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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衛在「王宮的平頂上看

見一個婦人在洗澡；這婦人容貌

美麗。」經查問後，原來是有夫之

婦拔示巴，但大衛仍「派使者去

把她接來」，與她親近。更甚是寫

信請人故意將其軍人丈夫調派到

最前線，令他戰死沙場。拔示巴

「就作了大衛的妻子」了。 (撒下 

11：2-27)

大 衛 運 用他 的自

由，從「看見」「查

問」，到忍不住「派

使者」「寫信」⋯⋯

一 步 步 地 奪人 妻

子，泥足深陷。結

果受到喪子及「刀

劍 必 不 離 開 大 衛

家」的懲罰。 (撒下 

12：10-15)

小朋友，現在互聯網四通

八 達，甚麼資訊也可查

閱，真的事事「睇吓無所

謂」？當你「看見」一些不

良資訊或留言，你會如大

衛般心思思繼續一步步地

「click」下去，令自己不能

自拔？

「節制」很重要！凡事

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

處。睇電視、打機都好，

不要太過份，因為仍有

其他事需要去做。我覺

得不要過份地去做某

事，又不要過份不去做

某些事，要平衡。

　　4 位同學．「節制」報料！

☻ 請爸媽幫忙在電腦內安裝過濾軟件，

 阻止不良資訊進入。

☺	調校電腦Timer，在某時間自動關機，以免自己玩過不停。

☻ 請爸媽每次都檢查自己的上網記錄，

 可以提醒自己不要亂click。

☺	哈哈~~最好都是安裝個閉路電視來監察自己。

　　		 ☻ 就用個視像電話幫手，給爸媽看著我上電腦，

  
 到時就會節制。

　　	　	 	 ☺	唔~~不如每次上網就找個人站在自己身旁，

  
   

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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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多謝媽媽給

我參與活動的自由，我承

諾會幫手做家務，會繼

續努力讀書和孝順妳。

Rocky：多謝爸媽

經常讓我出街玩，我承

諾一定會依時回家。

Kelly：感激爸爸媽媽

給我玩電腦、看電視的

自由，我承諾會準時玩

完電腦，努力練琴。

Christie：感激爸爸媽

媽給我學習樂器的自由，我

一定會用心學習，將來一定

會在鋼琴上有出色成就，去

報答您們！

猶大出賣耶穌，耶穌被捕，當時的

祭司長和公議會的人，「都想找假

證供來控告耶穌，好把他處死⋯⋯

卻找不著證據」，明明是無證無

據，總督彼拉多也認為：「他作了甚

麼惡事呢？」但「祭司長和長老慫

恿群眾」，故意挑起不滿耶穌的情

緒，群眾被煽動，就「更加大聲喊

叫：『把他釘十字架！』」 (太26：

59-60/27：20-24)

以色列人自願跟隨摩西離開埃及，尋找自

由。但每逢有攔阻，就只懂埋怨摩西：

被埃及兵追趕時：「難道埃及沒有墳墓，

你要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出14：11)

在沙漠無食物時：「我們寧願在埃及地坐

在肉鍋旁邊，吃飯吃到飽的時候，死在耶

和華的手裡！」(出16：3)

在沙漠無水喝時：「你為甚麼把我們從埃

及領上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以及我

們的牲畜都渴死呢？」(出17：3)

以色列人準備入迦南前，摩西派了十二探

子去打聽當地情況。結果，其中十位探子

得出結論：「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

為他們比我們強⋯⋯是個吞吃居民的地

方。」只有約書亞及迦勒二人另有意見：

「那地是十分美好的地方。耶和華若是

喜悅我們，就必把我們領進那地。」以色

列人不滿後者意見，更說「要用石頭打死

他們二人」。(民13：25-14：10 )

耶穌剛進耶路撒冷，就受

到「前呼後擁的群眾」(太

21：8-10)英雄式的歡迎，

但不過數日後，群眾被煽

動，就180度轉變，說要釘

死耶穌；到耶穌死了，群

眾卻後悔似的「都捶著胸

回去了」。(路23：48)只懂

「跟風」，不懂思考，這種

言論自由太危險了！ 

以色列人有自由去投

訴，同樣也有責任去付

出努力。但觀乎他們行

徑，只懂「要要要」，不

懂「付出」，從沒想過自

己可以如何與摩西共同

進退；難怪令摩西也大

感氣憤：「你們為甚麼

與我爭吵呢？」(出17：

2/4)

以色列人是有自由發洩

不滿，但他們只看到自己

的自由，卻看不見別人也

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對於

別人不稱心的建議，以色

列人選擇用暴力加以排

擠，沒尊重可言。結果，

他們被神重重責罰，更因

此而要在沙漠流浪四十

年。(民13：32-33)

小朋友，你有自由去跟「大隊」，

但在「跟」之前，想想是否正確！

雖說少數服從多數，但當你發

現那「大多數」是無理及有問

題時，你絕對有自由選擇不「跟

風」，要有智慧啊！

小朋友，你會是那種只懂

批評，而沒有建樹的人？現

在社會有不少這類人，只

懂用「嘴」隨意去批評埋

怨，而沒有用「手」加以協

力，以致一事無成。你又如

何？

小朋友，以上的以色列人，

像不像那些在立法會掟

蕉、大罵、講粗口甚至動粗

的議員？你會像他們那樣

無禮及賴皮嗎？當你在學

校聽見不合心意的說話，

你會懂得擺上尊重，互相

接納嗎？

我希望有多些「智

慧」，去辨別想買

的東 西是 否有 需

要？是否太貴？是

否適合我的年齡。

因為自己有時會缺

乏思考，會買錯。

我都要學節制，

有 時出 街出 得

太夜，令媽咪擔

心。我會盡量做

好，這個都是我

的責任。

我 要 學 習「 尊

重」。例如嫲嫲因

為關心我才會囉

嗦，但我有時會

跟她講些不好的

話，嫌她煩。我應

該尊重嫲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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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o’s email：dino@rainbow.org.hk

Edo has just received an invitation. It is 

the invitation of a graduation party. Edo reads the invitation 

card carefully because he wants to go. He does not want to 

embarrass himself so he must find out all the details about 

the party.

On the card, it neatly prints out the date,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 party. Edo carefully checks into his 

calendar and finds out that he is free on that date. He 

also locates the venue on a map. He is quite sur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get there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But Edo sees R.S.V.P. at the bottom of the 

invitation card. He does not know what it is. So he 

takes his puzzle to his good friend Lucy. "Well, I 

don't know. I'm sorry, I have never been invited." 

In Lucy's reply, there is a taste of sadness in 

her tone. Edo figures he better takes this 

question to someone else.

Do you have a cue? Do you know? By the 

way, if Lucy is your friend, what would you 

say to comfort her?

Edo's     puzzle

Auntie Susanna
小朋友，你有自由去跟「大隊」，

但在「跟」之前，想想是否正確！

雖說少數服從多數，但當你發

現那「大多數」是無理及有問

題時，你絕對有自由選擇不「跟

風」，要有智慧啊！

小朋友，你會是那種只懂

批評，而沒有建樹的人？現

在社會有不少這類人，只

懂用「嘴」隨意去批評埋

怨，而沒有用「手」加以協

力，以致一事無成。你又如

何？

我 要 學 習「 尊

重」。例如嫲嫲因

為關心我才會囉

嗦，但我有時會

跟她講些不好的

話，嫌她煩。我應

該尊重嫲嫲呢！

Tommy陳志耀

從前一個村莊的山頭上住著一戶人家。一天，主子命令僕人前往打水，由於正值旱

季，村裡只剩下山腳的一口井還有儲水。於是，主子嚴厲地吩咐僕人說：「你千萬要小

心，這一桶水可珍貴了，你一滴水也不可給我倒出來！」僕人戰戰兢兢地捧著木桶，

心裡不禁想起主子兇惡的樣子和聲音，雙手也顫抖著。他把水桶裝滿，雙眼一直凝視

著水面，視線不敢移開半滴水。家門一步一步地近了，僕

人卻是愈來愈緊張，心跳得像快要掉出來！

不幸的是，當僕人剛到達家門前的時候，因為沒有看

清楚前面的路，結果被一塊石頭絆倒了，把一大半的水倒

在地上。結果，他被主子痛罵了一頓。

一名老師經過見狀，勸喻主子多給僕人一次機會，並

告訴僕人一個「滴水不漏」的秘訣。僕人聽到後雖大惑不

解，但見老師讓他多得了一次機會，就照做。

僕人打了一桶水後，就嘗試把焦點從水桶移到身邊的事物去。

他看見明媚的景色，風一吹，落葉飄飄，畫面真令人陶醉，心想為何從前沒

發現呢？他看見農夫們正在辛勤地收割，面上帶著歡欣，他心想勞動後得到了豐

碩成果，總是令人滿足和幸福的。他看見路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頭，並輕易地

大踏步跨過去，心想剛才我怎會這樣不小心被這些小小的石塊絆倒？

不知不覺，他就到達了主子的家了。桶裡的水怎樣了？滿滿的一桶，一滴

也沒有倒出來。

同學，你知道老師所說的秘訣是甚麼嗎？「要留意身邊的事物」對！在日

常生活中，我們常會把焦點落在緊急的事情、成就和物質上，例如成績、名

次、電腦、遊戲機等等，而忽略了留意身邊一些美好的人和物。就像僕人第

一次打水時只定睛於水桶裡的水，連路上的石頭也沒有看見而被摔倒一樣。

對僕人來說，今次打水的經歷，不但步伐變得輕鬆，而且學會和感受到

的比以往更多了！同學們，透過觀察身邊的人和物，並享受做每件事情的過

程，能減少我們的壓力和憂慮，在愉快的心境下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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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家長／弟兄姊妹

　有感動作奉獻：

小朋友姓名：___________ 性別：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年/月/日）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級別：_______ 年齡：________

所屬教會：□ 無 □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教會名稱）

父／母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免費訂閱 □　自由G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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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適當位置加上
＊《彩虹號外》適合小學三年級或以上同學閱讀　
＊學校／團體訂閱可於www.rainbow.org.hk/rainbow/support/join.asp下載表格

天道傳基協會：九龍土瓜灣貴州街6號東方報業大廈9字樓
電　話：（852）2362 3903 傳　真：（852）2774 3756

電　郵：info@rainbow.org.hk 網　址：www.rainbow.org.hk

我們的《彩虹號外》、網

站及各兒童事工的運作及

發展經費，需靠弟兄姊妹

的代禱及奉獻支持。

※支票抬頭請寫「天道傳

基協會有限公司」郵寄至

本機構郭小姐收。

彩虹遊戲 www.rainbow.org.hk

彩虹號外（雙月報刊） ★完成以上遊戲寄來(截止為5月10日)，就有機會獲得由「木棉樹出版社」送出《九歲小鬼沒人愛》乙本，得獎者5名。特此鳴謝「木棉樹出版社」

上期得獎者：
楊梓聖（浸信會天虹小學） 梁賢俐（浸信會天虹小學）

Water Yiu（馬鞍山糧靈小學） 林美慧（聖公會基樂小學）

designed by fion le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