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案：
找不同

                                                                 海底世界 1-e ; 2-b ; 3-h ; 4-g ; 5-c ; 6-d ; 7-a ; 8-f

07.2019

5月份J-Kids的開心樂園裏，隊長邀請你們寫下或者畫出最

想在暑假期間做的事情，結果收到許多J-Kids的回覆，有些想去

旅行、有些想打機，也有想去沙灘的，我在當中選出部份作品，刊

登在今期的《救恩報》中，J-Kids可以去看看你的作品有沒有入選

呢！

記得小時候放暑假便會很開心，因為不用上課，也不用每天做

功課，好像多了許多空閒的時間，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但不

知為何，印象中每年暑假除了做假期作業、去圖書館借書看、去泳

池游水、和家人行街吃飯之外，好像沒有做過甚麼特別的事。

現在隊長已長大，沒有機會放暑假。不過如果再有這個機會，

我想做一些特別的事情，例如接受訓練做一個小記者，訪問名人；

去片場參觀，看看一部電影是怎樣拍出來的；又或者學整麵包蛋

糕，然後把自製的糕點送給貧窮孤單的人．．．．．．暑假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盼望每位J-Kids今年都有一個充滿意義又愉快的暑假！

          醫治
得到醫治，意思是再次變得健康。

耶穌有能力醫治我們。當我們祈求得到醫治時，我們的禱告可

能馬上獲得回應，但有時則要等待一下才會得到答覆。耶穌的撫摸

醫治我們，不單除去我們身體上的疾病，更把祂的平安賜給我們。

即使我們得到的答覆並非我們所預期的，我們也應時刻緊記，神知

道甚麼才是對我們最好。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1:32-34, 40-42

暑假狂想曲暑假狂想曲



只是小小心意，拿去吧，你回家看看
便知道。

嘩！這些衣物很漂亮！
謝謝你！

不客氣。

我一直為阿威和小利
祈禱，真希望他們也
一起來參加。

繼續禱告吧。
你知道在你
來找我之前，
我禱告了多
少遍？

我明白了。

（約翰福音4章43-54節）

爸爸，我可以捐出
一些我的物品嗎？

海底世界
把左邊的八塊拼圖（a至h）放在右
邊灰色圖的適當位置，拼砌成一幅
海洋圖畫。

慰藉心靈的話慰藉心靈的話

為甚麼？

有些我很少穿
的衣物，我知
道有人比我更
需要它們。

在兒童小組⋯⋯

我有些東西送給你。
是甚麼？我
的生日還未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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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J-Kids「有獎遊戲過三關」得獎名單：

楊棋泰　駱敬曦　龐禮恩　蔡昌臻　鄧珮瀅　　
吳鈺君　施熹宜　丘家樂　胡瑋樂　葉旨詣　
沈慧思　黃梓言　林　睿　Quinton　李言晞

找不同
這兩幅圖畫裏，共有六處不同的地方。請把它們圈出來。



國際無膠袋日
International Plastic Bag Free Day

July

將杞子丶圓肉沖洗乾淨，備用。1.

將水加入鍋中，杞子圓肉煮沸後
以慢火煮15分鐘。

2.

然後加入糖，一邊煮一邊攪
拌，直至冰糖完全溶解後加
入桂花，蓋上鍋蓋後關火焗
5分鐘。

3. 將魚膠粉倒入大碗中，將已煮
好的杞子圓肉桂花糖水倒入大
碗中攪拌，直至魚膠粉完全溶
解，待涼。

4.

冷卻後將溶液倒進盛器內，放進雪櫃約一小時，凝結後倒出切件，即成。5.

材料：

桂花

杞子

圓肉

魚膠粉

清水

黃蔗糖或
冰糖

1湯匙

2湯匙  (約30克)

2湯匙

3湯匙

5杯
4湯匙 (約120克，可因

應個人喜
好增減糖

分）

做法：膠袋的確為生活帶來很多方便，但一個膠袋需要20年至1,000

年才能完全分解，帶來極嚴重的環境災難！為了讓全球的人正視膠

袋所帶來的環境災害，7月3日被訂為國際無膠袋日（International 

Plastic Bag Free Day）。

J-Kids看過海龜被膠垃圾纏繞、海鳥屍體肚內充滿膠垃圾的照

片或片段嗎？人類日常因為貪方便使用膠袋而製造出來的垃圾不斷

破壞環境，流入大海，導致每年約有100,000宗海洋生物因膠袋纏

繞而死亡的個案，約有100萬隻海鳥死於吃了塑料或膠袋，而人類

亦會因進食誤吞微塑膠的海洋生物而有中毒的風險。

讓我們都以行動響應國際無膠袋日：

 停止使用一次性膠袋

 自備環保購物袋
  （BYOB - Bring Your Own Bag）

 回收家中可重用的塑膠物品

 跟家人和朋友分享「走塑」的重要

減塑生活小測驗
試用一分鐘時間做個小測驗，
看看你是否一個減塑達人！

https://qrgo.page.link/U13kU

減塑生活小貼士
https://qrgo.page.link/bwmRC

參考網頁
https://www.plasticbagfreeday.org/
http://www.greenpeace.org/hk/news/stories/oceans/2017/07/plastic-weight/

夏天到了，J-Kids姐姐教我們

做一個杞子圓肉桂花凍，讓我們

涼快一下：



北角幼兒學校暨育嬰園幼童和家長很享受「愉

快學習親子遊戲日」

平田幼稚園暨幼兒園的同學正在測試不同車輪和輪子滑行的速度

My new friends
Name: Sofia, Law Wai Sum (羅慧心)
School: Shek Wu School

救世軍(澳門)教育中心的同學慶祝
母親節

在錦田幼兒學校的英語周，老師和
同學一起進行英語話劇

I am a new student in Shek Wu School. I am happy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I know a lot of friends. �ey are kind and responsible.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s Leung Mui Yan. She is always nice and hardworking. 

I want to make more and more friends. I believe they are all very kind 
and generous too.



答案：
找不同

                                                                 海底世界 1-e ; 2-b ; 3-h ; 4-g ; 5-c ; 6-d ; 7-a ; 8-f

07.2019

5月份J-Kids的開心樂園裏，隊長邀請你們寫下或者畫出最

想在暑假期間做的事情，結果收到許多J-Kids的回覆，有些想去

旅行、有些想打機，也有想去沙灘的，我在當中選出部份作品，刊

登在今期的《救恩報》中，J-Kids可以去看看你的作品有沒有入選

呢！

記得小時候放暑假便會很開心，因為不用上課，也不用每天做

功課，好像多了許多空閒的時間，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但不

知為何，印象中每年暑假除了做假期作業、去圖書館借書看、去泳

池游水、和家人行街吃飯之外，好像沒有做過甚麼特別的事。

現在隊長已長大，沒有機會放暑假。不過如果再有這個機會，

我想做一些特別的事情，例如接受訓練做一個小記者，訪問名人；

去片場參觀，看看一部電影是怎樣拍出來的；又或者學整麵包蛋

糕，然後把自製的糕點送給貧窮孤單的人．．．．．．暑假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盼望每位J-Kids今年都有一個充滿意義又愉快的暑假！

          醫治
得到醫治，意思是再次變得健康。

耶穌有能力醫治我們。當我們祈求得到醫治時，我們的禱告可

能馬上獲得回應，但有時則要等待一下才會得到答覆。耶穌的撫摸

醫治我們，不單除去我們身體上的疾病，更把祂的平安賜給我們。

即使我們得到的答覆並非我們所預期的，我們也應時刻緊記，神知

道甚麼才是對我們最好。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1:32-34, 40-42

暑假狂想曲暑假狂想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