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你來吧。
不了，我
今晚要看
電視。

那裏有很多
食物，相信
你會喜歡！

參考經文：路加福音14:15-23

01.2020

J-Kids，你知道企鵝與鯨魚；螞蟻與食蟻獸；螃蟹與塘鵝，哪種

生物比較強？一天，企鵝、螞蟻和螃蟹分別遇上比自己強大的敵人，

就是鯨魚、食蟻獸和塘鵝，但只要牠們團結起來，同心合意，便能

把敵人趕走。個人力量雖然微小，但集合眾人的力量就可以很大了。

耶穌也經常教導門徒要合而為一：「我又實在告訴你們，若是

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

他們成全。 」（馬太福音18章19節）

我們每個人都有長處及短處，如能夠彼此配合，互補長短，

便能發揮很大的力量，把事情做得更好。就如聖經所說：「祂所賜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為要裝備聖徒，做

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4章11-12節)。J-Kids，

鼓勵你多與人合作，看看自己和其他人各有甚麼長處和短處。

   我明白了！
不理會耶穌或背向神的人，不會得到天國的祝福。而知道自己需要神寬恕，並接受耶穌的人（包括生活得一團糟的人），將可進入天國，永遠享有神的良善。

耶穌是講故事高手，祂說過無數的故事（又叫做比

喻），使人更容易明白祂的教導。這些比喻用簡單的用

語，引用聆聽者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

 耶穌的比喻

有人舉行了大宴席，預備了

許多美味的食物，邀請了許多貴

賓，但他們用了種種無聊的藉口推

辭說不能來。那人很憤怒，於是邀

請了不認識的人來—所有他找

得到的貧困、患病或受傷的人，直

到他的屋子都坐滿。

大宴席的比喻

「團結力量大」短片：

之 耶穌的比喻



（路加福音1章1-4節；使徒行傳1章1節至2章）
很想吃冬甩
請帶領小女孩穿過迷宮，走進中間的冬甩。

神的得勝者―路加

路加是個醫生。

他也是保羅的好友。

路加也跟耶穌的門徒相處。

路加多次跟隨保羅出外。
哪裏不舒服？

讓我看一下。

噢！

我側邊有點痛，
像刺到那樣痛。

嘩！太神奇了！
我要寫下來。

太奇妙啦！我就知道
你喜歡記下這件事。

那次在迦百農，患有各種病症的人
來找耶穌，祂把他們都醫好了。

我要把這一切記下來，和別人分享。
「提阿非羅大人哪⋯⋯」

透過書信，路加寫成了聖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

保羅，喝了它，
你會舒服些。

2019年11月J-Kids
「有獎遊戲過三關」得獎名單：

張傲翔　阮寶廷　丘家樂　

李卓曈　阮寶齡

劉尚樺　葉旨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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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頁
https://www.un.org/en/events/brailleday/
https://qrgo.page.link/Mq6Um
https://qrgo.page.link/Zqrfo

點字知多啲

點字是一格六點的組合，左右每邊各有三點，由上而下。左上角

為第一點，右下角為第六點，就是以不同點的組合代表不同的字

香港視障人士一般使用的是廣東話和英文二級點字

點字並非國際互通語言，各國有不同語言區別，雖然大家都使用

一格六點的組合，但表達的意思卻不一樣

自60年代以來，香港點字書籍的製作主要由當時的教育署及香港

盲人輔導會提供，後經由政府召開的點字製作工作小組建議，改

為委託香港盲人輔導會成立中央點字製作中心，統一提供所有點

字製作服務，負責製作全港的點字讀物

1月4日為世界點字日(World Braille Day)，目的是促進人們

認識到點字（又稱凸字）作為交流手段，對於充分實現盲人和

弱視者人權方面的重要性。正如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所

述，點字是盲人賴以交流的方式和手段，與盲人的教育、表達

和意見自由、獲得資訊和進行書面交流的機會及社會包容等方

面息息相關。

1月4日是點字發明者路易士布雷(Louis Braille)的誕辰，聯

合國於2019年的這一天正式首次慶祝世界點字日。

世界點字日
(World Braille Day)

J-Kids創意無限，這是去年
11月「廁所樂繽紛」中設計最
佳的四幅作品：



幼兒對不同的環境、事物充滿好奇、發揮創意：

細心考究花朶─卜凱賽琳幼兒學校戶外活動

研究利用大自然的不同物料，

產生不同的聲音─乙明邨

幼兒學校

以「頭髮」為題目設計不同款式的假髮─平田幼稚園

九龍中央堂大坑東隊My Dream

In my dream, I was on the moon. I saw a lot of things such as 

some fish and plants. Jellyfish all flew in the air. I also saw some 

flowers. They smiled at me. I thought they were kind. The flowers 

said, “Welcome to the moon. You may see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ve never seen on your planet. You can go into the buildings and 

look around.” I thanked the flowers and went to the buildings. 

When I went to the buildings to look around, I saw an alien. His 

spaceship was broken. The alien said, “Little boy, please help me to 

fix the spaceship!” I replied, “No problem!” We started to fix the 

spaceship. An hour later, we finished fixing the spaceship. The alien 

said, “Thank you very much!” I asked, “Can you take me to look 

around the moon?” He answered, “OK!”

Suddenly, I heard some sound. RING! RING! RING! I woke up. I 

looked at the clock. It was eight o’clock! I changed my uniform as 

fast as lightning. I ran to school as fast as I could. When I was back 

to school, the school gate was closed. I suddenly remembered it 

was Sunday. I did not need to go to school. 

Name: LO Chung-Sing (5A)

School: Ann Wyllie Memori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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