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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朋友重要是大家「對
事物的睇法可以不同」，
因為能吸納不同的意見
會令自己思考多，看事物
也廣闊多，學到嘢！

「朋友難過時聽他傾
訴」好重要！如果有人
聽他傾訴、給他一點意
見，他會知道有人仍然
關心他，會開心！

朋 友 之 間 要「容 易 溝
通」，若十問九不應，很
難做到朋友。相反若大
家可常有共同話題及興
趣，那就易做朋友得多。

「互助互愛」是朋友
之道！如果身邊無朋
友可以幫到你、聽你
傾訴，你會好孤單。

有 一 個 生 來 瘸 腿 的 人 天

天在美門行乞，他一心想討

飯，怎料彼得和約翰更明白

他的需要：「於是拉著他的

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

踝骨立刻強壯有力⋯⋯他連走

帶跳，讚美神。」（徒3：7-8）

我們當然不能顯任何神蹟，但

所謂旁觀者清，作為朋友，

當朋友有事請求幫忙，你可

以比他更冷靜分析問題所

在，不魯莽。

幫人「大忌」：

幫人時若能冷靜思考一

下，就可以避免以下情況出

現：「你趕功課？我給你快快

抄吧！」「你無錢，我借給你」

「你給同學欺負，我幫你出頭」

「你要隱瞞，我助你一臂

之力」「你心情低落？我

陪你一齊心情低落」⋯⋯

不！這絕不能真正幫到

朋友，更容易令你身陷

險境、做傻事！

小朋友，幫朋友是需要智慧啊！「教」朋友做功課總比給他「抄」

來得更具建設性。跟他一同「隱瞞/氣憤/頹喪」⋯⋯倒不如「鼓勵」

「支持」他積極面對，或尋求長輩的意見及幫助⋯⋯這些正能量，需要

「你」作為朋友去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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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ay, Dino saw at a distant his best friend Lucy was at a 
street corner. He immediately smelt something different because Lucy 
seemed to be sandwiched by two big guys. Dino did not know what 
happened but he quickly ran up to her.

Sure enough, Dino saw two mean students from a 
neighboring school was bullying Lucy. "Eh, show me how you 
mew." As he said that he started to pull Lucy's whiskers. It 
was obvious that he was provoking Lucy. "Come on. Beg me. 
I may let you go." Another big guy said in a sneaky cunning 
voice.

Dino was really upset when he saw what happened 
to his friend. If you were Dino, what would you do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Let me tell you what Dino did. Without a word, he 
picked up both guys, took a long hard look into their eyes, 
then he put them down. You know what? As soon as their 
feet touched the ground, they vanished like smoke.

Let me share a little secret with you. Those who appeared 
to be strong may not be really strong. Those who use their 
power to bully others are actually cowards. If you see anything 
like this, report to the authority and ask for help. 

樂樂家的天台上有一盆向日葵。一天，陽光很猛烈，向日

葵痛苦地喊道：「我已經兩日兩夜沒有喝水了，我快渴死了！」

這時，樂樂出現了，她看一看向日葵，不禁皺眉道：「你搞什麼

鬼呀？已經兩星期了，你只長出這一點點？」說著，就向向日葵

灌進滿滿的水。可憐的向日葵被水淹沒，喘不過氣來。可是，數

天後，向日葵還是絲毫沒有長高的跡象，樂樂失望極了。

一天，樂樂帶來了魔法肥料，魔法師說：「只要一小滴魔法

肥料就能令任何盆栽立即長大並開花結果。」果然，樂樂在向日

葵上加了一小滴肥料，它就立即長高並開了一朵燦爛的花。樂樂

很高興，並拿著它向朋友阿力炫耀，但阿力只是搖搖頭，慨嘆地

說：「你認為成功不需要長期的努力與恆心嗎？」

不一會，向日葵虛弱地說：「一⋯⋯一下子要我長大這麼

多，我怎能受得了，我身上的營養已一下子全部用掉了！」不

久，它就枯萎了。

孩子，你有沒有發現人的生活已被「速食文化」重重地籠罩

著，就連成功觀也被這文化所影響，如每逢接近考試季節，就會

有眾多補習精讀班的出現，就連玩電子遊戲也可運用秘技，迅速

升級。然而，人生的成功是否也能如此？ 

成功的背後有著一些永存不朽的原則，像我把蘋果往上拋，

它就會掉下來，這些原則是用眼看不見的，卻永遠是對的。樂樂

的故事便告訴我們一個重要原則：「成功沒有捷徑，成功是需要

付出的。」一個著名的研究更說明成功是需要累積一萬個小時的

專注和努力，即假如一個人要成為頂尖的綱琴家，他便要在鋼琴

演奏上累積一萬個小時的努力。

孩子，你希望自己在甚麼事情上取得成功？你認為自己在甚麼

事情上有進步的需要？從這一刻開始，以這一個永存不朽的原則

為中心—「成功需付出」，它一定能幫助你擁有豐盛的人生。

Auntie Susanna

Tommy陳志耀

小朋友，微軟公司創始人Bill Gates給青年的11條忠告中說：「善待你

所厭惡的人，因為說不定哪一天你就會為這樣的一個人工作。」雖然我們

不至於怕山水有相逢，但聖經說得很好：「寬恕別人過失的，是自己的榮

耀。」（箴19：11）說不定有一天，你的朋友不計前嫌接納你。

小朋友，你做過目擊證人嗎？你會因怕事、怕煩、怕被連累而將真相

隱瞞，以致同學蒙受不白之冤？「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就應當怎

樣待人。」（路加福音6：31）若你對人無「信」，別人亦會這樣待你呢！朋

友之間沒有了「誠信」，會好脆弱、不堪一擊啊！

如果有朋友被杯葛，我會
主動關心他，跟他一同find 
out是甚麼地方出錯而受杯
葛。若真是他做錯了，便請
他改善；亦會繼續
跟他做朋友，
一齊玩。

我會繼續跟那朋友玩，分組
亦會預他一份，希望以行動
感染其他人去接納他，其實
大家都是好朋友，無需杯葛；
而我亦相信杯葛的事會因時
間而慢慢淡化，好快無事。

使徒行傳記載掃羅「殘害教會，逐家進去，連男

帶女拉去坐監」（徒8：3）。基督徒對他又怕又恨，但

耶穌卻叫亞拿尼亞按手醫治他，是甚覺為難吧：「主

啊，我聽見許多人說起這個人，他在耶路撒冷作了許

多苦害你聖徒的事⋯⋯」（徒9：13）但最終亞拿尼亞亦

肯出手相助，而掃羅亦因這次經歷而大大改變，成為

偉大的使徒保羅。對於那些看來「可憎」的人，若你

能扶他一把，改變便來了！

幫人「無忌」：

遇過班上一些「不受歡迎」的同學仔嗎？他們不

懂與人相處；說話屢遭恥笑，無人願意跟他一組，小

息有得玩亦沒預他份兒⋯⋯你會嘗試行出一步幫他一

把嗎？會主動邀請他跟你一組，請他吃零食、甚至努

力說服其他人接納他嗎？雖然起初是有點為難，但你

的認同是大威力，會令他喜出望外，信心大增，有美

好改變！

約書亞在40多年前還未進入迦南地

時，聽到摩西對迦勒的承諾：「我要

把他（迦勒）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

孫，因為他專心跟從了我耶和華。」

（申1：36）（書14章）到45年後以色列人

終於進入迦南，迦勒亦重提舊事；當

時摩西已死，又過了這麼多年，唯一

見證人就只有約書亞，此事大可不了

了之⋯⋯但約書亞卻堅守誠信，實

在是為朋友、做人之道 ！

小心「言而無信」：

以下容易「破壞誠信」的說話，不說為妙：

2 「我跟他不太熟絡，食言也不緊要吧！」

2 「過了這麼久，甚麼諾言也記不起了！」

2 「我當初只是說說而已，你別太認真！」

2 「你可找到證人？證明我有說過這話？」

2 「我根本沒答應過，是你自己誤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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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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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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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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號外（季刊） 

上期得獎者：
黃灝恩　英華小學 方敏熹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鍾文謙　聖公會蒙恩小學 宗子怡　基灣小學 

葉向光　基道小學（九龍城） 

designed by wendy

★ 完成以上遊戲寄回 (截止為2012年2月 1日)，就有機會獲得由「宗教教育中心」送出《你的感受──由悲傷到
     快樂》 乙本，得獎者5名。特此鳴謝！

（建議奉獻價＄2）

《你的感受─由悲  
傷到快樂》

你開心嗎？抑或傷

心？還是恐懼？當你日

漸長大，你會發現一個

充滿感受的世界。本

書透過簡單的文字，

教導兒童學習說出自己的感受。較大的孩

子可以利用「活動」及「給家長的話」中的建議，

學習與人分享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感受，能幫

助我們不斷成長。

作者：Nuria Roca
出版社：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還 記得有一期《彩虹號外》介紹不同的時鐘嗎？原來，我

們身體內也有兩個時鐘，而且他們是「互通消息」的好拍檔，一

但消息有誤，就麻煩了！

 第一個時鐘在大腦，它是整個人體的指揮中心，我們的飲

食作息，都完全是從大腦發號施令的，我們白天起床、晚上睡

覺，都得靠它「報時」。大腦為甚麼這麼厲害呢？其實不是很神

奇，它只是跟日夜循環的規律而已。腦部在晚上會分泌一種「褪

黑色素」（不是皮膚黑色素啊哈哈），這種化合物會讓人入睡，在

白天或燈光下它便減少，所以假如我們深夜還在工作、遊戲，便

會抑制褪黑色素的分泌，擾亂睡眠周期，到了白天，由於褪黑色素

自然減少，到時想睡也睡不了，整天便會沒精打采。

第二個時鐘在我們胃部，它跟第一個時鐘（大腦）關係密切。

原來胃部在晚上九點後會漸漸進入休息狀態，大腦接收到胃

部的訊息，便會開始通知身體各部份準備休息。假如

我們深夜還吃零食、吃消夜，胃部便要「加班工

作」，大腦便會以為一天的工作尚未完成，於是

延遲通知身體各器官「下班」，這樣也會擾亂

睡眠周期，晚上吃得太飽，也會讓身體「加

班」，影響睡眠質素；質素差，自然會影響上

堂時的汲收能力，不值啊！

我們還是乖乖的早睡早起，不要亮著

燈睡覺，不要吃太飽或太夜吃東西，別擾亂

這兩個身體時鐘啊！下次睡覺前，也別忘以

下禱告：「我躺下，我睡覺，我醒來，都因耶和

華在扶持著我⋯⋯我也不怕。」（詩3：5-6）

大鬍子叔叔



小朋友，你洗澡時有沒有用過海綿洗擦身體呢？

海綿有很多孔，孔內有很多空間，往水裡一擠，就能吸很

多的水。加入清潔劑後，孔內的空氣會造出泡泡。所以很久以

前，人們已經懂得用海綿來清潔。

現在，人們用的海綿多是塑膠造的，但其實海綿是生物，

而且，更是屬於動物。

海綿是多孔動物，身體由一些柔軟但堅韌的組織組成。

海綿在水中生活，時常受到水流衝擊，但柔韌的海綿不但不

會被打倒，反而很快回復原本形狀。所以就算我們用力擠壓，

或用腳踏，海綿亦會很快回彈。

在我們的生命中，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例如，學業成

績未如理想、體能不及別人、被朋友誤解、父母責備等，你會

如何面對呢？你會從此悶悶不樂、一蹶不振，還是會學習海

綿，很快重新振作，勇於面對挑戰？

若我們被困難打倒，就會做甚麼都提不起勁，不但沒有動

力尋找解決方法，甚至會重複犯錯。若我們學習海綿，即使有

挫折，也不要被挫敗，要重新振作，積極找尋方法解決問題。

能夠做到像海綿不屈不撓，我們要在生活細節中學習

堅持。例如，即使書包很重，也堅持自己背負，而不是嚷著父

母或工人幫助。又或者，若不懂得做功課，首先自己先參考

書本或查字典，而不是第一時間問父母或補習老師答案。

上帝教導我們：「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

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

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丟

棄你。」（申31：6）只要從

小訓練在生活小節中堅

持，就能培養不屈不撓

精神，長大後面對困難

也不易被打垮。

小船兒

世上有不少「傳言」，我們常常信以為真，後來卻發現

「純屬傳言」。

有關脾氣的例子便有兩個。

我們常常相信，是紅色布的大紅色惹公牛發怒。鬥牛勇士

常常在公牛面前把紅布晃動，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紅色是激

怒公牛的原因。

事實是，公牛是色盲的，牠根本看不到晃動那張布的顏

色，惹牠生氣的不是顏色，而是那晃來晃去的布。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相信怒氣必須「宣洩」才是健康的。

因此有不少心理治療和產品，都是基於這個信念而有的，例

如讓人「宣洩」的沙包、橡皮圈等等。但現在有專家提出相反

的意見，因為假使我們習慣發洩怒氣，便真的會養成「發脾

氣」的習慣。雖然「發脾氣」可能會讓你逞一時之快，但假如

你每次生氣都把「脾氣發出來」（如摔東西），最終你便會習

慣成自然，更會以為「發脾氣」的感覺真好。

事實是，怒氣不是必須「宣洩」的，而且即使不「發脾

氣」，也不會損害身心健康的。我們不是蠻牛，不必向著晃

動的顏色布橫衝直撞，嘗試控制一下自己的惱火，你會發覺：

「那感覺真好！」

大鬍子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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