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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抗疫奇兵Supermarket”

祝福你上學平安、學習愉快！在學校跟同學見面談話，隔著口罩也開心啊！回想留在家的日子，真想

有人關心慰問。你希望誰來關心你呢？你又關心過什麼人呢？關心人要準備好一些東西，本店專賣特

別的抗疫物品，看看今吧！

無論對抗逆境或是疫症，

人與人都須要同行、關心，互相

幫助。除了需要食物維持健康，精神和

心靈都需要關懷照顧。望望左，望望右，

你會發現需要你幫助的人呢!

仁愛果汁

愛要有行動，要用合宜的

方式關懷他人的需要，買東西

給人吃，用說話為人打氣，能

給人大大的幫助和力量啊！

營養標籤：樂善好施者，會得

到福澤；解人口渴者，也會

得解渴。(箴十一25)

喜樂
蛋糕

喜樂不看環境，要有堅定的信

心，相信不好的狀況總會過去，

相信神會賜下平安和喜樂呢！ 

營養標籤：願賜盼望的神，因

你們的信，用一切喜樂平安

充滿你們。（羅十五

13）

平安
朱古力

不單外在平安，內在都要平靜安

穩。要多禱告，把擔憂、

害怕交在主手中。

營養標籤：耶穌說：「我留下平

安給你們……你們心裡不要惶

恐不安，也不要膽怯。」

(約十四27)

存心忍耐雪糕

怎樣忍耐呢？農夫撒種，便耐心

等收成。有目標，就能忍耐著達成

它。我們會成功抗疫的，

再忍耐一下。

營養標籤：在盼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堅忍，禱告要恆

切。(羅十二12)

良善果仁

如果你想別人對你良善，自

己就先對別人良善吧！在疫境

之中，伸出援手，增添美善。

營養標籤：要常常努力彼此

善待，也要善待所有人。

(帖前五15）

節制薯片

你在家有吃零食嗎？有玩嗎？做

練習？zoom上課？還是無事忙？設

定作息玩樂時間表，生活有規律、有

節制，豐富又有趣味。

營養標籤：你們要多多努力：有了信

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

增添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增添

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增添

堅忍。(彼後一5-6)

分享
心聲冬甩

足不出戶很多天，累積了很多情

緒、感想。快快跟家人、朋友、同學

們分享吧！彼此傾聽，互相支持。

營養標籤：你們要彼此勸勉，互相

造就，正如你們現在所做的那

樣。(帖前五11)

恩慈消
毒潔手液

在困難時期，特別是疫症流行，很

多人缺乏物資。這時候，以恩慈的心

幫助別人，分享物資，

就能互相保護，共度難關。

使用說明：你們既然是神所揀選的，

是聖潔、蒙愛的人，就要穿上慈悲

憐憫、恩慈、謙卑、謙和、忍

耐。(西三12)

信實
電話卡

每天有很多訊息從四面八方傳

來，到底是否正確可信呢？要提

高警覺分辨。我們也不要胡亂發

放未經證實的訊息啊！

使用說明：主卻是信實的，

他會堅定你們。(帖後

三3上)

溫和口罩

病毒傳播力強，須實行隔離等防

疫措施。雖然人和人被隔開了，但

是關心問候不能中斷，必須保持聯

絡。見面的時候，

戴上口罩啊！

使用說明：你們的話總要溫

雅，好像用鹽調味。(西

四6上)

客戶
服務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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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ntie Susanna

Illustration by Winnie Chan

Dino’s eyes immediately light up as he sees this on TV. How he wishes he could 
be there! 

Dino specially want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two mascots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Paralympics, Bing Dwen Dwen and Shuey Rhon Rhon They are just 
adorable!

Dino loves to see how Bing Dwen Dwen travels through the icy slopes quickly 
from Beijing to Yanqing and then glides into the Olympic village in Zhangjiakou. Dino 
wants to be in that skiing gear himself. He wants to be in the interesting curling 
competition with his best friend Lucy. He also imagines himself flying down the 
National Ski Jumping Centre in his best dinosaur free style skating performance.

Dino also wants to travel with Shuey Rhon Rhon to visit the snowy land of 
Beijing. He wants to see how people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Most of all, he 
wants to taste the Northern Cuisine of China.

Do you have dreams like Dino?
What do you do with these dreams?
Can you write them down and see if you can see them come true one day?

探訪的故事：關愛憐舍探訪的故事：關愛憐舍

那天下著微雨，令寒冷的天氣更冷。我和孩子到佐敦廟街、油麻地等地派物資給無家者。我們買了暖那天下著微雨，令寒冷的天氣更冷。我和孩子到佐敦廟街、油麻地等地派物資給無家者。我們買了暖
包及保暖衣，帶著數十隻用錫紙裹好保溫熱騰騰的雞腿；三個成年人、兩個小朋友背著重重物資，在雨天包及保暖衣，帶著數十隻用錫紙裹好保溫熱騰騰的雞腿；三個成年人、兩個小朋友背著重重物資，在雨天
帶點狼狽出發。心感煩躁，又想到在寒冷中工作的清潔工人、棲息在橋底路旁的無家者和拾荒長者，他們帶點狼狽出發。心感煩躁，又想到在寒冷中工作的清潔工人、棲息在橋底路旁的無家者和拾荒長者，他們
更狼狽了！更狼狽了！

在港鐵站口附近有一位露宿者，當我們送保暖內衣給他，他即時穿上。多數遇見清潔工人推著垃圾在港鐵站口附近有一位露宿者，當我們送保暖內衣給他，他即時穿上。多數遇見清潔工人推著垃圾
車，他們工作時間長；有幾次送雞腿給他們，他們重複說了很多次「多謝」；走遠了，還聽到。車，他們工作時間長；有幾次送雞腿給他們，他們重複說了很多次「多謝」；走遠了，還聽到。

最後到了橋底一處地方，那裡一直住了無家者。當我們對著一堆紙皮和雜物問：「你們需要保暖衣最後到了橋底一處地方，那裡一直住了無家者。當我們對著一堆紙皮和雜物問：「你們需要保暖衣
物嗎？有多少人在裡面呢？」他們反問是甚麼衣物，似乎不缺乏；於是便派快餐店禮券、雞腿和暖包給他物嗎？有多少人在裡面呢？」他們反問是甚麼衣物，似乎不缺乏；於是便派快餐店禮券、雞腿和暖包給他
們。我們正要離開，有一位年輕女士走出來索取快餐店禮券？我把剩餘幾張給了她。們。我們正要離開，有一位年輕女士走出來索取快餐店禮券？我把剩餘幾張給了她。

歸途時，女兒問：「爸爸，剛才的女士不似露宿者，不像有需要，為何幫她？」有疑問是好事，行善重歸途時，女兒問：「爸爸，剛才的女士不似露宿者，不像有需要，為何幫她？」有疑問是好事，行善重
要，也要有智慧；要盡量把物資交到最有需要的人手上，而自己不被騙，也不受傷害。我回答她：「人們要，也要有智慧；要盡量把物資交到最有需要的人手上，而自己不被騙，也不受傷害。我回答她：「人們
不會喜歡這樣待在街上，她在這裡出現，已經是我們應該給予的一群。這是我們這一刻所能夠做到的事不會喜歡這樣待在街上，她在這裡出現，已經是我們應該給予的一群。這是我們這一刻所能夠做到的事
情。」情。」

他(施洗約翰)回答：「有兩件內袍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要這樣做。」(路三11)他(施洗約翰)回答：「有兩件內袍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要這樣做。」(路三11)

Winter OlympicsWinter Olympics
2022!2022!

Winter Olympic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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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兒

小小科學實驗的力量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肆虐，這兩年最常說、最常聽到的祝福語必

定是「身體健康」了。為了減低病毒傳播速度，政府、醫護及防疫專家呼籲我們做
好預防措施，例如到公共地方必須戴上外科口罩。然而，有多少人想過為甚麼我們要戴口罩呢？人戴上口
罩後，真是有用嗎？這個時候，科學實驗和數據便是最有力的理據。

在2020年，香港傳染病學專家袁國勇教授團隊做了一連串小實驗來研究戴口罩對預防新冠病毒的成
效。在這個研究中，科學家將一隻帶有新冠病毒的倉鼠和一羣健康的倉鼠分別放在兩個鄰近的籠子裡，所
有空氣都會由帶有病毒的倉鼠的籠子泵到另一個籠子。

第一個實驗中，兩個倉鼠籠子在沒有東西阻隔之下，約有三分之二的健康倉鼠感染新冠病毒，可見感染
率非常高。第二個實驗中，科學家在健康倉鼠籠子與帶有病毒倉鼠籠子之間，用外科口罩封好健康倉鼠一
方。結果，感染率大減一半，約有三分之一的健康倉鼠受感染。最後，科學家在帶有病毒的倉鼠籠子靠著健
康倉鼠籠子一面用外科口罩封好，感染率銳減至一成半。總括而言，當我們正確地戴上外科口罩，便可以
有效預防個人感染病毒及防止社區傳播。

這個實驗令我有兩點反思：首先，個人佩戴口罩，不但可以保護自己，而且可以保護社區人士，特別是
免疫力較弱的幼童及長者。但是，重點是正確地佩戴口罩才有效。另外，作為讀科學的人，我深切明
白有些科學實驗並非極度難明，小小實驗就比千言萬語更有說服力。

這兩年，確實有不少學生因為疫情立志做醫護人員和科學家。小朋友，你
有沒有想過長大後做甚麼工作來服務人群呢？

羊羊群群心心 理理羊群心 理
綿羊的特徵是單純、服從性強，又有群體習性。

當我們自認是主的羊的時候，我們有沒有以上的特
徵呢？

希望小朋友在信仰上單純，一心跟從主；在道德
上，有服從性，遵行主的教導；在社會見證上，有群
體性，彼此相愛。這樣做的話，我們一生的日子，必
有福氣和忠誠的愛緊隨著我們；我們也要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經文：「我一生的日子，必有福氣和忠誠 的愛
緊隨著我；我也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
遠。」(詩二十三6，《環球聖經譯本》)

麥基恩醫生

生活不是等待暴風雨過去生活不是等待暴風雨過去

而是要學習在風雨中起舞而是要學習在風雨中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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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基號》信箱

送貨部

抗疫奇兵 Su permarket抗疫奇兵 Su permarket

愛要有行動，用最合宜的
方式關懷他人的需要。

快快跟家人、朋友、同學們分享心
聲吧！彼此傾聽，互相支持。

用恩慈的心互相幫助，彼此分享物
資，就能互相保護，共度難關。

分辨訊息真偽，也
不要胡亂發放未經
證實的訊息。

人和人被隔開了，但是關心問候
不能中斷，必須保持聯絡。

設定作息玩樂時
間表，生活有規
律、有節制，豐
富又有趣味。

有目標，就
能忍耐到達
成它。

在疫境之中，
伸出援手，增
添美善。

喜樂不看環境，要有
堅定的信心，相信神
會賜平安喜樂。

不單外在平安，內在
心境都要平靜安穩。

仁愛果汁

良善果仁 節制薯片存心忍耐雪糕

分享心聲冬甩 恩慈消毒潔手液 信實電話卡 溫和口罩

平安朱古力喜樂蛋糕

1 2 3

4 5 6

7 8 109

請將「抗疫奇兵
Supermarket
購物清單」於7月1日
或之前寄來，可獲精美

文件夾乙個。

(名額限5位，先到先得)

你有甚麼意見？有甚麼心聲或
代禱事項？可以寫給小羊。
（個人資料保密）

●《傳基號》適合小學三年級至六年級                                        
●　學校／團體訂閱可於www.rainbow.org.hk/rainbow/support/join.asp 下載表格
●　聖經經文引用《聖經新譯本》（舊約）、《環球聖經譯本》（新約）

天道書樓網站
歡迎瀏覽！

多謝你光臨“抗疫奇兵Supermarket”！現在要核對你選擇了的貨品，請你於下列貨品清單上，

點選最少三件貨品。請在適當位置加上    。

Vol79「彼此相愛、互相關懷」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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