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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是基督教普世教會之一。
本軍的信仰是基於聖經，本軍的服務是源於神的愛，本軍的使命是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並奉祂的名在不分彼此的原則下去滿足有需要的人。

救世軍國際使命宣言

新標點和合本

 歡迎網上瀏覽救恩報

各位平安，希望你過了一個快樂的新年。我們在這裏真好，一個月內過兩個新年；當然，對

於中國人而言，農曆新年是較為隆重有氣氛吧，特別是防疫措施的放寬，促進了家家團聚和戶戶

拜年的傳統。

新年應該帶來新氣象吧？倘若你細心，有沒有發現從一月號起，救恩報的頁面擴大了？又有

沒有發現J-Kids不再以附件出版？因為已跟救恩報主版放在一起了。這些改變，希望帶來可讀性；
當然，最重要仍然是內涵。

新年也帶來新領袖麥腓力准將伉儷，兩位軍官有豐富的人生和事奉經驗（一月的救恩報已有

詳盡介紹），深信他們必為軍區帶來新的景象。讓我們一起仰望神，同心協力，擴展神國事工。

詩篇149篇第1節說：「哈利路亞！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祂！」（和合本
2010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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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題：從家庭說起



陳徐香凝少校
秘書長
Major Minny Chan
General Secretary

發自內心的愛

上星期，我看見一個小女孩抱着媽媽的頸項

說：「媽媽，我真的很愛你！」然後大大地親了

媽媽一下，再將自己的臉緊緊貼着媽媽的臉。小

女孩的聲音懇切，動作「肉緊」，她用盡自己的

能力去向媽媽表達她發自內心的愛，多麼甜蜜的

一個情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前一段時間，疫情開始緩和，不少人從海外

回港探親，一起歡度節日。不論是在機場或是在

餐廳茶樓，人們重聚時互相擁抱，甚至喜極而

泣，彼此間表達出思念及深厚的愛，情景實在感

人。可見這種發自內心的愛，是不會隨着人的年

紀漸長而減少的。

愛的行動

救世軍在中國內地的助學計劃己有超過20年
的歷史，幫助了四萬多名家庭有經濟困難兒童

得到接受教育的機會。還有很多高考成績理想，可

以升讀大學但家庭正面對經濟困難的學生，救世

軍為他們提供幫助，讓他們能有資源購置一些升

讀大學的用品。感謝救世軍助學計劃捐助者對內

地學生的愛及長期支持，這些援助才得以持續。

在剛過去的聖誕節，救世軍舉辦「愛．分享」

聖誕行動，籌募玩具贈予社區基層兒童，讓孩子

及家人感受聖誕溫暖，我們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

鼎力支持，實在令人感動。由此可見，除了親人

之外，對於一些我們關心的人，我們也會向他們

以行動表達出發自內心的愛。

Love from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Last week, I saw a little girl hugging her 

mother by the neck, saying: “Mom, I really do 
love you!” and gave mommy a big kiss and 
pressed her cheek against her mother’s. With 
her genuine voice and passionate gesture, she 
gave her all to express the love she has for her 
mother. This sweet scene really impressed me.

As the pandemic begins to ease, people are 
now travelling back from overseas to visit their 
families in Hong Kong and to spend the 
holidays together. Be it in the airport or in 
restaurants, as families reunite, people might 
hug or even cry tears of joy, expressing how 
much they love and miss each other. These 
touching scenes are proofs that the genuine 
love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is always 
present even as we age.

Love in Action
The Salvation Army’s Education 

Programme in China has been ongoing for 20 
years now, helping over 40,000 children whose 
families are fa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o get 
their education. We also provide aids for 
students with great grades in their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ut are from 
financially challenged families so they can buy 
supplies for their college lives. We are grateful 
to donors for their love and continued support 
for students in China to help sustain the 
programme.

In the previous Christmas, The Salvation 
Army hosted the Share The Joy Christmas Appeal, 
collecting toys as gifts for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so they and their families can 
experience the joy and warmth of the festival. 
We received enormous support from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or which we are truly 
grateful and touched. This also proves that 
besides our family, we will also express 
genuine love for people we care about with our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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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新年文告

前一段日子，天氣忽然轉冷，救世軍得到很

多義工的幫助，探訪露宿者，向他們派發禦寒物

資。其中一些義工更是救世軍露宿者服務的長

期義工，他們十分關心露宿者，樂意擺上他們寶

貴的時間，義無反顧地關顧社會上缺乏關愛的人

士。

在救世軍的屬校中，也有很多家長義工，他

們無償地為學校製作各式各樣的手工、為學生說

故事、幫忙構思學生及家長活動、在學校出外活

動中幫忙帶隊⋯⋯他們的愛，由對自己孩子的

愛，延伸到學校及其他學生的愛，令學校氣氛更

溫暖。

在救世軍的部隊（教會）中，常有社區關懷

探訪義工，不計路程遠近，到社區中探訪長者、

獨居人士及有需要的家庭，甚至為他們提供援助

物資。他們真誠的愛，令被探訪者感到被關心，

心中重拾盼望。

主耶穌的愛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哥林多後書

5章14節）對基督徒來說，付出愛是自然的，因
為約翰一書4章16節上記載：「神愛我們的心，
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因為神就是

愛，所以真心信祂的人，也會有愛這種特質：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

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提摩

太前書1章5節）

When a cold wave hit Hong Kong a while 
ago, The Salvation Army received a lot of 
support from volunteers in visiting the 
homeless and giving out winter supplies to 
them. Some of these volunteers have worked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now. They care deeply 
for the homeless and are willing to spend their 
precious time without any hesitation to spread 
love to people who need to be cared for in our 
society.

Many parents volunteer at The Salvation 
Army’s schools. They create all sorts of 
handicrafts, conduct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help design student-parent events, 
lead the teams during field trips, and support 
the school in many other ways without asking 
for anything in return. Their love for their own 
children extends to other children and to the 
schools, cultivating a warm and loving 
atmosphere there.

Many volunteers from The Salvation Army 
Corps (churches) often visit the elderly, people 
who live alone, and families in need. Distance 
is of no trouble to them while they give out 
supplies for the needy in the community. With 
the genuine love and concern of these 
volunteers, the people they visited often feel 
loved and would be able to regain their hope in 
life.

The Love of our Lord Jesus
“For Christ’s love compels us.” (2 Corinthians 

5:14) For Christians,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we 
love others, because 1 John 4:16 says: “And so 
we know and rely on the love God has for us. God 
is love.” Since God is love, anyone who truly 
believes in Him will also display this quality: 
“The goal of this command is love, which comes 
from a pure heart and a good conscience and a 
sincere faith.” (1 Timoth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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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太福音22章34-40節記載，「法利賽人
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他們就聚集。

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祂

說：『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

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 － 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

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

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主耶穌不只用說話來表達這兩條誡命，祂是

身體力行地活出這兩條誡命的。「祂本有神的形

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

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2章6-8節）主耶穌以
順服父神的旨意來表達對父神的愛，並為人捨

命，讓人脫離罪的綑綁，得着救恩。主耶穌更向

我們表明了神對人的愛：「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

來，使我們藉着祂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

顯明了。」（約翰一書4章9節）

試想想，你最近一次以行動表達愛是在甚麼

時候呢？是剛剛或是昨天？還是久遠得忘了在甚

麼時候呢？基督徒的愛是被主耶穌所激勵的，而

我相信，很多認同救世軍的信仰、價值觀或口號

的人士，都樂於參與在救世軍當中，不分彼此地

服務有需要的人，以愛溫暖四周。有一首詩歌說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發自內心的愛令人

震撼難忘，我邀請你聯絡你附近的救世軍，或致

電我們的捐款熱線，一起加入救世軍教會、義工

及定期捐款者行列，拼發出令人震撼的愛。

Matthew 22:34-40 says: “Hearing that 
Jesus had silenced the Sadducees, the Pharisees 
got together. One of them, an expert in the law, 
tested him with this question: ‘Teacher, which is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in the Law?’ Jesus 
replied: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This i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commandment. And the second is like it: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All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hang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Our Lord Jesus did not only preach these 
two commandments but also lived them out.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used to his 
own advantage; rather, he made himself nothing 
by taking the very nature of a servant, being 
made in human likeness. And being found in 
appearance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by 
becoming obedient to death — even death on a 
cross!” (Philippians 2:6-8) By obeying the 
Father, Jesus Christ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im 
– he sacrificed for mankind so we can be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and receive God’s 
salvation. Jesus Christ also showed us God’s 
love for mankind: “This is how God showed his 
love among us: He sent his one and only Son into 
the world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1 John 4:9)

Let’s give it a thought: when did you last 
express love in actions? Is it just now or was it 
yesterday? Or has it been so long ago that you 
have forgotten? Christians’ love is motivated 
by our Lord Jesus, and I believe many people 
who support the Christian faith, values, and 
ethos of The Salvation Army are happy to be 
part of us to serve others in need, spreading 
love and warmth. A song of praise says that 
“our love makes the world different”. Love that 
comes from the bottom of the heart can make a 
world of difference. I encourage you to contact 
The Salvation Army in your area to join our 
church, volunteer programmes and be our 
donors to spread a love that rocks the world 
together.

Them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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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重溫
曹譚玉珍少校

沙田隊部隊軍官

有備而來的不速者（路加福音7章36-37節）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和他吃飯，耶穌

就到了那法利賽人家裏去坐席。那城裏有一個

女人，是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

席，就拿着盛滿香膏的玉瓶。」

主人家：一個法利賽人（有地位）請耶穌和他食

飯（有尊嚴）

不速客：一個女人（沒有地位）是個罪人（沒有

尊嚴）

37節「那城裏有一個女人，是個罪人，知
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席，就拿着盛滿香膏

的玉瓶。」

思想：

有罪的女人進入法利賽人西門的家

她是帶着甚麼心情和期望去的呢？ 

她是否知道宗教人士認為她「是個罪人」呢？

若是知道，為何她仍然去到宗教人士「法利

賽人西門」的家裏呢？

思想：

尋見主耶穌的心，驅走一切的恐嚇與羞辱，

讓她可以坦然無懼站在耶穌的背後，親眼得見耶

穌的那份觸動，更驅使她旁若無人地在主的腳前

為自己的罪痛哭。

她的眼淚甚至滴濕了耶穌的腳，於是她就用

自己的頭髮擦乾，並用嘴不停地親吻主的腳，最

後又把有備而來的香膏抹耶穌的腳，以謙卑不配

的態度由衷地表達感謝和尊崇。

有苦自知的悔罪者（路7章38-43節）

站在耶穌的背後，挨着祂的腳哭，眼淚滴

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用嘴

連連親祂的腳，把香膏抹上。請耶穌的法利賽

人看見這事，心裏說：「這人若是先知，一定

知道摸祂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她是個罪

人哪！」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話要對你

說。」西門說：「老師，請說。」耶穌說：「有

兩個人欠了某一個債主的錢，一個欠五百個銀

幣，一個欠五十個銀幣。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

主就開恩赦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那麼，這兩

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西門回答：「我想是

那多得赦免的人。」耶穌對他說：「你的判斷

不錯。」

38節「站在耶穌的背後，挨着祂的腳哭，
眼淚滴濕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

又用嘴連連親祂的腳，把香膏抹上。」

39節「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這事，心裏
說：『這人若是先知，一定知道摸祂的是誰，

是個怎樣的女人；她是個罪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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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看見這事（女人作在耶穌身上的事）

他的反應是：

對耶穌先知的身份存疑

只着眼「她是個罪人」卻沒有被她的行為觸

動而省察

有主赦罪的蒙恩者（路7章44-50節）
於是他轉過來向着那女人，對西門說：「你

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

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滴濕了我的腳，又用頭

髮擦乾。你沒有親我，但這女人從我進來就不

住地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

人用香膏抹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

罪都赦免了，因為她愛的多；而那少得赦免的，

愛的就少。」於是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罪

都赦免了。」同席的人心裏說：「這是甚麼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

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

不妨細心觀察經文，比較一下西門對耶穌的

款待，和這女人對耶穌的服侍：

於是他轉過來向着那女人，對西門說：「你

看見這女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

洗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滴濕了我的腳，又用頭

髮擦乾。你沒有親我，但這女人從我進來就不

住地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

用香膏抹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她許多的罪

都赦免了，因為她愛的多；而那少得赦免的，

愛的就少。」於是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罪

都赦免了。」同席的人心裏說：「這是甚麼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

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

總結：

弟兄姊妹，細察經文後，哪一位更愛耶穌？

是法利賽人的西門，抑或那被人認為是罪人的女

人？讓我們不要自義，以為自己很了不起，要學

習那個感到不配到主面前的女人，謙卑服侍主，

凡事蒙恩。

詩篇51篇16-17節
「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

燔祭你也不喜悅。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默想詩歌：（哈利路亞頌第13首）這愛

這愛，白雪般清透徹，

這愛，常為我愧落淚，

這愛，為我肩擔重價，因基督的愛。

這愛，令我奔波得息，

這愛，填盡了我空隙，

這愛，對我彰顯聖潔，因基督的愛。

這愛，像永生活泉流，

這愛，流溢世世代代，

這愛，是我一生泉源，因基督的愛。

法利賽人的西門

被人尊敬的

自顯為義的

無心接待的

一個女人是個罪人

被人藐視的

自覺卑賤的

誠心實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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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從學習聖經到行道

的經歷。2022年7月時，部隊舉行網上
「約翰一書」查經班，沒做學生太久，對我來

說讀書寫字是「尋死路」，於是就更是逃避報

名。後來蔡中尉鼓勵我，又有姊妹們芬姐、慶

雲及羅姑娘陪伴，我就鼓起勇氣報名參加。

第一課，也是我第一次上聖經課，才驚訝

發現原來查經班要用聖經，我想家中應該有

吧，但時間太緊迫，於是就向基督徒鄰居求救，

借來一本聖經，誰料到竟然是「舊約聖經」，

課堂上根本不合用。第一課就在「矇查查」、嚴

重打擊信心下度過，這一課我一直關着鏡頭。

經過這堂，我當然回部隊借了本合用的聖經。

第二課又是驚險的一堂，因為我確診了，

我有千萬個原因請假，但天父叫我堅持，我也

因為神而堅持。於是，第二課也在「矇查查」下

進行，這一課我也關了鏡頭。感謝芬姐幫忙為

我課後補習。

很快就到了第三課，這次我不敢鬆懈，兩

個多小時前就乖乖坐下預習，我發覺之前上課

時林中尉叫同學讀經文，同學很快便回應，打

開聖經，才知道自己不太懂得使用。我決定請

教羅姑娘，第三堂我開始享受學習、享受看聖

經，可以與老師和其他同學同步上課，感覺好

得無比。這堂我開了鏡頭。

之後兩堂，我不再覺得讀書寫字是「尋死

路」，更享受神話語的學習。課堂上林中尉教

導（約翰一書2章27節）：「你們從主所受的
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

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

在主裏面。」這經文中的「凡事」是指所有關

於信仰的事，信仰是要實踐，讓人看到神的愛

。在募立正兵之後，我便正式是這個家的一份

子，我希望自己能明白神的道更多，行神的道

更多。我參與「筲箕灣康年團」和社區的服

侍，成為正兵以後，我會更努力學習耶穌，愛

人更多。

神用了超過10年改變我，我相信神在人的
生命中顯出神蹟，這是我的見證分享，感謝神！

（註：秀卿姊妹於2022年12月25日募立成為正兵）

今

林秀卿姊妹
港島東隊

見證

右二：林秀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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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媽媽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她與我

和爸爸都是聚少離多，因為每當她在家

都會虐打我（扯我頭髮，將我的頭撞向牆壁，

用衣架、掃帚和拖鞋等物件打我），甚至有一

次險些弄瞎我的眼睛，令我要住院一段時

間。爸爸便因此與媽媽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最後媽媽被送入精神病院。隔一段時間又短暫

出院回家，這個惡性循環又會不斷重演，直到

我升上中學，開始有能力阻止媽媽對我動手為

止。小時候，我很羨慕別人有快樂的家庭，不

明白自己為何會生在這個家庭。雖然爸爸很疼

愛我，但也無法彌補欠缺的母愛。

小學時曾經跟同學參加過教會的暑期聖經

班，但並沒有認真思考。直至中一時，學校舉

行佈道會。我聽到講員說人有罪，隨即想起自

己的罪（偷竊、說粗話、吸煙、說謊、憎恨⋯⋯），

但他說神愛世人，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願意釘

死在十字架上承擔我們的罪。只要我們願

意認罪悔改，接受耶穌作個人救主，我們的罪

便得到赦免。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最後

鼓起勇氣舉手決志信耶穌，但我的生活並沒有

因此有任何改變。

直至中一暑假時，同學邀請我參加教會聚

會，進一步認識耶穌，學習祈禱與祂分享我的

一切，讀聖經學習如何將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教會生活讓我可以有同行者，與其他基督

徒一同祈禱，互相支持，彼此關心。

信耶穌前，我會抱怨自己的人生，非常憎

恨媽媽。信耶穌後，我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祂，

讓祂掌管我的一生。回想小時候雖然被虐打，

但身心沒有造成很大創傷。我慢慢地開始明

白，媽媽只因患病才不能自控地打我，雖然未

能與她建立親密關係，但現在已不會再恨她。

雖然缺乏母愛，但爸爸盡力彌補，媽媽不在家

的日子，我仍有快樂的童年。我有衣服穿，有

食物吃，有屋住，幾乎每天都可玩耍。曾經有

一次我偷竊時被店主發現，但他沒有報警，還勸

勉我不要再犯，讓我沒有因此留有案底而影響

前途。

成為基督徒後，不是所有惡習都可以立刻

改正，也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帆風順。在我二十

歲時，爸爸突然在家離世。明明早上上學前還

見他在床上呼呼大睡，但放學後回到家，便再

也聽不到他的聲音。那是我人生中最傷心難過

的時間，差點連畢業試也想放棄。但耶穌和教

會的弟兄姊妹與我同行，每天都有姊妹在我家

留宿，有弟兄姊妹和軍官（牧師）陪伴我處理

爸爸的後事，關心我，安慰我，為我祈禱，使我

有力量走過人生低潮，積極面對將來。

我

陳燕玲姊妹
九龍中央堂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篇46篇1節）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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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

惟有神叫它生長。」

（哥林多前書3章6節）

深水埗 Sham Shui Po

土瓜灣 To Kwa Wan

救世軍新年社區物資送贈

Giving out supplies for the needy community

寒天前夕贈送基層冬季衣物  竭盡所能送暖到社區
在節日向有需要人士送贈物資是救世軍的傳統。趁着新年及農曆年假期，加上天文台預告天氣寒

冷，本軍於2022年12月28日及2023年1月16日下午，分別在深水埗救世軍曦華樓和紅磡聖公會牧愛小
學（感謝聖公會牧愛學校協辦），向地區有需要人士送贈冬季衣物及玩具，總受惠人數超過1,200人。
救世軍港澳軍區同工及義工透過送贈物資的行動，竭盡所能將神的愛及溫暖送到社區。

Gifting Winter Clothes and Bringing Warmth to the Needy Community before Cold Wave hits 
Hong Kong

Giving out supplies for the needy community during festivals is a TSA tradition. Before the New Year 
and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view of the weather forecast of cold waves hitting Hong Kong, TSA gave out 
winter clothes and toys to the needy community at TSA Sunrise House in Sham Shui Po and at the S.K.H. 
Good Shepherd Primary School in Hung Hom (thanks to the School for co-organising the event) on 28 
December 2022 and 16 January 2023 respectively, benefiting a total of 1,200 people. Through these 
programmes, the staff and volunteers of TSA Hong Kong and Macau Command aimed at spreading God’s 
love and warmth to loc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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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22:34-40 says: “Hearing that 
Jesus had silenced the Sadducees, the Pharisees 
got together. One of them, an expert in the law, 
tested him with this question: ‘Teacher, which is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in the Law?’ Jesus 
replied: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This i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commandment. And the second is like it: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All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hang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Our Lord Jesus did not only preach these 
two commandments but also lived them out.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used to his 
own advantage; rather, he made himself nothing 
by taking the very nature of a servant, being 
made in human likeness. And being found in 
appearance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by 
becoming obedient to death — even death on a 
cross!” (Philippians 2:6-8) By obeying the 
Father, Jesus Christ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im 
– he sacrificed for mankind so we can be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and receive God’s 
salvation. Jesus Christ also showed us God’s 
love for mankind: “This is how God showed his 
love among us: He sent his one and only Son into 
the world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1 John 4:9)

Let’s give it a thought: when did you last 
express love in actions? Is it just now or was it 
yesterday? Or has it been so long ago that you 
have forgotten? Christians’ love is motivated 
by our Lord Jesus, and I believe many people 
who support the Christian faith, values, and 
ethos of The Salvation Army are happy to be 
part of us to serve others in need, spreading 
love and warmth. A song of praise says that 
“our love makes the world different”. Love that 
comes from the bottom of the heart can make a 
world of difference. I encourage you to contact 
The Salvation Army in your area to join our 
church, volunteer programmes and be our 
donors to spread a love that rocks the world 
together.

social services

「齊畫出．好心情」之和樂融融
救世軍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與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悅坊

合作於2022年12月15日舉辦「齊畫出．好心情」之和樂融融@大埔
社區展覽暨推廣日。當日共有140位參加者出席，觀賞40位來自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樂齡同行計劃」畢業學員的作品，
藉此感受一眾學員學習旅程的喜悅，增加對長者精神健康的認識。

Let’s paint together with good mood
The Salvation Army Tai Po Multi-service Centre for Senior 

Citizens co-organised a promotional event on elderly mental health 
with Th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mity Place on 15 
December 2022. There were 140 participants at the event to 
appreciate the artworks of the 40 elderly graduates of our Joyage 
Project, sponsored by Hong Kong Jockey Club’s Charities Trust, 
learning about their joyful learning journey and gain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elderly mental health.  

藝夢傳奇共融展銷會
在香港公益金的贊助下，恒安綜合復康服務舉辦的「藝夢傳奇共融展

銷會」已於2022年11月4日至6日在中環街市完滿舉行。藉着是次盛會，
我們得以展示復康學員的創藝之路。是次活動包括美麗傳承典禮、展覽、
展銷及工作坊，從而推廣本軍的三大品牌「People」、「Craftale工藝．
故事」及「Weuse」。本軍在典禮中向合作夥伴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表達謝意，更頒發了與該小學合辦的「藝夢傳奇之童話童畫顯愛心」活動
獎項，各年級的同學也透過活動和復康學員交流，促進共融。

HOIVRS Art show
Sponsored by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The Salvation 

Army Heng On Integrate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 hosted an art 
show from 4 to 6 November 2022 in Central Market, showcasing the 
craftsmanship of our disabled members. The programme included an 
opening cum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art exhibition, sales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which introduced our three registered brands “People”, 
“Craftale” and “Weuse”. We expressed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our partner, 
Baptist (Sha Tin Wai) Lui Ming Choi Primary School in the ceremony. 
Awards were presented to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 who won in a drawing 
competition earlier, in which participants created artworksregarding 
inclusive society. These students enjoyed the time spent with our disabled 
members.

跨代足跡故事館
竹園青少年中心聯同竹園長者中心及竹園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於2023年1月7日舉行跨代足跡故事館，以「跨代共融」和
「世代團結」為主題，旨在營造跨代對話的平台，打造一個無
分年齡的社區。活動當日邀請長、中、青、幼的街坊參與，透
過認識不同年代用語、一人一互動劇場及軟餐製作體驗等，讓
街坊認識不同年齡層的故事，逐步建立社區中的連繫。 

Intergeneration Storytelling Fair
“Intergeneration Storytelling Fair” was held by Chuk Yuen 

Children and Youth Centre, Chuk Yuen Centre for Senior 
Citizens, and Chuk Yuen Day Care Centre for Senior Citizens on 7 January 2023. The event aimed at 
promoting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developing a platform for people of all ages. Children, youth, 
adults, and elders shared their stories through learning slang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Playback Theatre, 
soft-meal cooking experiencing and more, building 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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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8日為馬健東少校、陳喜威少校及陳李少琼少校的榮休感恩禮，感謝神過去33年多之前
呼召了他們成為軍官。亦感謝他們在港澳軍區的忠心事奉。願神保守及帶領他們退休生活有喜樂、平
安，並有健康的身體繼續以另一方式事奉神。

The Retirement Celebration of Major Tony Ma Kin Tung, Major Tommy Chan, and Major Helina Chan 
was held on 8 January 2023. We thanked God for calling them to serve as officers and for their faithful 
service in the Hong Kong and Macau Command for over 33 years. May God care for and lead them in their 
retirement lives, filling their days with joy, peace, and health to serve God in another capacity.

榮休感恩禮

retirement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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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s (church) ministry

1

5

3

沙田隊於2022年12月25日聖誕主日聖潔會中
接納了四位副兵。
The Shatin Corps accepted four recruits at the 
Holiness Meeting on 25 December 2022.

 

港島東隊於2022年12月25日聖誕主日聖潔會
中募立了兩位正兵及舉行嬰兒奉獻禮。
The Hong Kong Island East Corps enrolled two 
soldiers and conducted a Child Dedication at 
the Holiness Meeting on 25 December 2022.

2.
美樂隊於2022年12月25日在救世軍「齊+」@
三聖過渡性房屋舉行首次福音聚會「美樂齊家

頌主愛」。
The Melody Corps conducted the first gospel 
gathering at The Salvation Army “To．Gather” 
@ Sam Shing Transitional Housing on 25 
December 2022.

5.

1. 錦田隊於2022年12月25日聖誕主日聖潔會中
募立了六位正兵。
The Kam Tin Corps enrolled six soldiers at the 
Holiness Meeting on 25 December 202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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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國際領袖到訪南美洲東部地域
數以百計的救世軍人從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等地前往阿根

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參與題為「一天新似一天」南美洲東部地域大
會。救世軍國際領袖柏培恩大將伉儷亦有到場參與其中。

在是次大會中，柏大將挑戰會眾要更親近神、更仔細地觀察事
物，並容讓神向他們揭示他們的實際狀況。大將亦鼓勵大家要透過
順服而被聖靈充滿，得到實踐大使命的勇氣，從而成為「帶來好消
息的人」。大將伉儷更於大會中的一個青少年聚會中，與當地年青
人見面交流。

展示展覽紀錄片所獲獎項的海報

International leaders visit South America East Territory
Hundreds of Salvationists from all over the South America 

East Territory – Argentina, Uruguay, and Paraguay – gathered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for the “Day by Day” territorial

Plaques commemorating the exhibition.

「所有人都需要軍隊」新冠疫情展覽於國際總部開幕
一場名為「所有人都需要軍隊」的展覽於1月12日在國際總部的「101

畫廊」正式開幕，向公眾展示一段講述救世軍於新冠疫情期間在加拿大和百
慕達地區中如何援助及服務社區的15分鐘紀錄片，以及相關的相片和文字分
享內容。柏培恩大將表示，這場展覽可以鼓勵公眾，紀念歷史上這一段艱難
的時間，並帶來對未來的盼望。

加拿大駐英國高級專員葛代爾讚揚救世軍與加拿大政府透過合作，為有
需要的人提供了數以百萬元的援助。多達260萬人在去年獲得救世軍的幫助。

展覽中所展示的紀錄片已於多個國際電影節獲得不少獎項。

Everyone Needs an Army COVID Exhibition Launched at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On 12 January, an exhibition titled “Everyone Needs an Army” was 
launched at Gallery 101 at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The exhibit 
features a 15-minute documentary and corresponding display panels 
that showcase stories of Salvation Army community response 
and service throughout the COVID-19 pandemic across Canada and 
Bermuda. General Brian Peddle commented that the exhibition 
could “encourages our hearts, helps us celebrate a difficult time in our 
history, and gives us great hope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news

國際頭條

Ralph Goodale P.C., High Commissioner for Canada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aised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alvation Army and the government to deliver millions of dollars in 
aid to Canadians in need. Last year, 2.6 million Canadians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The 
Salvation Army.

The “Everyone Needs an Army” COVID documentary has already won many accolades from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congress attended by our international leaders, General Brian Peddle and Commissioner Rosalie 
Peddle.

In the congress, the General challenged the congregation to draw closer to God, to see things 
more clearly, and to allow God to reveal to them their own condition. The General also encouraged 
everyone to be “people of the good news” through obedient faith and by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which provides the courage to fulfi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congress also included a 
youth meeting, where teenagers spent time with the leaders.

Plaques commemorating th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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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人的一週

星期日

我靈宣告，上主確實偉大！恩典無窮，使

我心靈歡呼，祂的話語對我慈聲應許，在救主

裏，我心滿有喜樂。（軍歌393國際總部2015
版）

星期一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祢！我要永永

遠遠稱頌祢的名！我要天天稱頌祢，也要永永

遠遠讚美祢的名！（詩篇145篇1-2節）

星期二

主是不斷讚美中心，主所造物都歡欣，群

星天使，團聚謳歌，天地反映光明，高山幽

谷，沃野森林，草場積翠波如鏡，清歌小鳥，

輕注流泉，喚起我們頌主心。（快樂頌60）

星期三

祢的國是永遠的國！祢執掌的權柄存到萬

代！耶和華一切的話信實可靠，祂一切的作為

都有慈愛。（詩篇145篇13節，和合本2010和修）

星期四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全無轉動影

兒藏在祢心；永不改變，祢慈愛永不轉移，無

始無終的神施恩不盡。（軍歌27）

星期五

我的口要說出讚美耶和華的話；惟願凡有

血氣的都永永遠遠稱頌祂的聖名。（詩篇145
章21節）

星期六

讚美上主，讓我整個心靈讚美上主，屬神

的民，重新一致說「阿們」，歡迎恭敬頌揚上

主。（軍歌22）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因祢所做的一切讚美

祢，更重要的，是讚美全能的祢。「祢配得

一切的讚美，讓我們永不止息地在祢面前俯

伏敬拜。」

敖白蘭上校
Lieut-Colonel Brenda Oakley

展示展覽紀錄片所獲獎項的海報

Plaques commemorating the exhibition.

Sunday
Tell out, my soul, the greatness of the Lord! 

Unnumbered blessings give my spirit voice; Tender to 
me the promise of his Word; In God my Saviour shall 
my heart rejoice. (SASB 393)

Monday
I will exalt you, my God the King; I will praise 

your name for ever and ever. Every day I will praise 
you and extol your name for ever and ever. (Psalm 
145:1-2)

Tuesday
All thy works with joy surround thee, Earth and 

heaven reflect thy rays, Stars and angels sing around 
thee, Center of unbroken praise. Field and forest, 
vale and mountain, Blossoming meadow, flashing 
sea, Chanting bird and flowing fountain, Call us to 
rejoice in thee. (SASB 39)

Wednesday
Your kingdom is an everlasting kingdom, and 

your dominion endures through all generations. The 
Lord is trustworthy in all he promises and faithful in 
all he does. (Psalm 145:13)

Thursday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O God my Father, 

There is no shadow of turning with thee; Thou 
changest not, thy compassions, they fail not; As Thou 
hast been thou forever wilt be. (SASB HK 27)

Friday
My mouth will speak in praise of the Lord.  Let 

every creature praise his holy name forever and ever. 
(Psalm 145:21)

Saturday
Praise to the Lord! O let all that is in me adore 

Him! All that hath life and breath, come now with 
praises before Him! Let the amen sound from his 
people again; Gladly for aye we adore Him. (SASB 
HK 22)

Prayer
Dear Lord, we praise you for all you have 

done, but most of all for who you are the Lord God 
Almighty. You are worthy of all praise! May we 
never cease to bow in adoration before you.

A Devotional Thought for Eac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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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垣冰
社會工作員
學校服務

疲情下的學校，變幻原是永恆

疫情反覆無常，在疫情初期，基於「停課

不停學」的安排，學生的上課地點由課室轉移

至網上。在疫情轉趨穩定後，學生逐漸恢復半

日制授課，殊不知全港學生竟然受到第五波疫

情影響而重啟網上授課，其後鑑於疫情嚴重而

被逼提早放暑假，這段期間來來回回的轉變與

適應已數不清。駐校社工每天緊守崗位提供不

同層面的支援，例如設計一系列的疫情及復課

錦囊、陽光關懷電話、派發防疫物資、社交小

組、戶外活動等，無間斷地提供適切的支援，

陪伴學生和家長走過徬徨的路程。疫情下的生

活變幻莫測，有學生抱着習以為常的心態來面

對，有些對於常規的校園生活感到陌生，也有

些因能與同學重聚而感到驚喜若狂。 

勝過昨天的我

事實上，仍有一小撮學生較難適應疫下的

校園生活。志明（化名）由群育學校回到原校

升讀小五，他有特殊教育需要，適應能力較弱，

是一位「用行為說話」的學生，例如容易大發

脾氣、拔睫毛和眉毛，及課堂期間在校內走來

走去。

當志明與社工建立了信任的關係後，他願意

敞開內心脆弱部份，並向社工哭訴過往挫敗經

歷，包括由群育學校中考獲第一名倒退到原校的

尾三、升中報分成績差而對升中前路感到迷惑，

和曾遭受同學欺負的經驗等。社工肯定志明追求

自我進步的志向，並與團隊商議方法協助志明改

善其自我觀感，包括升中輔導、持續的學習支

援、正向情緒表達的技巧、獎勵計劃等。改變的

路程有起有跌，志明仍一步一步走過。他從具體

的生活經驗中建立嶄新的正向自我觀感，直到最

後的上課天，學生遲遲不走，並向社工說︰「你

不用擔心我了，我會在中學適應得很好的！」

一天新似一天的信念

復常之路可能並不平坦，我們難以控制外

在環境，但我們卻能調節心境。「明天自有明

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馬太

福音6章34節）每個早晨都是新的開始，讓我
們與服務使用者一起抱持着一天新似一天的信

念，一起邁進未知之路。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
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哥林多後書4章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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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全球和本地環境愈發趨向多變、不

穩、複雜及不明確，我們經常思考如何

幫助學生具備所需知識和素質以面向未來，當

中愛和連繫，就像溪流一樣，在我們所提供的

教育服務中流通。

自愛自重 情意教育

透過營造富關愛的基督教氛圍，我們在不

同的科目及教育活動中，培育學生從認識自己

到自愛自重，協助學生顧己及人地處事及與人

相處。學校揉合校本情意、社交教育與班級經

營策略，提供機會讓學生認識、探索及接納自

己的情緒，並予以孩子表達感受的空間及建立

情緒抒發與疏解的渠道。

靈性牧養 靠主得力

我們重視學生的靈性發展，透過聖經課、

校牧的牧養、日常生活流程及早會靈育訊息分

享，讓學生認識聖經真理，在生活中經歷神永

恆不息的愛。我們每天都會以禱告展開校園生

活，並於各班擺放祈禱箱，收集同學的代禱事

項，孕育着同心合意的禱告氣氛，從神得力和

幫助，建立彼此互相關愛的氛圍。

 
彼此聆聽 學會感恩

學生領袖參與學校每年舉辦全校進行的

「石湖校政交流會」，收集同學對學校的感恩

事項和建議，學習以合宜的技巧和態度於「石

湖校政交流會」向學校管理層反映。學校的校

園生活因此能夠更貼近學童的成長及長幼需

要，校政發展更展現「以愛連繫」，令彼此更

靠近。

恩威並重 愛而有律

教育的歷程，有如栽花，要有忍耐和愛

心。孩童們一生中總會犯錯，遭遇挫折，教育

學生在逆境中緊抱天父的恩慈、信實、慈愛，常

存盼望，重新振作，在犯錯時鼓起勇氣，決心

改過，將逆境變為祝福。這些可伴隨他們一生

走向美善的素質，是處理學生偏差行為的核心

信念。

本校以「愛而有律」作為處理學生偏差行

為的核心信念，另設有讓學生在反思自省後可

現 自發申請的「將功補過」制度，教導學生勇於

承擔責任，用實際行動向師長說明知錯能改的

決心。我們以「訓輔合一」的理念設計各項與

校風相關的制度，賞罰分明，訂立各種適當的

賞罰標準，讓學生有明確的依循，培養學生是

非對錯的正確觀念，建立自我約制的能力和習

慣。

實踐環保  綠色生活

本校致力建設更好的綠化環境及基礎，並

透過不同的綠化及園藝活動，讓學生與大自然

接觸，建立正面和積極的心態，以達致心靈的

健康，這些都是很重要。學生在不同的綠化活

動中參與種植，學習欣賞、珍惜、滿足等價值

觀及態度。植物生長有時，花開不開也有時，

成果各有不一，但種植的過程，不單在乎成果，

更可以學習欣賞，體驗過程，從而提升學生的

心理質素及抗逆力，學習從失敗中再重新出發。

我們更引入一點園藝治療，家校社共同的協作，

舉辦親子園藝治療小組，讓家長及子女親身感

受植物的療癒力量，從園藝活動中提升身心健

康，感受歡欣喜樂的正能量。

關愛家長  讓愛流通

教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是一條充滿挑

戰的道路，我們一直希望促進家長間的交流及

真誠分享，連結成關愛的網絡，為家長們提供

抒發的空間及實質的幫助，彼此互相學習及支

持。學校舉辦「啟發潛能教育家長」表揚計劃

多年，並邀請獲表揚的家長分享啟發潛能教育

的心得，在彼此勉勵及學習中，持續在生活中

實踐啟發潛能教育的理念。

縱世情多變，但我們仍滿有盼望，集眾人

的羣體力量，繼續以愛連繫，互助互勉，發揮

互相關愛的精神，教育學生常存盼望，自強不

息。讓我們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裏，與家長一同

在孩子心中種下堅毅正向的種子，裝備他們面

對人生中不同的風浪及挑戰。願我們努力同心

地將多變、不穩、複雜及不明確轉化成愛的祝

福，讓盼望如磐石般立於我們眾人的心，讓關

愛正能量如活水溪泉般在眾人之間流動，潤澤

及溫暖人心。

張慧儀校長
救世軍石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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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行動     寒流送暖

服務中心 － 面談室

宿，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不同人、

不同部門對露宿的理解均有不同。有些

人會覺得是環境衛生的問題，或只是一組數字

罷了。但對於我們的服務來說，每一位露宿者

都是一個個活生生、有肉有血、需要關懷及照

顧的弟兄姐妹。

拓展服務區域 瘟疫蔓延下 服務遍佈九龍及新界

露宿者綜合服務隊（九龍及新界）於2022
年10月1日開始，正式進入九龍及新界區域，並
與社區計劃露宿者綜合服務隊（油尖旺）結連及

一同服務社區。救世軍的露宿者服務可說覆蓋

整個九龍及新界區域，涵蓋了全港85%的露宿
者，為他們建立起生活安全網，在有人不幸跌

倒、陷入無家狀態或危機時，我們可為他們提

供適切的服務。

隨着近年疫情及經濟不景氣的社會狀

況，不少人士失去工作，無力支付租金而被逼

流落街頭，露宿數字比疫情前增加了大約兩

成。眼見他們在疫症期間雪上加霜的困境，我

們本着「那裏有需要，那裏有救世軍」的精神，

同工在這段期間仍緊守崗位，一直緊貼露宿者

的需要，以醫社合作的模式，為露宿者提供身、

心、社、靈的全人關顧服務，包括個案輔導、

外展探訪、福利服務、經濟上支援及短期住宿服

務。如遇上他們有健康上的需要，醫護人員會

提供生理及精神狀況評估，推動露宿者及早接

觸主流醫療服務。除此以外，就業指導及培訓

服務也是重要的一環，包括基本求職訓練、工

作轉介等，令他們可以自力更生及重新融入社

會。

生活日常及天氣驟變下 愛可以行動 

讓愛散播在社區裡

露宿者面對的不僅是途人不友善的目

光。在面對變幻無常天氣下，露宿者的身體及

健康狀況是我們的關注重點。每遇颱風、寒冷

天氣前後都是服務隊最繁忙的時間。面對最近

的寒流，同工把握氣溫急降前，走遍九龍及新

界各個露宿點作出天氣資訊的預告、向他們派

發毛毯及提醒他們作好禦寒的準備，亦適時為

願意入宿的露宿者提供緊急入宿服務。

而作為社區的一員，可以怎樣用行動去關

心露宿者？或是，大家可以怎樣向他們表達關

顧？首先大家不要少看自己的力量，要向他們

表達愛其實很簡單，譬如就近你的居所、辦公

露

綜合無家者服務 
救世軍露宿者綜合服務隊（九龍及新界）

露宿者服務

服務中心 － 房間

16



義工行動     寒流送暖

攝影：葉大衛少校

地點或教會附近有露宿者，大家可以於天熱時

為他們送上涼水；寒流時為他們送上熱

湯，或者是送上一聲簡單的問侯，一聲的問好、

一個接納的笑容已帶着社會包容的訊息。如發

現露宿者有需要協助，亦可聯絡我們，告知露

宿者的位置或外表特徵等，我們會安排外展同

工出隊探訪及跟進。最近，我們亦收到本軍部

隊的轉介，一位遇上經濟困難及無家可歸的人

士，在同工了解及評估其需要後，已即時安排

入住短期住宿服務的賓館，這位人士現時的生

活已開始穩定，重投工作及教會生活。大家亦

可以與教友組成義工探訪隊，透過我們提供的

義工探訪訓練作好準備，展現社區關懷露宿者

的力量，亦可捐助善款，幫助露宿者度過困

境，縱使是微少的力量，也可讓大愛散播在社

區裏！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必定不在黑暗裡走，卻要得著生命的光。」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既做在我這兄弟中的一個最少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馬太福音25章4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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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心

各位J-Kids好，是否過了一個快樂的農曆新年呢？

應該是吧！有假期、有新衣、有賀年糖果和食品、最

開心應該是收到不少紅封包「利是」了。特區政府於一月

初放寬了防疫措施，今年到親戚家拜年的機會多了，意味

會收到更多的利是呢！

聖經使徒行傳20章35節：「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求天父帶領你。

聖經使徒行傳20章35節：「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求天父帶領你。

各位是否有留意本期救恩報最後的一頁，有關救世軍利是籌款

的宣傳海報。像你們般能收到這麼多利是錢，不是必然的，有很多

家庭都生活在缺乏當中      缺乏日常所需，缺乏金錢，缺乏關愛。

今年你有沒有打算把你收到的一封、兩封，甚至幾封的利是錢

捐予救世軍，好讓更多人得着天父透過你所施予的愛？

好奇一問，你計劃怎樣運用這些因節期而得來的金錢呢？應該不外乎購買你很想買，但先前未

有餘錢買的東西；又可能是跟幾位同學看一場電影，或跟幾位好友去吃一頓新年大餐。然而，把利

是錢總數的一半儲蓄起來，應該也在你考慮之列吧？

網上瀏覽 改變世界的心

的需要，以醫社合作的模式，為露宿者提供身、

心、社、靈的全人關顧服務，包括個案輔導、

外展探訪、福利服務、經濟上支援及短期住宿服

務。如遇上他們有健康上的需要，醫護人員會

提供生理及精神狀況評估，推動露宿者及早接

觸主流醫療服務。除此以外，就業指導及培訓

服務也是重要的一環，包括基本求職訓練、工

作轉介等，令他們可以自力更生及重新融入社

會。

生活日常及天氣驟變下 愛可以行動 

讓愛散播在社區裡

露宿者面對的不僅是途人不友善的目

光。在面對變幻無常天氣下，露宿者的身體及

健康狀況是我們的關注重點。每遇颱風、寒冷

天氣前後都是服務隊最繁忙的時間。面對最近

的寒流，同工把握氣溫急降前，走遍九龍及新

界各個露宿點作出天氣資訊的預告、向他們派

發毛毯及提醒他們作好禦寒的準備，亦適時為

願意入宿的露宿者提供緊急入宿服務。

而作為社區的一員，可以怎樣用行動去關

心露宿者？或是，大家可以怎樣向他們表達關

顧？首先大家不要少看自己的力量，要向他們

表達愛其實很簡單，譬如就近你的居所、辦公

J -K ids你們好！我希望你們喜歡認識多些神所創造的大自然和生物啊！上一次

我介紹了大白鷺和小白鷺，但你知道嗎？其實鷺這個家族很大，裏面有很多親戚，例

如和大白鷺身型差不多的蒼鷺和大藍鷺，也有體型比小白鷺還要小的夜鷺、池鷺、牛

背鷺、黃小鷺等等。

這幾位是在沙田公園和九龍公園的樹上居住的客人。

各種鷺鳥的喙都是很長和很大的，這很適合

牠們捕捉水裏的魚。鷺是捉魚高手，牠們會全神

貫注盯著水裏的魚，然後迅速把脖子插入水裏，

緊緊的將魚咬住。上水後，便將魚的頭部向內，

尾部向外，然後送進肚子裏，這樣可以防止被魚

的刺刺著。由於鷺喜歡在水邊覓食，因此被稱為

涉禽。

J-Kids你們好！我希望你們喜歡認識多些神所創造的大自然和生物啊！上一次

我介紹了大白鷺和小白鷺，但你知道嗎？其實鷺這個家族很大，裏面有很多親戚，例

如和大白鷺身型差不多的蒼鷺和大藍鷺，也有體型比小白鷺還要小的夜鷺、池鷺、牛

背鷺、黃小鷺等等。

這幾位是在沙田公園和九龍公園的樹上居住的客人。

各種鷺鳥的喙都是很長和很大的，這很適合

牠們捕捉水裏的魚。鷺是捉魚高手，牠們會全神

貫注盯着水裏的魚，然後迅速把脖子插入水裏，

緊緊的將魚咬住。上水後，便將魚的頭部向內，

尾部向外，然後送進肚子裏，這樣可以防止被魚

的刺刺着。由於鷺喜歡在水邊覓食，因此被稱為

涉禽。

其實世界上還有很多種類的鷺，在香港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份。日後當你在公園或野外遇見牠

們時，便知道牠們是誰了，但要謹記切勿滋擾牠們和餵食啊。牠們很聰明，會找到足夠食物的。

其實世界上還有很多種類的鷺，在香港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份。日後當你在公園或野外遇見牠

們時，便知道牠們是誰了，但要謹記切勿滋擾牠們和餵食啊。牠們很聰明，會找到足夠食物的。

各位J-Kids好，是否過了一個快樂的農曆新年呢？

應該是吧！有假期、有新衣、有賀年糖果和食品、最

開心應該是收到不少紅封包「利是」了。特區政府於一月

初放寬了防疫措施，今年到親戚家拜年的機會多了，意味

會收到更多的利是呢！

各位是否有留意本期救恩報最後的一頁，有關救世軍利是籌款

的宣傳海報。像你們般能收到這麼多利是錢，不是必然的，有很多

家庭都生活在缺乏當中      缺乏日常所需，缺乏金錢，缺乏關愛。

今年你有沒有打算把你收到的一封、兩封，甚至幾封的利是錢

捐予救世軍，好讓更多人得着天父透過你所施予的愛？

好奇一問，你計劃怎樣運用這些因節期而得來的金錢呢？應該不外乎購買你很想買，但先前未

有餘錢買的東西；又可能是跟幾位同學看一場電影，或跟幾位好友去吃一頓新年大餐。然而，把利

是錢總數的一半儲蓄起來，應該也在你考慮之列吧？

夜鷺站在水池的石上夜鷺站在水池的石上

另一隻夜鷺在喝水另一隻夜鷺在喝水

大藍鷺展開美麗的翅膀大藍鷺展開美麗的翅膀
這隻池鷺在泥裏啄出牠的獵物這隻池鷺在泥裏啄出牠的獵物

這隻蒼鷺興奮地捉了一條大魚這隻蒼鷺興奮地捉了一條大魚

黃小鷺預備過橋黃小鷺預備過橋

這就是牛背鷺，牠比較喜歡站在

牛背上和草地上啄食昆蟲

這就是牛背鷺，牠比較喜歡站在

牛背上和草地上啄食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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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心

我以關顧有需要
的人為主題，畫
了好幾幅畫！博
物館會喜歡我
的大作嗎？

別弄壞我的大作！
快看下一幅。

喂！
別弄了！

看看
這裏！

吓？

噢，這幅畫
下面好像有
點甚麼！

我喜歡這種
奇怪。我想
要強調，要
友善對待不
同的人。

這個有需要的人才
剛收到這件衣服，          
            你不要拿

走啊！

來看看最後一幅
畫，我還未有時
      間填色，因
         為我一直
           在照顧
            你⋯⋯
          嘩！

但我認
得祂啊！

我看懂這
些畫背後
的意思
了！

這裏每幅畫
背後都有耶
穌！這是祂
所說的話：

你的畫
都很有
意義
啊！

對⋯⋯
謝⋯⋯
謝謝你⋯⋯

都被她
撕壞
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不！我是說這
幅畫下面也有
點甚麼。

太奇怪了！
歡迎你！

馬太福音25：35 -
40

馬太福音25：35 -
40

改變世界的心

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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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小結他自製小結他自製小結他
材料：材料：  紙巾盒1個、紙筒1個、
          雪條棒2條、象皮圈4條、
          水彩、剪刀、貼紙、白膠漿(圖一)

用水彩為紙巾盒塗上顏色。
用剪刀於紙巾盒的頂部剪出圓形，並將紙筒放於洞內。
按箭咀提示上貼上兩條雪條棒，然後垂直將橡皮圈套在紙盒中央。
最後貼上貼紙設計出獨特的「小結他」。

用水彩為紙巾盒塗上顏色。

做法做法

玩法玩法

用剪刀於紙巾盒的頂部剪出圓形，並將紙筒放於洞內。
按箭咀提示上貼上兩條雪條棒，然後垂直將橡皮圈套在紙盒中央。
最後貼上貼紙設計出獨特的「小結他」。

孩子可用手指撥動象皮圈，一面彈奏小結他，一面唱出熟悉的兒歌；較年幼的孩子，可由家長用小結他一下一下彈出拍子，與孩子一同唱歌。 

孩子可用手指撥動象皮圈，一面彈奏小結他，一面唱出熟悉的兒歌；較年幼的孩子，可由家長用小結他一下一下彈出拍子，與孩子一同唱歌。 

完成！完成！

鳴謝：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鳴謝：白田幼兒學校暨育嬰園

你能夠在下圖
中找出一對一

樣的小朋友嗎
？

你能夠在下圖
中找出一對一

樣的小朋友嗎
？

到底小兔及司機哥哥正坐着甚麼交通工具？馬上將下圖的點連連看吧！

到底小兔及司機哥哥正坐着甚麼交通工具？馬上將下圖的點連連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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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彩為紙巾盒塗上顏色。

最後貼上貼紙設計出獨特的「小結他」。

用水彩為紙巾盒塗上顏色。

最後貼上貼紙設計出獨特的「小結他」。

新年前，各位J-Kids有幫家人大掃除嗎？掃走污垢灰塵，

空氣也變得更清新健康。不只你的家需要清潔整理，新年新

開始，也應該要整理自己的生命，藉着耶穌有個新開始！

耶穌在十架上為我們犧牲，洗去我們的罪，實在是太好

了！就算我們有時做錯了，也可以請求神的原諒，而祂無論

如何也一直愛着我們，讓我們可以忘記過犯，重新開始。

我們可以向耶穌禱告。有人習慣早上禱告，有人喜歡晚上祈禱，其實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禱告！

你可以向耶穌講你正在面對的困難，請求祂幫助你，也可以提醒自己要學習祂的榜樣。

耶穌也教我們要愛人如己。不如學學耶穌，今年訂立目標，關心朋友和有需要的人，與他們分享

耶穌的愛！

新年前，各位J-Kids有幫家人大掃除嗎？掃走污垢灰塵，

空氣也變得更清新健康。不只你的家需要清潔整理，新年新

開始，也應該要整理自己的生命，藉着耶穌有個新開始！

耶穌在十架上為我們犧牲，洗去我們的罪，實在是太好

了！就算我們有時做錯了，也可以請求神的原諒，而祂無論

如何也一直愛着我們，讓我們可以忘記過犯，重新開始。

我們可以向耶穌禱告。有人習慣早上禱告，有人喜歡晚上祈禱，其實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禱告！

你可以向耶穌講你正在面對的困難，請求祂幫助你，也可以提醒自己要學習祂的榜樣。

耶穌也教我們要愛人如己。不如學學耶穌，今年訂立目標，關心朋友和有需要的人，與他們分享

耶穌的愛！

港島東隊青年兵及小朋友在「愛‧傳說福音」音樂晚會中獻詩。港島東隊青年兵及小朋友在「愛‧傳說福音」音樂晚會中獻詩。

今期和大家欣賞一下J-Kids的作品。
希望多些不同的畫作或製作可以在這裏給你們介紹：
今期和大家欣賞一下J-Kids的作品。
希望多些不同的畫作或製作可以在這裏給你們介紹：

歡迎你們成為港島東隊的青年兵。 歡迎你們成為港島東隊的青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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