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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人「一邊點頭，

一面微 笑 再多小 小 笑

容」的表情。「點頭」令

我感覺他是用心聽著我

說話；而那「笑容」就像

陽光照著我，令我覺得

好舒服！

「微笑」的表情給

人感覺好好，好友

善，好舒服，易於接

近。又不會像大笑

般誇張。

我也喜歡別人聽我說

話時「一面點頭，一面

微笑」！因為有種認同

我的感覺，令我對自己

也自信多。 我喜歡一個人「專心」

的表情！一個人專心

就能發揮水準，做事

也認真；同樣地，他對

朋友也會認真！

難看表情：

變  變
  變

  變
臉

聽到不合心意的話，不單臉色，心情也突

變吧！若繼續容許自己的負面想法一步步

「變」下去，只會生出更多的惡念，小心啊！

智慧表情：
靜  靜  靜  靜心思考

面對不快的事，最好的方法是先給自己冷靜

期，如離開一下影響心情的人和事，喝杯暖

水、吃點東西，給自己一點輕鬆及思考空間，

會有幫助。

當我們面對不頰意的回應時，臉部就不其然露出難

色。如皺著眉、搖頭、目瞪口呆、雙目猙獰、或垂頭喪

氣等；也來不及好好消化及思考說話內容，已自有答

案，難免太過草率，錯過不少可商討及學習的空間。

 臉有難色？
當該隱獻上的禮物不及弟弟亞伯的受重視時，該隱即

時「非常忿怒，垂頭喪氣。」，他聽不見神對他的提醒：

「你若行得好，豈不可以抬起頭來嗎？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門口了。」但該隱懷恨在心，更設計將弟弟殺

死。（創世記4：1-8）

當掃羅王聽到百姓稱讚大衛比自己多：「掃羅殺死

千千！大衛殺死萬萬」，臉色大變 ，「非常惱怒，不喜

歡這話」，妒忌大衛。卻沒想到大衛根本無意跟他比

較，大家其實可以衷誠合作。（撒母耳記上18：6-9）

小朋友，甚麼事會令你臉有難色？ 與別人意見分歧？受批

評？被忽視？⋯⋯是不容易接受啊！不過，也可以先不變臉，

冷靜去處理，亦可問問師長的意見，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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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甚麼事會令你最想逃避？老師問問題時？溫習？做

presentation？上體育堂？做家務？還是每次需要接受新挑戰時？

不宜說話： 

難   難
   難

   難
聽的話

貶低他人的話誰不會說，只會予人無學

識的印象。不斷踩低別人，抬高自己，

亦會帶來反效果。得罪人多，關心人

少，誰會想跟你做朋友？

合宜說話：
柔   柔   柔   柔和的口

一個受歡迎的人，是因為他的說話能帶

來鼓舞，讓人得著安慰及幫助！

事實上，人人都沒有甚

麼可以誇口的，

惟有別人看見

你的好言行，

才是最好的明證！

錯誤姿態：

壓    壓
    壓

   壓
抑

做的是正確的事，卻無勇氣去嘗試！這些

姿態，只會壓抑你內在的潛能，以致無機

會發揮，是浪費啊！

正確姿態：踏 
踏 踏 踏出

第一步
做每一件事都不保證會成功，但肯嘗試的話就

保證你一定「學到嘢」！有了經驗，日後就會愈

做愈好！

我 鋼 琴 老師的 說 話 很 有 鼓

勵，他經常對我說：「Bravo！

Bravo」(好極了！)，我很喜歡他

的讚賞！當我彈錯音時，他也

不會「煩躁」地回應。

五丁班主任的張Sir很好，他

的說話令人安心。當我們遇

到功課或人際關係的問題， 

 他都專心「聆聽」，盡力幫

 助，一點也不覺得學生煩。

作為朋友 先不要恥笑無信心的

同學，要多關懷他。如他每次做

prese
ntat

ion都驚，我會嘗試主動問

老師，可否陪伴這位同學一齊行出

去，站在他身旁給他壯膽。只要他這

次成功了，下次便會更有信心！

Presentat ion好驚的話，我想

可以將
視線望

高啲，
又或望

著

課室後的壁報板，不望人，個

人會定
啲。另

外，我
覺得「

拍

膊頭」這個身體語言能夠表

  達到那份關心及認同，可以

       
       

鼓勵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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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得體的說話，會令人格外欣賞，氣質流露！

相反，一句句不禮貌、挑釁、咄咄逼人的說話，

傷害他人之餘，更令人生厭；小心小心！

 話中有刺？

在聖經時代，稅吏欺負百姓，不受歡迎，更被視為與罪

人同等。耶穌接納他們，助他們改變，自然惹來微言：

「你們的老師(耶穌)為甚麼跟稅吏和罪人一起吃飯

呢？」（馬太福音9：10-13）

當耶穌滿有智慧地教導眾人時，

有人卻挑剔地說：「他

（耶穌）不是木

匠的兒子嗎？他

母 親 不是 馬 利

亞，他兄弟不是雅各、約

瑟、西門和猶大嗎？ ⋯⋯」認為

耶穌卑微的出身怎會有這樣的智慧，是

看不起人的說話吧！（馬太福音13：53-57）

一個人的身體語言，往往帶出很多的訊息。比如你跟人傾談時眼神有迥避，

表示你有退縮或隱瞞；若你在等待時不斷搣手指，那表示你壓力頗大。以下

是最常見的身體語言： 

 
走為上著？

聖經中，約拿先知得悉要負起一個重大任務：「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

的居民，因為他們的惡行已經達到我面前。」他的反應居然是「卻起來，要逃往他

施去，躲避耶和華；他下到約帕，找到了一隻要開往他施去的船；他給了錢，就上

船，要和他們同往他施去，離開耶和華。」（約拿書1：1-3）

從約拿「走為上著」的身體語言：「起來→逃往→躲避→下到→找到→給了錢→

就上船→離開」，可見他的行動是急速及故意反方向而行，根本無想過可

行方法就放棄。氣質如何可散發出來啊？

小朋友，你也曾這樣看不起人嗎？當同學做錯了事，成績

或家庭背景也不出眾時，你會恥笑、挑剔他？還是接納、

鼓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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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o’s email: dino@rainbow.org.hk

EEEdododo has has has aaa ppplanlanlan

Tommy陳志耀

Auntie Susanna

Edo has a plan for 2011. He wants to be diff erent. He wants 
changes on himself. In order to show his determination, Edo 
has made out a list of the things that he wants to change. 
He is very happy about it because he thinks the list will bring 
him hope, a new image and a good future. Of course, 
he fi rst shows it to his best friend Lucy. Lucy reads 
from the list, "1. get up early. 2. be punctual. 3. lose 
weight. 4. keep fi t. 5. exercise. 6. fi nish homework 
quickly. 7. keep my promises. 8. improve my grades. 
9. have more courage. 10 have more patience". Lucy 
is very puzzled by the list. She thinks Edo has some 
serious problems with this list. Do you see why 
Lucy is puzzled?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list:
Question 1:  What is the objective of this list? 
  What does Edo really want to   

 achieve?
Question 2:  How can Edo know that he  

has achieved his goals? Set out 
specifi c goals.

Question 3:  Is there some priority in this  
 list? Edo cannot do ten things  
 together, he will end up with a lot of frustrations.

Question 4:  What can Lucy says to encourage Edo?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啟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燈籠

豆豆是一位小學生，有一次上美術課時，因臨近中秋節，於是老師讓同學製作一個屬於

自己的燈籠，然後給老師評分。

豆豆做了一個白兔形的燈籠，雖然手工不算精細，外表卻十分可愛的，而豆豆亦對自己

的作品感到滿意。豆豆看見同學的燈籠各有花款，有小豬、蝴蝶、魚兒⋯⋯而且同學們的手

工都比自己的好，豆豆即時信心大減，認為自己的燈籠被比下去。最後豆豆得到了一個普通

的分數，心裡不是味兒。

回到家後，媽媽看見豆豆的燈籠，立即跟他說：「你的白兔燈籠很可愛啊！是你弄的

嗎？媽媽為你的作品感到自豪呢！」豆豆把自己的感受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媽媽。媽媽聽見

了，笑了笑，告訴豆豆說：「燈籠就像人一樣，每個都是不同的。你知道嗎？我從白兔燈

籠中看得見你的心。豆豆，你看得見嗎？」

朋友，你會覺得豆豆很傻嗎？豆豆因為其他同學的作品而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其實，

他大可懷著滿足的心情繼續上課，不必理會誰較優勝。生命原是恩典。不論是美的、有缺

憾的，上帝都賜予我們獨一無二的生命和個性。可是，唯有自尊自重自愛的人，才能看

見自己的獨特。這不正是媽媽與豆豆分享的道理嗎？

朋友，你的燈籠又是怎樣？你能從燈籠中看得見自己嗎？

一個人的身體語言，往往帶出很多的訊息。比如你跟人傾談時眼神有迥避，

表示你有退縮或隱瞞；若你在等待時不斷搣手指，那表示你壓力頗大。以下

是最常見的身體語言： 

 
走為上著？

聖經中，約拿先知得悉要負起一個重大任務：「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

的居民，因為他們的惡行已經達到我面前。」他的反應居然是「卻起來，要逃往他

施去，躲避耶和華；他下到約帕，找到了一隻要開往他施去的船；他給了錢，就上

船，要和他們同往他施去，離開耶和華。」（約拿書1：1-3）

從約拿「走為上著」的身體語言：「起來→逃往→躲避→下到→找到→給了錢→

就上船→離開」，可見他的行動是急速及故意反方向而行，根本無想過可

行方法就放棄。氣質如何可散發出來啊？

彩虹副刊www.rainbo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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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錯要改Game □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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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上期得獎者：
溫曉晴（香港培正小學） 譚詩茵（迦密愛禮信小學）

林靖元（獻主會小學） 梁澄朗（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梁咏琛（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上午校）

designed by wendy

★  完成以上遊戲寄來（截止為4月 20日），就有機會獲得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送出《帶著聖經去旅行》 
　  乙 本，得獎者5名。特此鳴謝！

《帶著聖經去旅行》
作者：余滿華

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霍」的一聲，來不及和

屋裡的爸爸媽媽說聲再會，

林林和青蛙已經靠著升級版

「多啦A夢」時光機來到埃

及，目睹萬千以色列人在西

奈半島蜿蜒前行，突然，走

出毒蛇要將以色列人吞噬，

埃及王子摩西將如何化解這

個千鈞一髮的危機？

（建議奉獻價＄2）



u 豎立在中環都爹利街4支古老的煤氣燈，日與夜也

 吸引人舉目而觀。

各 位同學有沒有試過忽然全屋停

電，伸手不見五指的感覺呢？如果停電的

不是你家，而是全區，而你剛好在街上，那

種感覺就更不好受了。

小時候跟家人回鄉探親，吃過晚飯後

回家，路途只有幾分鐘，但當時鄉下沒有

街燈，要摸黑走路，雖說三兩分鐘，卻心驚

膽顫，緊抓媽媽的手不放。現在有了街燈，即使一個人在晚上走路，

             沒有途人，也覺得很安全呢。

原來現代街燈的歷史還不到

二百年。最早期的街燈是1853年

在歐洲的奧地利帝國點起的，當

時的燃料是煤油（火水）。今天常

見的街燈都是電燈，第一支電力

街燈，是在法國巴黎點亮的，使

巴黎贏得「光明之都」的美譽。

隨後英國、美國、澳洲也紛紛

有了街燈的設施，使人們晚上

在城市走路時更安全。雖然常

見的街燈都是電燈，但香港

現存最古老的街燈，燃料是

用煤氣的呢！它們就是豎立

在中環都爹利街的煤氣燈

了，是法定古蹟，服務香港

已有八十年，有機會不妨

去看看啊。

自從有了街燈，人們就不用害怕晚上走

路了。我們一生之中，也會有起有跌，如同白天和晚上，

當生命走進黑夜，假如有了路燈，就不用害怕了。耶穌是世界的

光，叫跟從祂的人，永遠要行在光明中，你要祂成為你人生的指路明

燈嗎？

大鬍子叔叔



火星（Mars）是八大行星中排行第四的行星，在過去的五年

內，共有三部高智能機械人曾到火星探索，可見天文學家對研究

火星十分有興趣，或許是因為被它紅紅的外表所吸

引，看來好像一個火爐。那麼，為何火星是紅色呢？讓

我們進行實驗來解答：

所需物資：

鐵釘、透明瓶子、醋

實驗步驟：

1. 將醋放進透明的瓶子裡；

2. 把鐵釘放進瓶子內，並完

全浸在醋中，靜候十分鐘；

3. 將醋倒出，把鐵釘留在瓶

中。每小時觀察鐵釘一次，直至看到鋼絲出

現異樣。

結果：

部份鐵釘呈紅褐色，出現生鏽的現象。

原理：

醋~~屬酸性液體，能加速氧化過程，使鐵釘中

的鐵加快與氧結合而生鏽。這稱為“鏽”的東西其

實是氧化鐵，顏色為紅褐色，好像切開的蘋果過了

一段時間後，便會變成啡紅色一樣。

因此，很多人以為火星之所以是紅色，是

由於火星帶有火，這是錯誤的想法。事實上，

因火星的泥土有大量的氧化鐵，故火星便呈現紅褐色。

其實火星是一個寒冷的行星。當面向太陽時，火星的溫度是攝氏零

下十多度；背向太陽時，是攝氏零下八十多度，而地球上最寒冷的地

方是位於俄羅斯的奧伊爾米亞康小鎮，此處的最低氣溫曾達到零下

71攝氏度，相對火星零下80多度，奧伊爾米亞康小鎮可算是溫暖了。

當我們看到宇宙之奇特時，也沒法解釋其中的原因。只有用詩

篇92篇5節來讚嘆神創造的奇妙：「耶和華啊！你的工作多麼偉大，

你的心思極為深奧。」

徐歷濤

http://www.a-track.net

u 人的糞便別看了，來看看熊貓的

糞便啦！又大嚿、又近似青綠

色⋯⋯不正是牠們吃的東西嗎？

u 火星不單沒帶有火，而且是

一個非常寒冷的行星。

不 知道大家在排便後，會否看看自己生產出來的產物呢？

原來，從糞便中可以看到大家的健康狀況呢！

那麼，糞便的成份是什麼？糞便的四分之三是水分，其餘大

多是蛋白質、無機物、脂肪、未消化的食物纖維、脫

了水的消化液殘餘、以及從腸道脫落的細胞和死掉

的細菌，還有維生素K，維生素B！要形成糞便，必需

知道這是營養作用的過程之一。

食物在胃部和小腸內進行消化，主要是各種消化

酵的作用。結腸不產生酵，只有細菌起消化作用。結

腸內有多種細菌，大腸杆菌70％，厭氧杆菌20％，還

有鏈球菌、變形杆菌、葡萄球菌、乳杆菌等。腸細菌

的重要作用是能產生生理需要的物質，如食物缺乏

維生素時可在腸內合成維生素B或K、糞臭素和硫化

氫，而我們臭到的「臭蛋味」就是這些物質造成了。

你們在排便後嘗試看看自己的「便便」，

如健康的糞便會有以下四點的特徵：

1. 幾乎沒有惡臭。

2. 顏色是明亮的鵝黃色。

3. 非常柔軟，排便迅速，

   沒有便秘的現象。

4. 比水輕，能浮於水上。 

相反地，如果「便便」呈黑色，這表示腸內老舊廢物的腐敗

所引起或者消化器官有出血情況。假如糞便成泥狀形，這表示

腸內已經積滿宿便，腸道運動受到極大阻礙，可能引發營養不良

或其他疾病。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微小的「徵兆」告訴大家

的健康狀況，只要大家細心關心自己，我們都可以做自己的醫生！

就如我們遇到一些不開心事情時，內心感到難過，會有流淚

的「徵兆」，那麼表示內心受傷了。詩篇147篇3節：「他醫好傷心

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你信任這位大能的醫生會裹好你的心

靈傷口嗎？當然有時開心都會流淚，希望各位小朋友都時常「開

心到喊」啦！

Miss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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