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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變形金剛，因為它們可以變成不同形態，例如跑車、飛機、貨櫃車等，來保

護地球。但說到厲害，又怎及得上「我」呢？我是我爺爺、奶奶的發聲手杖。每次上街，我都會扶著他們慢慢地走，過馬路或上落樓梯時，更會發聲

提示他們要加倍小心，所以他們每次外出都喜歡帶著我。
我是外公、外婆的小導師。他們喜歡向我請教電腦科和英文科的問題，不過說到家政科，我還是要向

他們好好學習，因為他們煮的餸菜實在非常美味。我是爸爸的收音機。他的工作很忙碌，沒有空看電視節目或聽收音機。只要他想聽，我都能為他播放

最新資訊、潮流玩意，甚至是歌曲等。他最喜歡聽中文台，因為他說英文和普通話頻道有時接收得不好，會

斷斷續續，仍有待改善。
我是媽媽的家務助理。雖然她很能幹，但也需要我這位得力助手來幫忙。別輕看我年紀小，我

不但會洗碗碟，還懂得掃地和清洗地板，尤其是在狹窄的空間，我纖細的身形也可活動自如呢！

我最重要的形態是當一位談判專家。每當大人們有爭拗，甚至冷戰時，除了靠我傳話

外，我還會聽他們傾訴心事，為他們說好話。經我處理的個案，到現在為止是百分百成功的。

我最喜歡的形態是一個「爆笑彈」，無論在學校或家庭裡，時常帶給人歡樂。有一

次，有同學發高燒，感到很辛苦，當時大家也很擔心，可是我卻跟他們說笑話，逗他們開

心，令整個氣氛變得輕鬆了。
無論我變成甚麼形態，請欣賞我會用誠實、親切和熱心愛護家人，幫助朋友。

請欣賞我的付出，請欣賞我！

姓名：曾建晴
年級：五年級
學校：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很欣賞建晴的開心樂觀性格，

能夠感染別人。有次他參加「牧

童笛比賽」後，我打電話給他，

他不想多講。我心想：「不說即

是輸了」！後來他在洗手間打電

話給我，說得了獨奏冠軍，但身

旁的同學落敗，不想影響他的心

情，故不多說。這份能夠顧及他

人感受的心，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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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派成績表後
，媽媽罵我沒

出

息。」「爸爸
預言我未來在

街頭做乞丐。
」

小息時，同學
們在訴苦，一

起說：「爸媽
從不欣賞

孩子！」

「未來，我們
會如何？」「

我可以當漫畫
家嗎？」「你

會做運動員

嗎？」「或許
，我會成為一

位媽媽！」⋯
⋯

回家後，我給
未來的女兒寫

了一封信⋯⋯

親愛的未來女兒：

看過成績表後，我十分欣賞妳音樂科的佳績。雖然妳不是中、

英、數精英，但妳很有藝術天份呢！

從評語中，得知妳的功課做得認真，小組討論時態度積極。我欣

賞妳用心上每一堂課，盡心做每一件事。「求學不是求分數」啊！

我欣賞妳在增進知識外，更虛心地學習怎樣關心別人，如何服

務大家。老師稱讚妳和同學互相扶持、彼此體諒，是一位懂得待人

接物的好孩子。妳也是一位稱職的「愛心大使」，會準時當值，會友

善地協助學弟學妹。

我更欣賞妳是個有原則及有愛心的孩子，妳的同學曾為了得到「閱

讀金獎」，不誠實地抄下未曾閱讀過的書目，但妳卻堅持守誠信。那

年，在電視上看到四川地震的場面，妳願意把自己的零用錢捐出。妳高

貴的品格及美麗的心靈，叫我衷心欣賞。

上週水運會中，妳雖沒有奪得任何獎牌，但我十分欣賞妳全力以

赴，鍥而不捨。我，因妳感動，為妳喝采。

還有，我欣賞妳性格開朗，欣賞妳熱愛閱讀，欣賞妳維護家人⋯⋯

未來的女兒，我真的真的欣賞妳！

媽媽上

放下筆桿，我
如釋重負。看

著信，我許願
：如果，我能

收到爸媽給我
這

封信⋯⋯如果
，爸媽能和我

一起看這封信
⋯⋯如果，爸

媽能欣賞我⋯
⋯

姓名：黃頤善

年級：六年級

學校：啟思小
學

如果有朋友仔經常覺得自己不被欣賞，
那你就要出招去鼓勵他啦！

i.  自己先真心讚許他：「其實你都好好啊！」

ii.  拍拍她的肩，給她一隻大拇指。 

iii.  用書面方式讚賞，有些人可能害羞。 

iv.  用社交網站，發短訊讚賞，她可能覺得很特

別，會開心。 

v.  用眼神鼓勵，點點頭都可以表達欣賞。

我欣賞
她勇於

嘗試，
即使不

是她特
別擅長

的，都
願意去

試，很
盡力去

做。她
不擅長

游泳，
參加水

運會差
點未能

游畢全
程，仍

努力完
成。

我欣賞的同學叫「陳辭」。她是

勇於嘗試的人，嘗試玩多種運

動、樂器，試過失敗，但又會很

努力再試。她亦很懂得與人溝

通，幫助同學分擔喜和憂，受

同學愛戴！有禮貌，會主動叫早

晨，令人覺得很舒服。

我欣賞
她很有

上進心
，

比賽時
全力以

赴，鬥
志

比我小
時候強

，她做
到

我做不
到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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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my陳志耀

Auntie Susanna

Edo has moved to a new 
address over the summer holiday. 
Now he is only one block from his 
school.

"Alright! From now on, I will never 
be late to school again!" Edo is so glad 
about this new change. He is sure that 
it will turn a new page in his life.

In the coming year, Edo plans to 
walk to school early in the morning. 
May be if he is always punctual, he 
might become a prefect. He can almost 
picture himself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school every morning and after school. 
His juniors will look him up as a role 
model. Do you think Edo might become a 
prefect like he wishes?

Edo has prepared a gift for you if you can 
help him with his plan. Please tell him what 
qualities you would consider a role model?

朋友，你遇到挫折

時，會選擇積極面對，還

是認定自己是失敗者，不

再向前邁進？就讓我們看看

這個男孩的選擇吧！

從前有一個男孩，他出生於貧苦家庭，一家人住在一間人

手搭建的小木屋 。一天，男孩的父母外出工作，而男孩和他的

妹妹如常上學，木屋內空無一人。到了黃昏，男孩與妹妹放學回

家，卻看見一羣人圍著他所住的地方眺望及叫囂：「著火了！ 

著火了！」男孩向前一看，自己的家竟然被熊熊大火包圍！ 

他的妹妹著急地哭了，而男孩則目瞪口呆地望著木屋，圍觀

的鄰居以為男孩嚇呆了，覺得他很可憐。

大火終於被撲滅了，男孩與家人在廢墟中尋找用得著的東

西。忽然，男孩興奮地大叫：「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你猜

猜男孩找到了甚麼？是金錢？是寶物？通通都不是！家人都趕緊

向前一湊，男孩手中拿著一張很髒的照片，它的其中一角也燒至

成灰，但能隱約看見照片中有四個人的笑臉。原來，這是男孩一

家的大合照！男孩含著淚說：「只要我們都在，就可以重建家

園，然後繼續將照片掛在牆壁上了！」於是，男孩與家人重建了

木屋，新家亦比以前更加堅固。

各位同學，大部分人都曾被挫折擊倒過，但被擊倒後還能

積極地面對將來、向目標不斷邁進的人卻不多。你希望自己遇到

挫折時，會像這個男孩和他的家人一樣，選擇積極面對嗎？讓我

們都來學習勇於面對困難，化挫折為激勵自己、突破自我的勇氣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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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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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樂晴（基督書院）  陳沛賢（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盧巧樂（真道書院） 劉雨暘（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呂頌陞（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designed by wendy

★ 完成以上遊戲寄來(截止為11月 1日)，就有機會獲得《你真的聽到嗎？兒童文集》乙本，得獎者5名。特此鳴謝！

（建議奉獻價＄2）



聯 合國糧食組織最近委託瑞典食品與生物技術研究所做了一項研

究，顯示每年全球生產的食物，約有三分之一最後變成垃圾。

全球生產食物的三分之一有多少？報告說約十三億噸！那麼，十三億

噸即是多少呢？約有三千座青馬大橋所用的混凝土的重量，也相等於十三

萬座巴黎艾菲爾鐵塔的總重量吧！很可怕啊！

報告說在富裕國家，很多食物是給「浪費」掉的，即是人們把仍然可

吃的食物扔進垃圾箱，就像零售店會把不好看的新鮮食物（例如，蔬菜水

果）丟掉。

在落後地區，情況有點不同，那裡的食物不是給「浪費」掉，而是「損

失」了。為甚麼呢？因為那些地區不論運輸系統、保存食品的設備都未盡

完善，使不少食物壞掉了，實在可惜。

怎樣才不會浪費食物？小朋友，你和家人要一同來幫幫手啊：

1.  新鮮食物只要安全好吃，即使外表「不好看」也可以買的。

2. 不要貪小便宜，購買過量的食物，尤其是「買一送一」的特價品，因

為多數這些食物最後也是吃不完，間接給浪費掉了。

3. 盡量不要外出吃飯，因為餐廳為了經營，必定會弄多一點食物，結果

賣不完的食物很多都被丟棄了。

4. 盡量購買本地的出產，因為可以節約運輸時間和成本，使食物既新

鮮又便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物資短缺，據說當時美軍的飯堂張貼了一

句標語：「拿你要吃的，吃掉你拿的。」（Take all you want, but eat all you 

take.）後來這句話給很多學校和餐廳採用，提醒人不要浪費食物。

聖經說得好：「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摩太前書6:8）。你今天吃飽

了沒有？如果媽媽弄的晚餐、給你做的午餐盒食物太多，記得溫柔地跟她

說：「媽咪，多謝妳為我預備可口的食物，如果下一次可預備少些，我就可

以全部吃悼，不會浪費食物和妳的心意。」相信習慣漸漸改變，地球叔叔有

救啦！

(聯合國糧食組織報告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38344&Cr=fao&Cr1)

大鬍子叔叔



在八大行星中，雖然水星比金星更近太陽，但實際上金星比水

星的溫度高（水星面向太陽時溫度為攝氏430度，而金星為攝氏465

度），為何金星比水星還要熱？讓我們一起以實驗來解答這問題。

所需物資：

溫度計x 2支

透明玻璃瓶 x 1瓶（瓶身必須能放入一支溫度計，並有蓋子）

說到太陽系行星之體積，它們的排列次序從大至小為木星

（Jupiter）、土星（Saturn）、天王星（Uranus）、海王星（Neptune）、

地球（Earth）、火星（Mars）、金星（Venus）及水星（Mercury）。水星

是太陽系中體積最小的行星，它比地球小三倍。木星是太陽系中最

大的行星，它可以容納1321多個地球。科學家相信這些大行星是地

球的保護。

實驗步驟：

1.  把一支溫度計放在陽光下。

2. 把另一支溫度計放進玻璃瓶中，蓋好蓋子，同樣放在陽光

下。

3.  約20分鐘後，觀察兩者的溫度。

結果：

瓶內那支溫度計的溫度較高。

原理：

玻璃瓶就是金星的大氣層。當陽光照射到瓶（金星表面），會被

吸收而使氣溫上升。升溫後的能量會變為熱（紅外線），但紅外線因

不能穿透玻璃瓶（金星的大氣層）而保留在內，使溫度上升。

至於水星，只有薄薄的大氣層，雖然非常近太陽，但當太陽光到

達水星後，便會反射到太空中，不會「保留」太陽的熱力。

金星常被稱為是地球的「親姊妹」，如果我們不愛惜地球，不斷

製造二氧化碳及破壞環境，我們的地球可能成為另一個金星。神創

造了一個美好的地球給我們居住，所以請大家愛惜環境及善用資源，

成為地球的好管家。

徐歷濤

www.a-track.net

小朋友，平時我們吃的菇類，如冬菇、磨菇、秀珍菇等，你

知道它們是不是植物呢？

在現今生物學上，科學家界定細胞外層若有一層由纖維素

（cellulose）組成的保護組織，那生物是屬於植物（plant）。可是那

些菇類的細胞並沒有纖維素，所以它們並不是植物，在生物學上

屬於真菌類（fungi）。

菇類還有一個特別地方，就是它們繁殖不是結種子，而是結

孢子（spore）。孢子是同性繁殖的產物。當菇類成熟時，菇傘底下

有一瓣瓣的菇褶會以同性繁殖的方式結出孢子。

由於多數菇類矮小，它們多把孢子散播到周圍。又由於菇傘多

呈圓型，孢子也會呈圓形散播。所以若放一張紙在成熟菇類底下，

第二天便發現孢子在紙上組成一個放射性的圓形。

散播了的孢子會繼續生長、繁殖。科學家發現，菇類的生長群

很特別，是一圈一圈的。起初在某個地方發現，漸漸菇類生長群向

外擴展成圓形，越散播孢子，擴展的範圍越大，最後，整片地都是

那些菇類生長群。

大自然的生命力真令人嘆為觀止。

小朋友試想想，若我們效法菇類散播孢子，將愛與祝福散播

出去，我們的世界會怎麼樣呢？讓我們計算吧！例如，從今起，我們

每天祝福身邊的一個人，一個月後就有三十人得到祝福；若這三十

人繼續祝福別人，就有近千人得到祝福。這樣，相信我們的世界會

和諧得多、美好得多。 

我們的天父曾說：「凡為我名接待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路加福音9:48）

小朋友，不要小看自己年輕，你獻出小小的祝福，天父都知道。

試想一想，我們平常可以怎樣做，令身邊的人因你而得到祝福？

小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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