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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事汶
iBulb

Jay  自認有型有款，熱愛新潮玩意。

諸事汶  愛心爆棚，熱愛寫作。

阿木  平時沉默不語，談到環保，非常認真！

吱喳  口齒伶俐，說話多多。

小虎  頭腦簡單，活潑好動，愛吃和打籃球。

iBulb  最愛思考，精於客觀分析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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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之聲》每期的內容豐富，

以小讀者身邊的事物出發，探索

各式各樣的主題，輔以大量精美

的插畫和遊戲，以有趣的方式幫

助小讀者吸收知識，同時灌輸正

確的品德和價值觀，最適合初小

學生閱讀。

新一期《良友之聲》
也出版了！



爆炸了

下星期要交功課了
！

你們還不去做！！！

我們來檢示一
下專題報告的
進度。

火的專題完
成了沒？

我們顧著
BBQ，忘記
了，哈哈。

燒菠蘿很好吃。
哈哈哈。

煙花專題？

我還在想穿甚麼
衣服去看煙花比
較好。

炸藥專題？

近來實驗室較
忙，所以。

是，是！
立刻去！ J

V
聊
天
室

J
V
聊
天
室

撰文：瀠、東東    設計及繪圖：毒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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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電、火山噴發、隕石墜落等，都有可能引發自然火災。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最初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對火敬而遠之。
不過，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觀察和探索，人類慢慢發現火的好處！

不可思議的火

你看你看，BBQ
對人類的發展真
的很重要呢。 當然，火還有照

明、保暖、嚇退
野獸等用處。

算你們說
得通。

原始
人BBQ

烤熟食物
相傳一次山林大火後，人類只好撿燒焦了的動物來吃，
結果發現前所未有的滋味！「BBQ」的出現，令人類可
以選擇的食物種類增加！烤熟的肉類，不但更易咀嚼，
營養還更易被消化吸收，對促進人類肌肉和腦部發展，
以至進化，起著關鍵作用！

烤熟食物
相傳一次山林大火後，人類只好撿燒焦了的動物來吃，
結果發現前所未有的滋味！「BBQ」的出現，令人類可
以選擇的食物種類增加！烤熟的肉類，不但更易咀嚼，
營養還更易被消化吸收，對促進人類肌肉和腦部發展，
以至進化，起著關鍵作用！

主
題
故
事

主
題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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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火種「從天而降」，
用樹枝點燃，珍而重之地
保 存 ， 是 人 類 最 初 的 做 
法。後來人類終於發現樹
木或石頭互相摩擦能夠生
火！

來看看這個較「現代」的生火工具吧！透過轉動，鑽木
棒和鑽木板互相摩擦，產生熱力。當乾草、木屑等燃
料的溫度達到燃點，便會開始燃燒冒煙。這時，若適
當地煽進助燃氣體如氧氣，火苗就更容易出現！

現代科學發現火的產生離不開燃料、熱力、助燃氣體
和連鎖化學反應4大元素，鑽木取火正好符合！      

鑽木棒

鑽木板

乾草、木屑
隨著人類對「火」和「燃燒」的認識越來越多，用火
的技術也變得越來越高超！亦為往後的科技發展，揭
開了序幕！

製作陶器　　
黏土經攝氏約900度高溫燒製會成為陶。陶器耐火堅硬，可
作不同煮食工具，人類第一鍋飯可能就是這樣煮成！

陶甗是煮食工具，分甑和鬲兩部分*。
*甗讀「演」、甑讀「贈」、鬲讀「力」。

甑可蒸煮食物

鬲可沸水

電力來源
由燃燒產生的熱能，可轉換成電能。
現代生活，衣、食、住、行、醫療等各方面，均離不
開電力。你知道燃燒哪些化石燃料可產生電力嗎？

答案例子：煤、石油、天然氣等。

相片：Pixabay、Xiaojun Deng(FLICKR)、snowyowls

燃點
文明

照明
延長活動時間，不再限於日間。

保暖
幫助度過寒冬

嚇退野獸
擴闊生存和生活空間。

製作鐵器
鐵礦石在攝氏約1,200度以上的高溫下，
可鎔化成液態的鐵，便於鑄造工具，有利
農業、工業生產發展。

鐵鍤*：古代農業工具，有點像現在的鏟子。
*鍤讀「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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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歐洲各國兵工業、礦
業迅速發展，然而火藥的威力
小，亦較難控制，受潮後往往
無法引爆，於是人們開始研究
「新的火藥」。19世紀中，利用
化學物質硝酸甘油製造的炸藥
誕生。它威力驚人，卻非常不
穩定，造成接二連三的爆炸事
故，奪走了許多生命，當中包
括諾貝爾的親弟弟。

1860年代，多年醉心炸藥研究
的諾貝爾，發現了將液態硝酸
甘油，變成固態的方法，製造
出來的炸藥，雖然威力稍減，卻
十分穩定，只能以雷管引爆。
他同時改良自己發明的雷管，
為今日有效、安全使用炸藥奠
定了基礎。

炸藥的發現，建設了世界，但
亦加重了戰爭的破壞。諾貝爾
捐出部分遺產成立基金，表揚
在宣揚和平；物理、化學、生理
學和醫學研究；以及文學方面
造福的人員，或許正正寄託著
人類攜手創造更美好未來的盼
望。

炸藥爸爸─諾貝爾

知多點──雷管知多點──雷管

到我說說諾貝
爾的事跡。

雷管是一個小小的金屬管，內置較為
敏感的起爆藥，可透過點火起爆。它
產生的小型爆炸可引爆炸藥，是現代
常見的引爆裝置。

咳咳，今次專題報告讓我深深
體會到⋯⋯火藥、炸藥，如果
獲得好好利用的話，可以綻放
璀璨光芒，建造未來⋯⋯

然而錯誤利用，卻會造成嚴重影
響，甚至無法挽回的破壞。

和平很重要⋯⋯國與國之間，家人之間，朋友之間，彼此
關愛、互相體諒，「和平」相處，大家才會幸福的啊。

對⋯⋯心境⋯⋯平和⋯⋯也不容忽視⋯⋯

大家真的說得很好啊，各位也要像
我一樣，時刻保持平和溫柔喔。

甚⋯⋯甚麼⋯⋯像你？

凡事要謙遜、溫和、忍耐，在愛德中彼此擔待，
盡力以和平的聯繫，保持心神的合一。

（厄弗所書4:2-3）相片：Pixabay、Timo Halén、網上圖片 9



極地科學工作者，為首位涉足地球四個極端地帶(北極、南極、高極─青藏高原及

塔里木盆地)的香港女探險家，數十年來走遍世界，致力環保教育，揭示絕境上的

真相。

李樂詩博士

Jay，堅強些，

繼續行，就當

作是鍛煉吧！

冰原及冰川高低不平，陷阱處處。有一次，走

在我們前面的友人及他的獵人，突然連人帶雪

橇跌入冰海。我急忙叫停我的獵人去幫忙，豈

料他大叫一聲，命令狗隊長朝另一方向前進，

頭也不回。

想不到因紐特人* 這樣冷酷！後來才知道，這

是當地的習俗，男子漢應該懂得辨別險境，並

會自救。如果旁人輕率施以援手，反而是瞧不

起他。為了尊重對方，「你需要幫忙嗎？」這

句話在當地不易聽到。當然，若真遇上危難關

頭，獵人也會守望相助。

事實上，獵人出征，除了雪狗伴隨，往往是個

人行動。面對突如其來的暴雪或者野獸侵襲，

根本不能奢望等人援救，困境中的生命只能掌

握在自己手中。
*因紐特人是北極的原住民。我與他們的長相
  輪廓相似嗎？

相片：李樂詩博士

狩獵好像很危險，

我還是先回家。我

很掛念媽媽！

嗚嗚⋯⋯

自愛自強自助，人生漫漫長路，每個人
都應該發揮自己最大的能耐，面對生活各種挑戰。

從跌倒中學 習，累積經驗，是真好漢所為。

編輯：東東   設計：阿比

極
地
遊
蹤

極
地
遊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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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家，作品超過一百本，曾多次入選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

選舉。她將用文字，與大家在五味紛陳的雜貨店中相遇，細訴愛與成長的故事。
君比老師

夢想的故事（下）夢想的故事（下）

「思思，請你不要誤會！挽著你的手走，

我就不需用拐杖了。但若果你覺得尷尬，

我可以……」霍英庭連忙解釋道。原來

他只是想人領著他走。「沒問題，我們

走吧！」我裝作輕鬆地道，並主動挽著

他的手。幸好他看不見，否則一定察覺

到我已經面紅耳熱。

未幾，我們已走到公園。我把他帶到一

張長櫈前坐下，兩人自然地分開了手，

但我的臉蛋依然發燙。「你要上學，下

課後又在雜貨店幫忙，會否很忙？」他

打開話匣子。「我已經習慣了。」我回道。

「你呢？聽我媽媽說，你小學是在心光

盲人學校寄宿，你的生活是怎樣的？」

「由早到晚『坐定定』學習 ，人人都

不許動。」霍英庭回道。我呆了半晌，

完全不懂回應。「哈哈！說笑而已！」

他笑道。「我們在心光的生活算是寫

意。除了像普通小學的全日學習外，還

有功課堂和遊戲節，我們會在校園踏單

車……」

「踏單車？！」我又是一驚。「你們看

不見前面的路，怎樣踏單車？」

「老師當然有限定人數，而且讓我們在

非常空曠的地方踏單車。我初小三年都

有踏單車，從未和同學相撞過。我們也

喜歡下黑白棋，我們用的棋子有刻邊，

可讓我們分辨出棋子的顏色。當然，我

們要記下整個棋局，才可以和人對弈，

這亦是訓練記憶的最佳方式。」

「一個人的時候，我會看大量的點字書，

編輯：東東   設計：毒角獸

甜
絲
絲
雜
貨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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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圖書館的書幾乎都給我看過了。另

外，我還會寫故事，小六時我寫過一篇

超過一萬字的連載小說，每次大概寫

一千字吧，同學看完一集就會催促我寫

下去，給了我很大的動力。創作太好玩

了，我其中一個夢想是當作家！」

「若果可以，我還想當專業棋手，挑戰

各國棋王。我更想學寫手機 apps，在日

常生活上幫助視障人士……」

原來，霍英庭早已有這麼多夢想。我嘛？

其實仍未想過將來。我的成績普通，沒

有一科特別出眾，也沒有甚麼興趣或專

長。入英中是媽媽對我的期望，我也不

太肯定自己能否考進去，就算僥倖考入，

我跟得上嗎？

「英庭，既然你在心光過得不錯，為何

要轉去外面的中學？不怕難以適應嗎？」

「因為在心光過得太舒服了，我才想離

開。我想突破自己的界限。太安穩的話，

人會不知不覺變得懶散！」霍英庭的話，

對我當頭棒喝。

「以前全校上下都是我的朋友，轉到新

校，我要比之前更主動才能結識到新朋

友，於是我在午飯後以棋會友，朋友一

下子增多了。

現在的中學程度較高，第一個學期，我

的成績由原來的第一、二名，變成第

一百零幾名，我明白一山還有一山高，

有競爭才有進步。為了追回成績，我付

出了比一般人多百倍的努力。到了第二

學期，我的成績已大有進步。

到了第三學期，除了要保持成績，我更

開始了到世界各地參加黑白棋比賽的大

計。我剛到過北京和日本比賽，成績算

是令人滿意。我還想將這些旅行比賽的

經歷寫成故事……」

晚上吃飯時，我異常沉靜。飯後，媽媽

遂問我和霍英庭談了些甚麼。「媽媽你

有甚麼夢想？」媽媽料不到我竟然反問

她，很是愕然。「夢想？做好每天的工

作，你和弟弟健康成長，就是這樣。」

「媽媽，你自小的夢想就是搞好雜貨

店？」我問。

「小時候，我想做個舞蹈員，可惜沒有

甚麼舞蹈天份。因為成績普通，中學畢

業後，婆婆想我在雜貨店幫忙，我一做

便二十年，跳舞的事，沒有再想了。」

媽媽回道。「不過，媽媽希望你有夢想，

我會支持你的。你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將來不一定要接手雜貨店。」媽媽非常

認真地道：「思思，你的夢想是甚麼？」

「我……沒有想過呢！或者是時候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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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故事靈感來自君比老師曾經採訪的失明中大中文系學生楊展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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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博士
偵探老師，鼓勵學生
多思考、多推理。

貓頭
偵探學生，全名貓頭‧
鷹，反應敏捷。

長頸
偵探學生，全名長頸‧

鹿，脖子很長。

編輯：冬甩    設計：毒角獸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香港實踐哲學學會創會會長，曾任各大辯論比賽評

判，致力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推廣哲學，深信小朋友有需要亦有能力去學習自主思考。
盧傑雄博士

這次，讓我先講一件趣事。  

居維葉怎知道那頭
怪獸不會吃人呢？

關鍵提示是不是
「有角」、「有
蹄子」？

已知的訊息

凡是有蹄子的動物都是
食草動物，昨晚的怪獸
是有蹄子的動物。

凡是食草的動物都不吃
人，昨晚的怪獸是食草
動物。

全新的判斷

所以，昨晚的怪獸
是食草動物。

所以，昨晚的怪獸
不吃人。

第一次推理

第二次推理

利用我們已知的訊息推出某種全新的判斷，稱之為  

「推理」。例如，一個偵探看著兇手留下的大鞋印，

說：「這兇手的腳一定很大。」這也是一種推理。按

照「大鞋印」這個已知的訊息，作出了「兇手的腳很

大」這個全新的判斷。

進行推理的「已知的訊息」稱作前提，「全新的判斷」稱作結論。

前提
（已知的訊息）

凡是食草的動物都不吃
人，昨晚的怪獸是食草
動物。

兇手留下大鞋印。

結論
（全新的判斷）

昨晚的怪獸不吃人。

兇手的腳很大。

生物學家遇怪獸

偵探與大鞋印

例子

1. 魔鏡說：「白雪公主是全世界最美麗的人。」所以，我不是全世
界最美麗的人。

2. 動物沒有水不能生存。這意味著，月球上沒有動物，因為月球上
沒有水。

答案：
1. 前提：白雪公主是全世界最美麗的人。　結論：我不是全世界最美麗的人。
2. 前提：動物沒有水不能生存，月球上沒有水。　結論：月球上沒有動物。

請在下列推理中，選出甚麼是前提，
甚麼是結論。

「推理」就是⋯⋯

其實，居維葉進行了
兩次推理，正是他做
出判斷的依據。

話說著名的生物學家居維葉是研究古生物的。有一天，居維葉的調皮學生想跟他開個玩笑，趁他夜裡熟睡的時候，把自己裝扮成一頭怪獸，頭上有兩隻大角，全身長著毛，四條腿上長著大蹄子。「怪獸」走到居維葉的床前發出怪叫，驚醒了他。居維葉先是大吃一驚，然後借著月光定睛一看，便笑了，揮揮手說：「吃草的傢伙，不吃人，快滾開！」
第二天，調皮學生問居維葉昨晚是不是看到一頭怪獸，他給學生講了一些常識：「判斷食肉動物和食草動物，看看牠的頭、四肢、牙齒就一清二楚了。食肉動物的牙齒特別鋒利，口腔的肌肉十分發達，四肢很適合奔跑；食草動物頭上有角，牙齒不很鋒利，有蹄子。昨晚那頭怪獸，有角有蹄子，是食草動物，牠不會吃人的。」

生物學家遇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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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婚委「惜身文化」事工 透過少男少女的日常小故事，和大家細說天父的慈愛，

以及在祂的計劃中各位所領受的恩賜與「任務」；一同了解那獨特的「我」，以及愛的真義。

哈哈！我今年的目標，是想結交一些外國朋友；我

想世界各地都有我的朋友呢！另一個目標就是想學

會煮更多的菜式！你會為明年定下一些目標嗎？

例如，我想學會煮更多菜式，所以我每天的行動就

是陪媽媽煮飯，或看一篇食譜！到了年終就會懂得

很多款式！

哈哈！你倒像從前的我呢！願望數之不盡⋯⋯但舅舅

對我說了一句很具啟發性的話，他說：「有願望固然

好，但一定要把願望變成行動，才會願望成真。」

舅舅教我，先選擇兩、三個我覺得最有動力達成的願

望。然後，把它們變成每天也做的行動，到了年終，

我的願望便能達成了！

我也有看過這劇集！他們是紳士，是因為他們

每一個舉動都很大方，很有風度！如果你時常

主動幫別人開門，吃飯時先服侍他人，言行上

有禮貌，那麼你不也是一個紳士嗎？

你的目標很有意思呀！我有很多很多願望！想長得更高，

學打網球，希望數學科有進步，夢想學西班牙文。呀！還

想做「紳士特工隊」成員⋯⋯厲害吧！
因此我每天也要做一些紳士般的行為！如

果配合每天20下掌上壓，就可以鍛煉出

紳士特工隊成員般的肌肉！

Err.. . I am fine. Sara，為甚麼跟我說英語？
對呀！那麼你想實現哪幾個新年願望呢？

變成行動？不太明白。

Hi Toby! How have you been?

「每天行動」？15分鐘英語？是暗號嗎？

完全不明白呀！

哦！每天一行動！所以你才叫「每天行動」

而不是「新年願望」！你有其他例子嗎？

對呀！舅舅也建議，最好有一個夥伴，

每週提醒對方，互相鼓勵實踐目標！

那麼我會鼓勵你每天做個Gentleman，

幫我拿書包，順便鍛煉肌肉！

Oh, I beg your pardon! My apologies! 這是為了

實踐我的「每天行動」，每天說15分鐘英語！

哈哈！那你每週也要煮些新款食物給我試

試，看看你有沒有進步！

我明白了！因為你另一個目標是想結交外國朋友，

所以你就每天練習15分鐘的英語會話！

「惜身文化」網址：www.culturetob.org

相片：Pixabay

好呀！我可以陪你練習英語。

每天行動

這個假期我看了「紳士特工隊」劇集，覺得他們不

但 身 手 不 凡 ， 智 謀 過 人 ， 亦 很 有 風 度 。 原 來 做 戴 

Top Hat 穿西裝的 Gentlemen 都可以這麼酷！但這

個願望好像太不容易實現。

編輯：東東   設計：阿比

少
男
少
女

少
男
少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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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下午，皓昇在一個神祕街角發現一部名為「急召老夫令」的

古怪抓物機(即俗稱的「夾公仔機」)。自問「抓物高手」的他立即成功抓

取了數隻「公仔」，並放進書包裡。後來，皓昇發覺只要默唸「公仔」

身上的「召喚令」，就會發生一些曲折離奇的事⋯⋯

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哲學家、

文學家

擅用寓言闡述其思想

與老子並稱為「老莊」

孔子 孟子 墨子 莊子

撰文：瀠    設計：小青

譯文：你不知道那螳螂嗎？牠舞動臂膀，

        企圖阻擋前進中的車子，是不了解

        自己的力量無法勝任。

「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                       （出自《莊子‧人間世》)

皓昇，你從未學過滑雪吧？一個門外漢，夢想自己短短一個月內學會一項
技能，並登上國際競技場，拿到金牌，這不但不切實際，更是不可能的啊！

要知道成功不能奢望一步登天，所以我們訂立目標時，不要好高騖遠，去做
遠遠超過能力所及的事；反而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訂立合理、具體的目標。

就以你學業成績作例子，你可以訂立多個短期目標，以及一個長期目標。

如此明確的目標，就像是一幅清晰的路線圖。跟著路線圖，保持實現目標
的信心，循序漸進地奮鬥。每完成一個短期目標，就代表你踏上一個更高
的階級，持之以恆，便能一級一級地走上成功的巔峰！

大家都認識「螳臂擋車」

這成語吧？這是我二千多

年前寫下的寓言故事喔！

小小的螳螂不自知地用脆

弱的臂膀阻擋車輪，能成

功嗎？當然不能啊！

這故事就是告訴大家不自

量力的後果──不正確地

估計自己的力量，做一些

自己辦不到的事，最終只

會失敗。

莊子語錄

短期目標

下個月前弄清楚中文科

各種比喻法。

長期目標

下次考試平均分進步

10分或以上。

我日日夜夜鍛煉手臂，

就能「擋車」了！
看來，你跟以往

一樣，都是有聽

沒有懂啊⋯⋯

皓昇，你

怎麼了？

皓昇的
 鴻圖大計

霹靂論盡夫子令，
急召老夫子！

很好！你終於有點
自知之明了。那你

決定怎麼辦？

我決定訂立人生
目標，然後好好
努力，過一個充
實、充滿意義的
2018年！

莊子老師，我發覺我過
去活得太糟糕了。沒有
目標，沒有計劃，沒有
方向，結果浪費光陰，
虛度歲月⋯⋯

皓昇的2018年
新目標

1. 學會滑雪，並參加
   2018年冬季奧林
   匹克運動會*，勇奪
   金牌，為港爭光！

2. ⋯⋯其他的還未想
   到，所以後補。

你為甚麼想
參加2018年
冬季奧運會？

因為我想去
韓國旅行！

1212⋯⋯

1212⋯⋯

* 今年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

  2月9日，在韓國平昌舉行。

急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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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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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26



某一天下午，皓昇在一個神祕街角發現一部名為「急召老夫令」的

古怪抓物機(即俗稱的「夾公仔機」)。自問「抓物高手」的他立即成功抓

取了數隻「公仔」，並放進書包裡。後來，皓昇發覺只要默唸「公仔」

身上的「召喚令」，就會發生一些曲折離奇的事⋯⋯

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哲學家、

文學家

擅用寓言闡述其思想

與老子並稱為「老莊」

孔子 孟子 墨子 莊子

撰文：瀠    設計：小青

譯文：你不知道那螳螂嗎？牠舞動臂膀，

        企圖阻擋前進中的車子，是不了解

        自己的力量無法勝任。

「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                       （出自《莊子‧人間世》)

皓昇，你從未學過滑雪吧？一個門外漢，夢想自己短短一個月內學會一項
技能，並登上國際競技場，拿到金牌，這不但不切實際，更是不可能的啊！

要知道成功不能奢望一步登天，所以我們訂立目標時，不要好高騖遠，去做
遠遠超過能力所及的事；反而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訂立合理、具體的目標。

就以你學業成績作例子，你可以訂立多個短期目標，以及一個長期目標。

如此明確的目標，就像是一幅清晰的路線圖。跟著路線圖，保持實現目標
的信心，循序漸進地奮鬥。每完成一個短期目標，就代表你踏上一個更高
的階級，持之以恆，便能一級一級地走上成功的巔峰！

大家都認識「螳臂擋車」

這成語吧？這是我二千多

年前寫下的寓言故事喔！

小小的螳螂不自知地用脆

弱的臂膀阻擋車輪，能成

功嗎？當然不能啊！

這故事就是告訴大家不自

量力的後果──不正確地

估計自己的力量，做一些

自己辦不到的事，最終只

會失敗。

莊子語錄

短期目標

下個月前弄清楚中文科

各種比喻法。

長期目標

下次考試平均分進步

10分或以上。

我日日夜夜鍛煉手臂，

就能「擋車」了！
看來，你跟以往

一樣，都是有聽

沒有懂啊⋯⋯

皓昇，你

怎麼了？

皓昇的
 鴻圖大計

霹靂論盡夫子令，
急召老夫子！

很好！你終於有點
自知之明了。那你

決定怎麼辦？

我決定訂立人生
目標，然後好好
努力，過一個充
實、充滿意義的
2018年！

莊子老師，我發覺我過
去活得太糟糕了。沒有
目標，沒有計劃，沒有
方向，結果浪費光陰，
虛度歲月⋯⋯

皓昇的2018年
新目標

1. 學會滑雪，並參加
   2018年冬季奧林
   匹克運動會*，勇奪
   金牌，為港爭光！

2. ⋯⋯其他的還未想
   到，所以後補。

你為甚麼想
參加2018年
冬季奧運會？

因為我想去
韓國旅行！

1212⋯⋯

1212⋯⋯

* 今年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

  2月9日，在韓國平昌舉行。 27



“Nothing is so strong as gentleness. Nothing is so gentle as real strength,” 
said by Francis de Sales.

Secret CodeSecret Code

More to sayMore to say

The Gentleman Saint
“Mum, he is the missionary ( 傳 教 士 ) who loves to tell stories!” 
A little boy grinned. Before Francis could greet him back, the 
mother had picked up the boy and went away nervously.

When most people stayed warmly in their homes, Francis could 
only walk alone on dark snowy nights. In the district of Thonon, a 
missionary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like him, was not welcomed. No 
one was willing to put him up  ( 為他提供留宿 ).

The long night walks, from one village to another, always put 
Francis in danger. He was once set upon ( 襲 擊 ) by the wolves. 
That time, he climbed up a tree and tied himself tightly, so that 
he wouldn’t fall down and could sleep.

故事：東東 
繪圖：毒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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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is so strong as gentleness. Nothing is so gentle as real strength,” 
said by Francis de Sales.

Secret CodeSecret Code

More to sayMore to say

The Gentleman Saint

People kept slamming ( 重重關上 ) doors in his face, but Francis 
came up with a new way to preach ( 傳 道 ). He wrote simple 
articles, copied them by hand and delivered them to the 
households every week.

In the face of arguments and mockery, Francis always 
remained gentle ( 溫 良 ). With patience and love, he gradually 
drew hearts to God.

To enjoy the audio story, please go to:
http://www.vaphk.org/files/magazine/voice/jv/JV_499.mp3

Gifts
for you

For a chance to win, send the answers to us!

Photo : Internet, Cherry

故事：東東 
繪圖：毒角獸

The statue of St. Francis de Sales

This story is inspired by the biography of 

St. Francis de Sales who was a Bishop 

( 主 教 ) of Geneva ( 瑞 士 日 內 瓦 ). The 

faith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being 

against in some of the d istr icts l ike 

Thonon,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With 

great efforts, he led many people to 

God. He had written a lot of articles 

explaining the doctrines ( 教 義 ) of the 

fa ith and thus, was regarded as the 

Patron Saint ( 主保聖人 ) of Writers.

1. In the face of arguments and mockery, how did Francis 
   present himself?
2. What was St. Francis de Sales the Patron Saint of?

31



‧ 屬於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建築。

‧ 建成於1626年，佔地約8,000平方米。

‧ 面向南方的牆身可架設32門大炮，而面向中

國方向的牆身沒有設置炮口，可見炮台的主要

作用是抵禦海外敵人，同時對當時的中國展示

了友好的態度。

‧ 內部建築曾改建為氣象台，現為澳門博物館。

‧ 為香港法定古跡。

‧ 估計建成於1832年，佔地約5,300平方米。

‧ 仍 存 有 6 門 大 炮 ， 最 古 老 的 一 門 鑄 造 於

1805年，早於炮台出現，相信是從別處移

送至炮台。

‧ 內部建築曾用作警署及學校，現設有辦事處及

展示廳。

澳門大炮台

澳門大炮台

香港東涌炮台

香港東涌炮台

澳門大炮台

香港東涌炮台

相片：Wikipedia user - deror_avi、Mk2010、Kalatpadai、fisherman

昔日戰事頻繁，各地會於山崗或沿岸地方建設炮台，在

上面設置多門大炮，隨時發炮抵禦敵人。時至今日，港

澳兩地的炮台已紛紛退役，但仍保留了不少炮台遺跡。

不可以讓諸事

汶知道我們在

這邊炮台！

VS

炮火連天

請放心，我

已經瞄準諸

事汶！

遵命長官，

開炮！

我們要先發制人，吱

喳聽令，準備開炮！

港
澳
找
不
同

港
澳
找
不
同

撰文：冬甩    設計：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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