來了！好啊！

耶穌到耶路撒冷的聖殿⋯⋯
但那裏的情
況使祂大為
不悅！

這是禱告的
地方，不是
賊窩！

耶穌與門徒慶祝逾越節。
這是我的身體，吃吧。 這是我的血，

喝吧。

耶穌到客西馬尼園

父啊，還有別的辦法嗎？
若是沒有，我就照祢的意
思做。

耶穌被門徒猶大
出賣，被捕了！

羅馬巡撫彼拉多定意讓人民決定，是否釋放耶穌。

但猶太
宗教領
袖叫人
們高叫
釋放另
一人。

結果，耶穌被
釘十字架。

兩日後⋯⋯

耶穌在
哪裏？

祂不在這裏
了。祂已經
復活了！



（路加福音19-24章；马太福音26章36-46节）

羅馬巡撫彼拉多定意讓人民決定，是否釋放耶穌。

影子在哪兒？請幫4隻小兔子
找回牠們的影子吧！

A  ___       B  ___       C  ___      D  ___

逃出迷宮 帶領小兔子由紅色剪咀的起點，

尋找通往復活蛋的路徑。

答案在「請多多指教」

影子在哪兒？

J-Kids「有獎遊戲過三關」得獎名單：　
李清兒　　郭芷悠　　阮寶瑩　　郭心悠　　周紫陽　　阮寶霆　　莫家謙　　盧穎琪
阮寶齡　　蕭晴愷　　楊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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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小兔子毛巾小兔子
這個月我們會慶祝復活節。

我剛學會了用毛巾摺成兔子，
做法十分簡單。你們也試試吧！

你需要預備：
正方形毛巾1條（約30x30 厘米）
橡筋1條
．
．

把毛巾打側1.

把捲起的毛巾對摺3.
開口的一邊向後屈成兔耳狀，
緊握屈起的部份，形成兔子頭
部，拉好兔耳形狀。

4.

用橡筋
紮成兔

子頭。

加以修
整，完

成啦！

上角和下角分別向中間捲起2.

瀏覽教學短片



世界閱讀日 
World Book Day

APRIL

參考網頁

香港圖書館—「世界閱讀日」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event-category/23428/4-23-world-book-day
聯合國網頁
http://www.un.org/zh/events/bookday/

閱讀及講故事並不只

限於室內，其實室外也是

閱讀的好地方。本軍學前

教育服務將於 5月 4日在
啟德跑道公園舉辦「喜閱

家庭」活動，帶領小朋友

和家長衝出課室，享受走

動的故事，詳情請留意本

軍Facebook公佈。而由4
月下旬開始，香港公共圖

書館會把2019年「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的

得獎作品作巡迴展覽，

J-Kids可留意香港公共圖
書館網頁公佈的詳情。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95年起，
把4月23日定為「世界閱讀日」，全稱
為「世界圖書及版權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希望藉着這個重要日子，
向大眾推廣閱讀和寫作，以及宣揚版權意識。

4月23日這個日子在文學界有特殊意義：大
文豪莎士比亞在1616年4月23日逝世。此外，4月23日
也和其他一些偉大作者的生卒有關：《唐吉訶德》作者

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在這天逝
世，俄裔美藉作家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冰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克斯內斯（K. Laxness）
等多位著名作家在這天出生。

SalvationArmyHKM



The Missing Necklace

Ben and Betty went to the park. It was time to go home. Betty 
suddenly shouted, “Oh no! Where is my beautiful silver necklace?” She felt 
nervous. Ben said grumpily, “Oh! My GOD!” Then they went to the Park 
Office to ask somebody for help.

   
There was a man with short, curly hair working in the Park Office. 

They decided to ask him for help. “Excuse me,” Betty asked the man, “did 
anyone find my beautiful silver necklace? There is a heart pattern on it.” 
The man answered, “Sorry! No!” Betty felt worried because she liked her 
necklace so much.

Ben and Betty then walked around the park again. Ben said to 
Betty suddenly, “Look! There is a woman in a spotted dress. She is holding 
something in her hand. That might be your necklace!”

Therefore, Ben and Betty walked to the woman. Betty asked, 
“Excuse me, have you ever seen a silver necklace in this park? There is a 
heart pattern on it.” “No!” replied the woman. “Thanks!” Betty said sadly. 
Betty then went home disappointedly. 

When she got home, she saw her necklace on her desk! Actually she 
did not wear her necklace when she left home. She was very pleased 
because she has never missed her beautiful necklace. 

Name: Lo Tsz-yan, Anna (6A)
School: The Salvation Army Lam Butt Chung Memorial School

答案：影子在哪兒？　［A4, B3, C2, D1］
逃出迷宮



陳昆棟幼稚園學童彼此配合：
你打鼓，我舞獅。

樂民幼兒學校學童用心地製作

屬於自己的香水。

九龍城隊的烹飪班

沙田隊青年兵於3月15日在田
家炳學校的福音雙週早會分享
見證和獻詩。

將軍澳隊青年兵製作探訪長者禮物，並於3月17日到本軍寶林長者
之家探訪。



書本的故事
公元前3000年，最早的書本在
古埃及寫成，當時的人在長長
的莎草紙上書寫，然後捲在木
條上

莎草紙是把尼羅河蘆葦的
莖搗碎而成

公元約400年至1400年

歐洲的書籍大多屬宗教性質，
由修道士小心抄寫而成，往往
經過精美修飾

868年 — 中國人把書本
整頁整頁的反轉過來，刻
在木板上作為印模，印在
紙張上，製成第一本印刷
書《金剛經》

1450年 — 德國人古騰堡發
明了可重用的字母字塊

把字粒串連成字，套進印版再
上墨，然後壓印在紙上

1476年 — 英國第一個印刷

商卡克斯頓在西敏市成立印

刷坊，最先印成的書籍是文學

家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1884年 — 印刷技術大改進：默根
特勒發明「整行鑄造」排字機，能

鑄造整行鉛字，印完後可
以回爐重新製造

「整行鑄造」排字機一直沿用
至1980年！

1935年 — 書價一直昂貴，直到企
鵝圖書創辦人艾倫萊恩爵士引入價
格低廉的平裝書

這本書只售
幾毛錢!

時至今日……

書本都用電腦排版了

由電腦製作大型鋅版，用
來印刷書籍

隨着互聯網和電腦
技術的發展，
書本可以隨
時下載至
手提電腦
等裝置

有朝一日，可能所有書本
都變成電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