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著農莊主人的美好榜樣及要求，入農莊

之前，大家務必檢查一下身上有沒有「以大欺

小」的違禁品。要知，不少人會因自己的「學歷」

「技能」「家境」「樣貌/身高」等勝人一籌而看

不起、甚至排斥別人。所以，有同學仔會因肥胖

而被恥笑，因成績欠佳而沒人願意跟他一組⋯⋯孤單

呢！就如法利賽人會因耶穌的出身而看不起祂，說：「這

不是那木匠嗎？不是馬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西

門的哥哥嗎？⋯⋯他們就厭棄耶穌。」(太13：55-56)

說到暑期活動，不如去

泰北當小老師？還是到

甘肅體驗缺水之旅？

「聖公會基恩小學」4

位同學仔，無論參與甚

麼活動也好，總是全力

以赴，要鼓掌啊！

農 莊主人波阿斯雖然

「是個大財主」，卻不因此而心高氣

傲，就是遇上自己的僕人，也快人一步

先打招呼：「波阿斯剛好從伯利恆來，對

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回

答：願耶和華賜福與你。」他看見貧窮的路

得在田裡拾麥穗為生，更主動關心她：「假

如你渴了，就到水缸那裡去，喝僕人打來的

水。」(得2：4/9)看來是小事，卻反映出波阿

斯對人的尊重及體恤。小朋友，你對人

的尊重，會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

嗎？

Adrian：暑假曾參加「寸心行

動」，將小朋友捐出的利是錢送到

甘肅省民勤縣。當地學生住的宿

舍很簡陋，無電燈、床好硬。香港

人隨時扭開水喉便有水用，但當

地大片沙漠，水非常缺乏，收費好

貴。難忘是當地人雖貧窮，但卻很

努力讀書，你知嗎？這縣考入大學

的入學率很高！

Vania：第一次與家人去北京，看

見很多名勝古蹟，特別是四合院，很

特別！我們探訪了當地居民，他們差不

多家家戶戶都養了一隻類似草蜢的昆

蟲，叫「蟈蟈」，閒時便把玩。看見人

家特別的風土人情、歷史，學到嘢！

Gabriel：記得小學二年級第一次參

加夏令營，當時的營地衛生比較差，就好

像沖涼的地方，蜘蛛極多，很可怕。那時，

學生要自行煮飯餸，那次是我第一次炒

菜，都不錯，很滿足！這次經歷令我學會

了獨立，原來很多事自己是可以做得到！

Joshua：上年暑假跟教會到泰北當小老師，

之前每星期都要學泰文，很難，但又覺得好有意

義！那時行程緊密，每天5時多便要起床做早操、6

時插秧，7時祈禱，到8時便要教書。我教當地二、三

年級宗教科，如教參孫、摩西、約書亞⋯⋯用泰文

教真難，幸得媽媽從旁輔助，今年我都會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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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
n幫人

語錄

「有些幫助看來好像很小事，

但卻可以令人得益甚多。」

「教人要用心去教、慢慢地教，

否則別人消化不到。」

Gabr
iel：

最大支
持

1. 同學主動邀請我

一起溫習

2. 父母鼓勵我加入

籃球校隊

3. 在數學圖書分享

時，同學會給我

高分數

波 阿斯明白路得所面

對的處境，便盡力作出適當的支持。

他吩咐僕人「不可欺負路得」「不可以辱罵

她」，更對路得說：「不要到別人田裡去撿麥穗，

也不要離開這裡，要常常與我的女傭人在一起。」

(得2：8-9)有人照應、互相扶持多

好！小朋友，當同學受欺凌時，

你會坐視不理、加人欺凌行列？

還是會積極找老師、朋友協

力，在這同學身邊加以鼓勵

及支持？

不會說話的鸚鵡─你了解別人真正需要？ 

有個婦人買了一隻鸚鵡作伴，第二天就把牠退回。她對老闆說：「這隻鳥不說話。」老闆問：「牠籠子裡有鏡子嗎？鸚鵡特別喜歡鏡子。

牠們看見自己的影像，就會說話。」那婦人就買了一面鏡子回去了。第二天她又回來，因為鸚鵡還是不說話。「買個梯子吧！鸚鵡特別喜

歡梯子，鸚鵡一高興就特別愛說話。」 那婦人又買了一個梯子回去了。隔日，她又回來了。「你的鸚鵡有鞦韆嗎？」「沒有！」「啊，

那就是問題了。鸚鵡一旦開始搖蕩，就會口若懸河。」那婦人很不情願地買了一個鞦韆回去了。又隔一日，婦人進店門的時候，臉色完全

變了。她說：「鸚鵡死了。」老闆非常驚訝地說：「我很難過！告訴我，鸚鵡說過甚麼話沒有？」那婦人回答說：「說過，就在臨死的時

候說的。牠極其虛弱地問我：『那家寵物店有賣吃的嗎？』」   摘自《比喻人生》葉福成

入 到農莊，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撿麥穗」的

傳統，原來根據以色列的律法，「收割莊稼

的時候，不可把角落的穀物割盡，也不可

拾取你收割時遺下的；把它們留給窮人和

寄居的外人⋯⋯」(利23：22)這對窮人來說

是莫大幫助。不過凡事都有兩面，路得

處於窮困境況，加上是外邦人，少不免會

遭人白眼或欺負，難怪拿俄米也對媳婦

路得說：「要與他(波阿斯)的女傭人一起

去，免得在別人的田裡遭受敵視。」(得2：22)

大 家撿了大半天麥穗，看來已極累，但

可留意到，路得「除了在房子裡休息了

一會兒之外，從早晨到現在一直都留

在⋯⋯田裡撿麥穗，直到傍晚⋯⋯把

撿來的麥子拿給婆婆看，把吃剩的給

了婆婆」(得2：7/17-18)。波阿斯欣賞路得

的辛勤與孝心，便主動「把一些烘好

的麥穗遞給她」，讓她吃飽；更吩咐僕人

「要故意為她從禾捆中抽些出來，留給她

去撿」(得2：15)幫助人，原來直接送錢送禮等

都不是最好的方法，間接地讓對方靠自己努力

去面對，不單能學習，更得著自尊。

Josh
ua：最

大幫忙

當遇到困難不開心時，同學給

我最大的幫忙是陪我在學校行

圈，相信行畢全間學校，我會

舒服得多。這時跟同學一起說

說笑話談開心事，煩惱也消。
看 見人家有需要，你

的反應通常是「佯作不知」「跟他不

熟稔，不用幫吧」「遲早有其他人會幫手」

「無能為力」？⋯⋯還是會主動上前，分享零

食，提醒同學帶課本，在功課上作出指導(不是給

他抄功課)；以致一句簡單的鼓勵說話、拍拍膊頭

的安慰舉動等，對別人來說已是大動力！你願意由

今天開始，留意身邊人的真正需要，學習助人自

助的道理嗎？

彩虹要聞 www.rainbo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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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親年事已高，他決定在三個兒子中揀選最有能力的

一位，將農莊的生意交給他。於是，父親出了一個難題來

考驗三個兒子。難題是這樣的：每人獲分配一百個錢幣，

任務就是把一千呎的飼料庫裝滿。

孩子，如果是你，你會買甚麼回來把飼料庫裝滿呢？ 

老實的大兒子心想：「我可不能浪費父親的錢幣。」結

果，他用那一百個錢幣買了一大袋飼料回來，把飼料放在飼

料庫的一個小角落。

聰明的二兒子用錢幣買了棉花。他把棉花散落在地上，希望

把飼料庫填滿，可是，棉花只能覆蓋三分之一的飼料庫，他十分失望地離開飼料庫。

小兒子回來了，他手上看似甚麼都沒有。「爸爸、大哥、二哥，你們快點過來吧！」於是，他們四

人進了飼料庫，裡面一片漆黑。突然，一道光芒在他們中間發放出來。這束光照亮了漆黑的倉庫，就如夜

空中的月亮一樣，給人方向、光明與希望。這時，他們的眼中沒有了一百個錢幣，沒有了難題，沒有了飼

料庫，只剩下彼此的臉：爸爸年老的臉龐、大哥和二哥灰心失意的臉龐。原來小兒子用了幾塊錢買一盞油

燈，他說：「不如我們一起努力經營老爸的農莊吧！」

這時，光明、溫暖和愛把整個飼料庫裝得滿滿了。

孩子，有甚麼能令你的內心感到滿足？是喜歡的食物、玩具、遊戲機，還是努力的成果、朋友的關懷、

家人的陪伴？我們常常花時間追求看得見的物質，卻忽略了看不見卻一直在身邊的東西─愛和關懷。你試想

想，失去農莊，我們仍能作其他的事，可是，失去了家人卻是無法追回的。幸好有一個溫柔善良的弟弟把家人

重新連結在一起。今天開始，好好把握你真正重要的東西吧！

Tommy陳志耀

Auntie Susanna

真正的滿足？

Josh
ua：最

大幫忙

當遇到困難不開心時，同學給

我最大的幫忙是陪我在學校行

圈，相信行畢全間學校，我會

舒服得多。這時跟同學一起說

說笑話談開心事，煩惱也消。

Behind the door
Little Anna hid herself behind the door of her parents' room. She heard some strange 

noise and woke up to find that her parents were in a big fight. Anna could smell some 
trouble but she held her breath for she was just too scared.

Suddenly, the door swung open and she saw her dad rushed out from it and 
immediately dashed out of the house. Poor Anna could not help but trembled. Her 

mother saw her so she held her close to her and cried.

Anna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was going on, she only knew that her 
mother was very unhappy. She felt guilty. She swore that she would do 

everything she could to make her mother happy again.

My dear friend, have you ever been in a similar situation? When 
your parents got into a fight, what could you do? Did you blame 

yourself for what happened?

Some points to ponder:

Parents are human beings like you and me. They have 
difficult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at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handle sometimes. When you see that they got into 
fights, try to stay calm and understand that their fights 
often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you. Try to talk to people 

you trust and ask them to help you.    

彩虹副刊www.rainbo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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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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遊戲 www.rainbow.org.hk

designed by fion

小朋友姓名：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年/月/日）

年齡：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級別：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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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免費訂閱 □　生命力 Game □
★若家長／弟兄姊妹有感動作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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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號外（季刊） 

上期得獎者：
李天樂        協和小學  屈諾兒        真光小學 (小學部)

譚向澄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周卓怡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西灣河)

（建議奉獻價＄2）

★ 感謝海洋公園提供以上圖片及資料。完成以上遊戲寄來(截止為8月1日)，就有機會獲得
　《奧迪斯好玩之旅VCD》乙隻，得獎者5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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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請 用一分鐘看看你身邊的老師同學、父母和家人。數數有多

少人鼻樑上是架著眼鏡的呢？

這副矯視工具，雖然在甚麼時代發明仍眾說紛紜，有說早在

公元前五世紀的埃及已有類似矯視的透鏡工具。然而最早有關矯

視鏡片的記錄，是在耶穌時代，當時的羅馬皇帝尼祿王的

老師，就是透過鏡片看清楚細小的文字。中國則早在宋

朝，已有用石英製成類似太陽眼鏡的工具。無論如何，

眼鏡的使用，至少也有七百多年的歷史，而且沿用至

今，成為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

香港不少人年紀輕輕時已有近視，小至小學

時便需要配戴眼鏡。澳洲國立大學摩根（Ian 

Morgan）教授指出，英美和東南亞的兒童以

往只有兩三成人有近視，可是後者卻激增至八、九成人。英國劍

橋大學的學者最近發現，亞洲近視人口劇增的原因，除了長時間

用電腦、做功課、讀書外，缺少戶外活動也是導致近視的主因。

專家指出，每星期多一個小時戶外活動，便可減輕百分之二患近

視的機會，因為自然光是比燈光對眼睛更有益，而且戶外活動看

的東西會比較遠，也有助眼球肌肉放鬆呢！

有趣的是，專家起初以為小孩子多了戶外活

動，成績必然會下降，可是事實上他們估計錯誤了。戶

外活動不單有益身心，而且也無損學業喔！

好好保護你的靈魂之窗，別過早戴眼鏡，成為「四眼一

族」啊！

大鬍子叔叔



落 葉 在秋冬時 份，陽 光 和水份都 不足。陽 光 不足，

植物難以製造足夠的食物；水份不足，植物的新陳代謝

（metabolism）受到影響，更難以維生。為儲備足夠的食物及

水份，來度過艱難的幾個月，很多樹的葉子會在秋冬時份變

得枯黃，隨後落下。

因為葉子上有很多肉眼看不見的氣孔（stoma），這些氣

孔正是讓水份從植物溜走最多的地方。因此，落葉植物寧願

把食物和水份運送到主幹儲存，使葉子變成枯乾。捨棄葉

子，是為整棵植物好過冬。

另外，在落葉之前，植物亦會將新陳代謝的廢物，運送到

葉子，於是，葉子落下時，同時亦拋掉廢物。待長出新葉，植

物又煥然一新。

然而，在早陣子，木棉花在潮濕多雨的春天仍會落葉，為

什麼呢？原來木棉花在二、三月正值花期，一朵朵火紅色的花

朵盛開。而葉子落下，是為著讓花朵更顯露，讓花粉更容易

傳 播。

待 孕 育

成 種 子

之後，木棉結出

棉絮，帶著種子隨風飄到老遠

去，之後又是一棵植物的開始。

小朋友，你知道嗎？當你漸漸長大，有些東西你也要隨

之捨棄，例如你的玩偶、模型，甚或你的壞習慣、壞脾氣。我

們要學習長大成人，學習承擔重任。當中會產生很多不安、擔

心、勞累，甚至犧牲你的嗜好，但每一個經歷都讓你將來能

走得更遠。

不過，無論我們將要承擔什麼重任，也要緊緊地跟隨

主，因為主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

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

不能作甚麼。」約翰福音15：5

小船兒

聯同倫敦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的學者也有類似的結論：

「恐龍時代地球的溫度，至少比今天高十度。」那暖化從何而

來呢？

科學家估計，在一億五千萬年前，地球的霸主恐

龍，牠們打嗝和放屁所釋出的溫室氣體，每年就

有五億二千萬噸，相比牛羊每年釋出約五千萬至

一億噸的溫室氣體，這些巨大的生物本身就足

以暖化整個地球了。

父母和老師常教導我們，當眾打嗝和放

屁是失禮的表現，可是科學家會告訴我們，這

樣除了失禮外，還會導致地球暖化呢，哈哈！

大鬍子叔叔

說 到地球暖化，我們便會聯想到工業廢氣、汽車廢氣等科

技帶來的污染。早前有英國科學家發現，牛羊這一類反芻動

物在打嗝和放屁時，會排放溫室氣體，加速地球暖化。例如

一頭牛一天打嗝和放屁所釋出的溫室氣體，會比一輛汽車排

出的廢氣還要多。現時地球每年約五億噸的溫室氣

體，是工業和動物排放的總和。可是你有沒有想

過，還沒有工廠、汽車，甚至人類的時代，溫室氣

體的排放量絕不比今天少，甚至更多呢？

最近英國《新科學人》雜誌和英國廣播公

司，相繼報道科學家已找到遠古時代地球暖化的

元兇。英國雪菲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彼

寧（David Beerling）教授說：「在恐龍時代的地球，比

現今溫暖得多，至少在南北極是不結冰的。」

同 樣，利 物 浦 約 翰 摩 亞 大學（L i v e r p o o l  J o h n 

Moore's University）的韋堅信（David Wi lk inso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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