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寬恕  主動找人

( 可 2：14-17) 耶穌親自去呼召十二門徒，其中有收稅的亞勒腓的兒子利未。耶穌對利未說：「來跟從我﹗」耶穌到利未家吃飯，跟很多稅吏和罪人一起。法利賽的經學家驚訝，耶穌卻說：「我來不是要召義人，而是要召罪人。」

耶穌在地上生活時，主動進到人群裡與人一起。他結交了朋友，如馬大、馬利亞、拉撒路等。

即使不受人歡迎的人，耶穌都接納，主動接觸他們，如稅吏、病人、乞丐、罪人……他就是這樣愛人。與

人做朋友，他用各種方法，來看看他怎樣交朋友……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5 位同學也是耶穌喜歡的小孩子，而他們各有好朋友，能彼此欣賞，互相幫助。

慈愛  行動表達

( 可 10：13-16)：有人抱著孩子去見耶穌，卻被門徒責備。

耶穌看見便生氣，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

禁止他們，因為神的國是屬於這樣的人的。」耶穌抱起小孩

子給他們祝福。耶穌喜歡小孩，喜歡你，多親近他吧﹗

認識  一起相處

( 路 19：1-10)：撒該是
稅吏長，收重稅、壓榨

人。耶穌接

納他，叫出他的名字，
又要求住在他家裡。撒

該因耶穌的接

納而改變，他說：「主啊
，請看，我要把家財的一

半分給窮人，

我若敲詐了誰，就還他四
倍。」撒該悔改了﹗

服侍  回應要求

( 可 10：4
6-52)：有

個瞎眼的乞
丐名叫巴底

買，他聽到

耶穌的事，
稱耶穌是大

衛的子孫。
趁耶穌經過

，他大聲喊

叫耶穌。耶
穌聽見，主

動問他：「
你要我為你

作甚麼呢？
」

巴底買說：
「我要能看

見。」「耶
穌說：『去

吧，你的信
使

你痊愈了。
』他立刻看

見了，就在
路上跟隨耶

穌。」

溝通  講和聽

( 路 10：38-42)：馬大、馬利亞和兄弟拉撒路都是耶

穌愛的人。耶穌探訪他們時，馬大殷勤服侍他，馬利

亞則坐在耶穌腳前，專心聽他講道。馬利亞被耶穌稱

讚，說她選了上好福份。

丁嘉芊
Taya

張珈熒
Christy

馬盈慧
Anna

戴卓衡
Matthew

李淮凱
Ryan



不受歡迎性
格排行榜：

1. 驕傲　2.
自大

3. 橫行霸道
　4. 不願悔

改

Tommy陳志耀

Auntie Susanna

有個小女孩到果園摘蘋果，她把蘋果裝滿一個籃子後，便回

家了。媽媽看見她帶回來的蘋果都是很細小，且有點枯乾，就問

小女孩：「寶貝，今年果園的蘋果都長得不太好嗎？」小女孩

回答說：「才不是呢，媽媽！果園大部份的蘋果都長得又大又

紅，我好不容易才挑選到這些小的。」媽媽好奇地問：「為甚

麼你要挑選小的？」小女孩無奈地說：「因為我的籃子太小了，

裝不了大的。」於是，媽媽把小女孩帶到花園。小女孩發現那

裡有一個大籃子，她問媽媽：「媽媽，我可以拿這個籃子去摘

蘋果嗎？」媽媽笑著說：「當然可以！」於是，小女孩摘了一籃

子又大又結實的蘋果回來。

孩子，可能你會感到奇怪，為甚麼小女孩不早點拿大籃子

出去呢？何必因為籃子大小的限制而放棄又大又圓的蘋果？沒

錯﹗小女孩第一次錯過了大蘋果，但媽媽讓她「發現」家裡還

有一個大籃子。小女孩立即明白，帶回來更多的蘋果給家人。

有時，我們的生命都會因為「未發現」而給了自己限制。放

下心中的小籃子─「我就是能力弱」、「我就是討人厭」、「我就

是沒有人喜歡」……相信生命裡還有許多可能，勇敢踏出安舒區，告

訴自己：「沒有經歷過，怎會知道不行呢？」當你經歷過後，必定明白

自己和世界還有許多的美好，只是「未發現」而已。

“Christmas is a time of love, Christmas is a time of love!” Dino heard the 
song from a distance one evening. He was captured by the melody and the voice. 

It was so sweet that it was almost heavenly. So he decided to find out who was 
singing.

As he moved close to the sound, he saw a little boy standing in the cold 
wind. The song came from him! It was the most remarkable voice that Dino 

has ever heard in his life! It was as though it came out of the cleanest river. 
So pure! So clear!

The little boy was singing to raise funds. His father was sick and he 
was singing at a street corner hoping that someone will help him.

If you were Dino, what would you do? Will you help him? 
How will you help? 

You can also try finishing this story with the title of the story. 
A happy ending or a sad ending?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雖然耶穌接納不完美的人，願意跟罪人做朋友，但如果我們
願意做個好

孩子，
相信耶

穌會
欣賞
、會
開心
。朋
友是
學習榜

樣，

也多
欣賞自

己的特
色，總是

要欣賞﹗

Taya：	手提電話、電腦，方便主耶穌周圍去

	 傳福音；隨時聽詩歌，我和朋友唱給祢聽。

Anna：	用寶石和乾花設計的生日卡，寫上我的過犯、我悔

改的事，求主赦免。最後，祝祢生日快樂﹗

Christy：	音樂盒，內有每位信耶穌的人一齊唱的詩歌。	

主耶穌祢辛苦洗淨我們的罪，令人信主得救，感

謝祢﹗

			Matthew：	一粒星星，用來點綴主耶穌的生日會。

								Ryan：	願望，希望有很多人認識主耶穌。

耶穌啊﹗我想送給祢……生日快樂﹗

聖經中我欣賞的人：Taya：	保羅，他初時逼害基督徒，後來信主，周圍傳福音，

入獄都跟獄長傳福音。Anna：	耶穌，為救人才釘十字架，他捨己為人的性格，我好

鍾意。
Christy：	約伯，無論有幾多困難，他都沒有放棄、離開神。

Matthew：	大衛，他身體比巨人歌利亞小，但他很勇敢，又

信靠主耶穌，用一粒細石頭戰勝巨人。
Ryan：	但以理，他很勇敢。王不准人祈禱、敬拜神，只准人

敬拜他，但以理不怕，照常敬拜神。

耶穌，講祢聽……

感謝祢的愛

好品格大檢閱─多
欣賞吧

﹗
欣賞李淮凱：好動，愛運動
他跟我返教會，性格冷靜，
會聆聽我，有時沒有回應，
但不要緊呢﹗

Ryan

欣賞戴卓衡：

開朗、做事認真
我的好朋友活潑好動，
運動方面表現很好，
他會教我，又幫助我。

Matthew

欣賞張珈熒：

樂觀，給人正能量
好朋友很了解我，遇挫折
會鼓勵我，與我分擔，開
心時一齊分享。

Christy

欣賞丁嘉芊：

勤奮、樂於助人
好朋友馬盈慧和張珈熒
會幫助人，不橫行霸
道，會關心我，不開心
時給我安慰。

Taya

欣賞馬盈慧： 

開朗、樂於助人
欣賞好朋友(丁嘉芊、張珈熒)
很誠實，會提點我。我忘記
帶書，會借給我、幫助我。

Anna



馬太福音 1:18-2:15  

描述了耶穌降生前後的情況，
請細讀有關章節，然後在上圖尋找
在經文中出現過的詞句。提提你，共
有 17個啊﹗ 

馬大

約翰
良人

約伯的孩子

僕人

以實馬利

神是愛

尼祿王

馬太

加利利 馬廐

伯大尼

百合花

金銀

香膏

馬利亞

約瑟

新生王

天使

聖靈

福音

大衛的子孫

童女

耶穌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希律王

猶太

伯利恆

耶路撒冷

以色列

黃金

乳香

沒藥

埃及

那年，耶穌出生的時候……
那年，耶穌出生的時候……

 第 62 期得獎名單：
梁嘉恩  聖公會基樂小學
呂綺華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郭漪澄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 愛蝶灣 )
郭智皓  漢華中學小學部 
方啟灝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 秀茂坪 )

上期答案 : 

請將遊戲答案於 2017 年
2 月 1 日或之前寄回
來，得獎者可獲精美書
簽乙份。( 名額限 5 名，
先到先得 )

designed by ivy



極地回來，很多人問我一個「難題」： 有沒有看見那骨瘦如柴的北極熊，牠是否飢餓

得四處徘徊？北極這麽大，資源這樣多，北極熊十分罕見，遇到了也危險，真是避之則吉，

怎可能碰上那由媒體刻意攝下的「代表作」？媒體的影響力真大！

熊類是陸上最龐大的肉食性動物。但北極熊（Ursus maritimus）與棕熊和浣熊不

一樣，牠擅於游泳，在冬季也生猛活潑，以海豹、魚類和其他濱海生物為食，因此很多學者

把牠界定為「極帶海洋生物」。在淺黃至雪白的毛皮覆裹下，北極熊的體重可高達 800 公

斤，手和腳的掌長有尖爪。儘管軀型龐大，北極熊奔跑時速約 40 公里，泳速每小時 10

公里，續航力達 100 公里，有時在離岸數公里外亦見其芳踪。牠刻苦而靈活，平均壽命約

30 歲。在北極旅途探索必須㩦獵槍傍身，只宜護身，千萬不要滋擾和挑釁。

《 聖 經 》 中 記 述 的 熊 類〈 王 下 2:24； 撒 上

17: 36-37〉，當然不會是指北極熊；經考據分

析，應該是指「狗熊」。

何建宗教授

北極熊北極熊北極熊

有一天，我約了一位朋友共享午膳。可是，他來到了餐廳卻一臉憂慮，急忙向我訴苦：「今天我特意穿

上新的白色襯衫出來，但是今早被同事不小心用原子筆畫了一筆。我嘗試過用梘液及水清潔，始終洗不掉。雖

說這件襯衫不昂貴，但只穿了一次就要報銷，實在太可惜了﹗」我笑說：「用梘液和水洗原子筆漬，就必然洗

不掉，因為原子筆的墨水根本不能溶於水。」

水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溶劑（solvent）。我們用水來洗衣物，是將污漬溶解於水。污漬離開衣物，

衣物便清潔了。可是，還有不少東西不能溶於水，就如原子筆的墨水。墨水是溶於有機溶劑（organic 

solvent），例如天拿水、酒精、松節水等。

   有些衣服因不宜用水洗，或不宜放於洗衣機攪動洗滌，我們便會送去乾洗。乾洗店的職員會在乾洗

衣物上噴上含有有機溶劑的清潔劑，待污漬溶於有機溶劑後，就隨著有機溶劑揮發掉，衣物便清潔了。

     至於朋友的白色襯衫，他可在襯衫污漬上灑上消毒酒精，然後立即用沾濕了消毒酒精的棉

花棒輕輕印走墨水；再放於洗衣機循正常洗衣程序洗衣。若衣物的材料許可，他亦可加入漂白

水漂去墨水。
小船兒



經文

「以雅各的神為自己的幫

助，仰望耶和華他的神的，

這人就是有福的。」

詩篇146章 5節

陳肇兆牧師

Text & Illustration by Jacqueline Lee.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幾個小孩一起仰望天空，各自思考著。有一個看見星空，

日後成為了科學家；有一個看到雲彩，成為了藝術家；有一個看到希

望，成為哲學家；有一個看到動物，成為飲食專家；另一個看到雨水，

成為了文學家；看到神的創造的那一個，成為了神學家。看啊﹗觀點與角

度影響人的一生。用心向上仰望吧！祝福你日後能實踐所望﹗

各位朋友，可能當你發現到真實的我時會給嚇一跳﹗因為我是

夜間活動的壁虎， 喜歡住在人家溫暖的屋子裏的小洞或檐篷。

我最大的特色是能在牆上爬行，甚至在很光滑的表面都能黏住

固定身體。因為我的腳趾像長有小吸盤，每走一步像貼紙黏住東西。

我知道有些朋友很害怕我，因為我的樣子平淡，似乎

不甚可愛；但我會捕食蚊子、蒼蠅、蜘蛛等。無論人喜不

喜歡我，我都是屋子的害蟲清

道夫，是有益無害的小動物。

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祂

看人的內心。祂不管我們樣子

怎樣平凡，會關心我們的生命

質素。當我們成長得健康時， 

就能正面影響他人，就如壁虎

一樣。你又怎樣看自己呢？

「 耶 和 華 看 人 不 像 人 看

人，人是看外表，耶和華是看

內心。」( 撒母耳記上 16：7)

夜行俠清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