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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我做？不公平會拒絕

□ 會逃避！因為我一定做不來

□ 想出理由，盡力爭取做少些

□ 做！做得「求其」些就少不免

□ 做！但會選擇一些較輕易的

□ 這是機會！會盡力做到最好

十公斤穀

十個餅

十塊乳酪

約18公斤 

+

問候哥哥

見千夫長

帶回家書

人事任務 

+
跑

行動模式 

+

想知10公斤米有幾重，去超市看看便知！也別忘還有十個餅，若以當時

聖殿陳設餅來說，每個餅大約半公斤重，十個餅就合共有5公斤；另加

十塊乳酪，想也有3至4公斤吧！大衛總共要背起接近20公斤的食物行

20公里路；還要處理人事任務，辛苦吧？！

各位同學好，歡迎參加這次「以拉谷」體驗團。既

然要親身體驗，大家就要跟少年大衛一樣，帶備

以下行李：「有一天，耶西對他的兒子大衛說：『你

拿這十公斤烘了的穀子和這十個餅去給你的哥哥

們；你要跑到營裡去給你的哥哥們，又拿這十塊

乳酪去給他們的千夫長，看看你的哥哥們平安不

平安，把他們的家書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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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o’s email: dino@rainbow.org.hk

Tommy陳志耀

Auntie Susanna

A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was approaching, Edo thought to himself,"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show off my strength. I'm going to win the Dragon Boat race." Edo 
practiced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he practiced late in the afternoon.  Soon, his biceps 
were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On the day of the Dragon Boat race, Edo knew for sure he was going to win but he 
hadn't thought about working with any teammates. He did not even pay attention to the 
drum to peddle. All of a sudden, his boat capsized. Edo got thrown off the boat. He was 
terrified and he yelled for help.

All his teammates worked hard to save him. You can imagine how hard it was. Finally, 
they managed to get him out of the water.

Edo is at least five times their size, how could they save him?
Let me also reveal a little secret to you. Most dinosaurs can swim. Edo was so 

nervous that he forgot about what he could do.

有兩個年輕人，他們都立志長大後要到一次聖地。其中一個年輕人有家族生意，從

來都是要甚麼有甚麼；另外一個家境貧困，經常都缺乏所需，從小就要為自己想要的奮

鬥。

多年後，兩人都長大成人了。富人忙於管理家族生意，沒有太多時間去別的地方，

但是為了圓年輕時的夢，他特意抽了一個週末到聖地一趟。對於這次旅程，他有點失

望，因為他發覺聖地原來只是這樣而已。

有一天，富人偶然在街上與年輕時的好友碰面，得知他剛從聖地回來，心想：

「他從來就沒有閒錢，又怎樣去聖地呢？」窮人笑一笑，說：「畢業後的數年，我為

了實現這個夢，不停努力工作，然後，我便背起背包起行，邊走邊打工，慢慢向聖地

之旅進發。途中經歷過很多挫折，曾試過迷路，也試過被人騙取僅有的金錢，但最

終，我還是到達了聖地。哦，朋友，你不能想像我到達聖地時有多激動！我淚如泉

下，覺得一生無悔了，更重要的是我在路途上遇到的人和學到的事是我一生最寶貴

的。對了，你也不是說你年前到了聖地嗎？你的經歷如何？」聽了對方的話，富人

突然感到若有所失，然後便和窮人分手了。

生命的豐盛、真實的滿足，從來不在於擁有的多寡，而是你我如何走這趟生命的

旅程。同一個目的地，同一個渴望朝聖的心，但不一樣的經歷卻賦予我們不一樣的體

驗及人生。我想生命就有如朝聖之旅，不是嗎？有多少次我們在舒適與艱辛中作出

選擇；讓我們眼光開闊一點，一時的艱辛和困難也許不易過，但卻為我們帶來深刻

而豐富的體驗。

 孩子，請緊記心中的夢，並努力追隨它，說不定有一天我們也

跟故事的窮人一樣綻放滿足的笑容，為自己的精彩經歷而自豪。

是李典祐班長。他每次收功課

及回條時都好盡責，會親自走

去每一位同學的座位上收，免

去不必要的誤會或遺漏。當然

將通告逐行傳上給他的話，他

可以輕鬆多。

被人誤會當然不開心，我會

去解釋，若無助的話我會請

朋友做中間人幫忙或找事實

來證明那只是誤會。亦會找

朋友傾訴，他只要單單聽我

傾訴已很足夠！

別人誤會我，我也有機會誤會

人，有時誤會不是有心的，所以

先不用太嬲。我會看看那誤會

是否屬實，還是我自己真的做

錯了；若是自己錯會去解釋及改

過，否則我不會理會。

給人誤會我會好嬲，當天無必

要就不理任何人。會跟家人或

知心朋友傾訴；若他們不在，

我會先做好所有功課、然後

沖涼瞓覺，
通常我瞓醒

後就無

事。再隔幾天氣消了，若有需

要才去解釋。

是關頌旼同學。有次「創意演繹比

賽」，我們要畫一個紙板，但忘了

取顏料，她自告奮勇由地下跑上七

樓去取；之後又發現有工具遺漏，

她又義不容辭再跑上七樓取，她

實在很「抵得諗」又盡責！ 

是關頌旼同學。我與她是負

責收通告的，有次我因忙而忘

了，她自告奮勇幫我走去各同

學處逐一收妥，真多謝她；而

且找她幫忙的事她會很快回

覆，是很有「交帶」的人！

□ 一大清早便起床，爭取時間，沒閒懶

□ 「交帶／託給」需做的事，有責任感 

□ 照著所吩咐的去做，主動積極無藉口

□ 繼續傷心、痛哭、頹喪、憤怒、自

卑、埋怨、報復⋯⋯

□ 收拾心情，知道自己是無愧於心，

不放在心好了，繼續做好自己⋯⋯

你選擇後者就非常正確啦！正如大

衛被誤會，也不因此而心灰意冷，反

而積極看看有甚麼可幫得上忙。結

果，大衛打敗歌利亞，立了大功！正

如使徒保羅所言：「我們行善，不可

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

成。」（加拉太書6：9）

□ 會   □ 不會   □ 需時考慮

說真，去旅行都未必次次賓至如歸，正如我們有時盡力去做、

態度亦好，也未必人人領情，甚至會被誤會。就好似大衛，一

心去探望哥哥、完成爸爸交託的任務，結果換來哥哥的責罵：

「你為甚麼下這裡來呢？在曠野的那幾隻羊你託了給誰呢？我

知道你的驕傲和你心裡的惡意。你下來是要看打仗。」

做人要有承擔之外，做事「態度」亦非常重要！你可能不滿：「態度？我

已經肯去做了，你還要求這麼多？」別誤會，這絕對不是要求，「態度」這

傢伙是發自內心而出的，只要你出自真心誠意去做，美好的「態度」自

然會流露出來，更得人欣賞。大衛「好態度」摘錄：

「大衛清早起來，把羊群託給一個看守的人，就照著耶西所吩咐他的，帶

著食物去了⋯⋯大衛把身上的東西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中，跑到戰陣上

去，向他的哥哥們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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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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別再打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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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上期得獎者：

黃卓琳（荃灣天主教小學）       邱詩皓（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葉浩宗（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許文俊（北角官立小學）

designed by wendy

★  完成以上遊戲寄來(截止為7月 20日)，就有機會獲得「奧迪斯好玩之旅」VCD乙隻，得獎者5名。

《可疑人物》VCD
系列：奧迪斯好玩之旅
出品：Focus on the Family 

康妮和狄倫因看了一套懸

疑的電影後，突然發覺所有

到訪旅店的客人都有可疑。

當尤尊嘗試用理性來處理事

情時，卻引來不少可笑而驚

險的故事；而康妮和狄倫則

肯定一個因風雪而滯留的住

客乃是附近監獄的逃犯！故

事急轉直下⋯⋯這三個活寶貝從中學習

到的寶貴功課，就是我們所接收的訊息，

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 

（建議奉獻價＄2）



英 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最近在《學報B：生物科

學》（Proceedings B: Biological Sciences）發表了一項有趣的

研究：在一群非洲大象中，倘若有年長的大象祖母帶領，當遇

到雄獅時，他們會迅速有效地組成防護陣。

負責這項研究的科學家，英國蘇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麥嘉恩士博士（Dr. Karen McComb）和孫湛民博

士（Graeme Shannon），把雄獅和雌獅的吼叫錄音，分別向大

象群播放，結果發現大象祖母能聽出雄獅的吼叫，而且馬上組成防護陣。科學家說，因為雄獅體

力較大，即使單獨行動，也對象群構成危險；相反，雌獅體力較小，除非一大群出動，否則對大象

威脅不大。大象祖母憑著經驗，就能分辨兩種吼叫聲。年輕的大象，就缺乏這種經驗了。

研究亞洲大象的專家，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布祖施博士（Dr. Josh Plotnik）也

同意這一點。「大象祖母也能憑經驗辨別其他大象群是敵是友。」這些發現，有助科學家改變保育

方面偏重保護年幼者的傾向。

中國人有句老話：「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聖經也說：「在白髮的人面

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利未記19：32）長者人生經驗豐富，能

作後輩的明燈。尊敬長者是古今中外的美德，據說在德國，公共交通有為

長者而設的「專用座位」，即使沒有人坐，年輕的我們也不能碰啊，否則後

果自負。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若你看見老人家，你會讓座嗎？你家中若有長者，你

會定期探望他們嗎？你也許會嫌老人家「長氣」、「囉唆」，但聆聽長者的故

事，說不定會得著很多智慧，讓你的人生避開重重險阻，走上平坦的道路。

大鬍子叔叔



u 美國太陽神計劃中放在

月球表面的鏡子 

 （相片由太空館提供）

u 各鏡子在月球上的位置 

 （相片由太空館提供）

月 球從古至今一直是地球的衛星，但你知不知道月亮正在靜悄悄

的離開我們？

首先，如何知道月球與地球之間的距離？是否用尺來量度？

不！美國在整個太陽神登月計劃中，放置了三塊「鏡子」在月球表

面，連同前蘇聯無人探測器放置的兩塊，一共有五面鏡子在月球上。在

地球以激光射向鏡子，再測量它反射的時間，便可準確計

算出地球與月球之間的距離。這個測距方法精度極高，地

球與月球之間的距離為384,000公里（如以400米為一

圈，要跑960個圈），誤差只有3厘米。

每年月球以什麼速度離開地球？

透過極高精度的測距方法，科學家發現月亮以每年3厘

米的速度離開地球。每年3

厘米對一般人來說是微不足道，想一想，如果你每

年高3厘米（假設你開始時，身高是1米），那麼30年

後，你便會成為190厘米高了；50年後，你便會成為

250厘米高的人了。

月球對地球重要嗎？

月亮對地球影響非常大，不單使我們看到月

球之盈虧，同時令地球保持23.5度傾斜，使我們

可以保持四季氣候；月球的引力也幫助地球每天

有潮漲及潮退。

雖然天文學家知道月球正在逃跑中，但也不能

找出月亮離開地球的真正原因，只知道地球是不可能在沒有月球的情況下生存的。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正確科學知識也不及聖經的真理那麼真實，耶穌說：「天地要廢

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馬太福音24：34）

徐歷濤

www.a-track.net

若 說「童年十大不愉快事件」，總不能不說打針

（針筒注射）。香港每個兒童從出生起，便接受不少

防疫注射，要是感冒發燒，更會多受幾針！想起也毛

骨悚然啊。

說到打針，許多人的即時反應就是閉上眼睛，又

或是別過頭來，總之就「無眼睇」。但原來注視打針

的那隻手，不但不會叫你更痛，反而會令人減輕疼

痛。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和意大利米蘭比

可卡大學（University of Milan-Bicocca）做

了一項關於大腦處理疼痛感覺的研究。

他們邀請十八名義工，研究員將一支

熱力棒放在義工手上，然後

逐步升溫，當義工一感覺

到痛楚，研究員便立即

移開熱棒，記下當時

的溫度。

研究發現，當人看著自己受熱的手，相比

不能看見那手，平均能多忍受攝氏3度左右的

熱度。這項實驗有助了解腦部的視覺區域和痛

感區域的關係。負責該項研究的海格（Patrick 

Haggard）教授提示：「可以的話，嘗試看著打

針的手臂，但避免盯著那支針」，據說這樣便

可以承受打針之痛。

不知道你是否有膽嘗試這個實驗，但這項

研究卻提醒我們，人總是怕面對痛苦，不敢直

視。面對苦楚、挑戰，我們選擇逃避；但也許

正面面對也是減輕疼痛的辦法。例如，沒有一

個學生喜歡考試，但與其逃避，倒不如積極準

備，正面面對，或許會有驚喜呢。當我們正視

痛苦，積極面對，也許面前的挑戰，並不如想

像中的那麼可怕，其實只不過是扎一針罷了。

大鬍子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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