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皚菁
(Fenny)

羅凱欣
(Cicy)

陳韻如
(Tina)

徐雅湄
(Sharon)

要說自己不快樂，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唉~~成績太差」

「外表平庸」「被同學恥笑」「無人願意跟我一組」「媽媽

說我好無用」⋯⋯就如撒該不單「身材矮小」，更被人批評

作為稅吏無資格接待耶穌，難堪吧！掃羅嘛，得撒母耳膏

立為王又如何，還是給人一句「這人怎能拯救我們呢？」

來藐視；基甸嘛，耶和華差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他卻先輕

看自己：「唉，我主啊，我憑著甚麼拯救以色列人呢？

看哪，我的家族在瑪拿西支派中是最卑微

的⋯⋯」一句「憑甚麼」就抹殺自己的

能力，快樂何來？
撒 該(路19：1-10)、掃羅(撒上10：27-11：15)雖曾被看輕，不過他們不將之放在心！

撒該不理閒言閒語，「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結果恩典便臨到他家。掃羅受人

藐視，「卻沒有說甚麼」，不反駁不氣餒，以色列人有難他就盡力幫忙，

最終擊敗亞捫人被熱烈擁戴為王，「非常歡喜」！

基甸(士6-8)對自己的重新肯定，更為以色列帶來

「國中太平了四十年」，多好！

小朋友，你看！

當一個人

不輕看自己時，

力量有多強，

快樂此中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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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
on：同朋友一

齊玩最快樂！因為當我不

開心時，朋友會安慰我；

我寂寞時，朋友會聆聽及

幫我分擔。

Sharon：相中的趙

老師是實習老師，她很好

人，她要走了，我們一班同

學跟她影相Say Goodbye，

很開心！

T ina
：返教會最快

樂，可以學習聖經，導師

講解得很有趣，又可以跟

朋友一齊玩遊戲，很開

心！所以有時考試雖然

緊張，返到教會就可以

減壓，而且當我遇上困

難，我會祈禱。

T i n
a：

第一次去露

營！最開心是認識了一位

四年級的劉彥佑同學，

他很搞笑，現在更成為

好朋友。

Cicy：
可以做自己鐘

意做的事(如運動)、各

科可以取得高分數、可

以隨意吃都不胖就最

快樂，哈哈！

Cic
y：這些運動獎牌

代表了我在運動上的努

力，是開心回憶！

Fenn
y：最快樂是可

以同朋友一齊影貼紙相，

留住開心一刻！影時做著

不同動作，好搞笑，人也輕

鬆好多！

Fen
ny：

是同學

蘇雅琪給我的，她見

我喜歡就送給我，很

開心！很多謝她，會珍

惜！

小朋友，在

困難中仍努力不懈，

那份快樂比一帆風順

來得更有意義！

說到困難，確實令快樂被阻截；不過話分兩頭，困難卻能

讓我們經歷到如何面對、克服，當中過程是快樂之源！就

如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亡國、寄人籬下；雖則在波斯統

治期間，他們有機會回國重建城牆及聖殿，卻又困難重重！

被敵人誣告：「你們在幹甚麼？你們要背叛王嗎？」(尼2：19)

被嘲笑：「這些軟弱的猶大人在作甚麼呢？想自己修築城牆

嗎？⋯⋯只要一隻狐狸走上去，石牆就崩塌。」(尼4：2-3)被攻

擊：「那地方的居民使猶大人的手發軟，驚擾他們的建築工

程。」(拉4：4)唉~~快樂何來？

不快樂有時未必顯而易見，被人忽略、受到不公平對待、別

人犯錯未受應有徵罰⋯⋯也可能燃起你一顆「不忿」的心，造

成不快！亞當的兒子該隱因神喜悅弟弟和他的禮物，感到不

被重視而「非常忿怒，垂頭喪氣」(創4：4-5)。在「浪子的比喻」

中，大兒子因父親原諒揮霍無度的弟弟「就生氣⋯⋯他對父親

說⋯⋯你這個兒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盡了你的財產，他

一回來，你倒為他宰殺肥牛犢！」(路15：28-30)，如此計較，何來

快樂？

尼希米、所羅巴伯

在重建工作上雖難關重重，但

過程中「眾人都全心作工」，互相砥

礪說：「我們要起來建造！」於是就「奮

勇」著手去做。(尼2：18)「也把部分飲食與

人分享，大大歡樂。」(尼8：12)，最終重建成

功，開心到喊！「很多年老的祭司、利未人

和族長⋯⋯眼見這殿的根基再次奠立，

就放聲大哭，但也有許多人高聲歡

呼！」(拉3：12)，多快樂！

快樂需要有一顆寬容的

心。就如約瑟，雖被哥哥陷害，但

他沒懷恨在心，反而安慰哥哥們說：

「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來，而自憂自

責。」(創45：5)更接他們到埃及同住，冰釋

前嫌。摩西雖眼見神立了約書亞來代替他，

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但他沒半點不快，

反而「把約書亞召了來，在以色列眾人面前

對他說：你要堅強勇敢，因為你要和這人民

一同進入耶和華向他們的列祖起誓，應許

要賜給他們的地⋯⋯」(申31：7)這份胸

襟，是快樂之源！

小朋友，

少看別人的不足，

多欣賞自己

          
  所擁有的，

快樂會常在！

 快樂重溫 

彩虹要聞 www.rainbo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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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個城市，叫「冷漠市」。那裡的市民，人如其名，不但待人冷

漠，亦不對社會的事情作任何關注。 

可是，在芸芸市民之中，卻有一個怪異的人。他不同於一般的市民，

因為他很喜歡幫助別人。即使他所幫助的人從不表示謝意，他仍然向有需

要的人施以援手。

不久，這人生了一個小男孩。自此，父親教導小男孩行善事，小男孩

便跟著父親到處幫助別人。他從不喊累，反而覺得很開心和滿足。

有一天，小男孩幫一個老婆婆拾起地上的舊報紙，老婆婆卻誤會小

男孩要拿去她的舊報紙而罵了他幾句。小男孩既害怕又失落，心想：

「我為甚麼要去幫助別人，他們又不會感謝我⋯⋯」

於是，他跑去問父親。「爸爸，到底為甚麼你

能如此無私地奉獻自己？為的卻是一群不會感謝你

的人？」父親慈祥地摸了一摸男孩的頭說：「孩

子，真心付出，總會有所回報，但這不是從別人的

評價中獲得，而是從自己的『感覺』中獲得的。」

男孩聽後，若有所思⋯⋯

孩子，你明白父親所說的話嗎？

幫助別人是一件快樂的事。這是一種由心而發的感覺，不需要問能

獲得甚麼，也不需要刻意要求別人的感謝；只要去做，就可以了。因為

真心的付出，是不會因旁人的言語、讚賞或批評而動搖的。

相反，你做善事若是因為要取得回報才行動的話，終有一天

你會感到煩厭，不明白行善的真正意義，只是為滿足自己而幫助

他人。今天起，立志去做正確的事情，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你

的內心必定能充滿著愛和盼望。這就是故事中父親所說的「感

覺」。這時，你還需介意別人的一句「謝謝」嗎？

正如聖經所記：「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希伯來書10：24

Tommy陳志耀

T ina
：返教會最快

樂，可以學習聖經，導師

講解得很有趣，又可以跟

朋友一齊玩遊戲，很開

心！所以有時考試雖然

緊張，返到教會就可以

減壓，而且當我遇上困

難，我會祈禱。

A n n a  always has a beautiful picture in her mind. She wishes that 
one day she could step up to the platform in the school hall and stand in 
front of the whole school to receive a trophy of high achievement from 
the school principal. How wonderful that would be! Her mother would 
be so proud of her!

But, her heart is pounding and racing as she is waiting to get her 
report card now. She fears that her scores would be disappointing. This 
agony repeats every year this time. If her mother knows how hard Anna 
wants to please her......

Long before any tests and examinations, Anna would stay away 
from all kinds of school activities. She would just confine herself in the 
room to study, study and then study again. 

One day when Anna walked through the corridor in the old school 
hall, her friend Eddie saw her and waved at her. She just walked right 
past him without even noticing the friendly gestures. Well, how could 
she? She only had fear in her mind.

Some points to ponder: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how our gratitude to our parents. Studying 
hard is only one way to tell them that we appreciate them. We can also 
tell them and thank them directly. 

Some parents keep telling us what we need to do because they want 
to protect us. If they understand and know that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o what we want to do, they would feel more relaxed.

 her MomStudying
for 

快樂需要有一顆寬容的

心。就如約瑟，雖被哥哥陷害，但

他沒懷恨在心，反而安慰哥哥們說：

「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來，而自憂自

責。」(創45：5)更接他們到埃及同住，冰釋

前嫌。摩西雖眼見神立了約書亞來代替他，

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但他沒半點不快，

反而「把約書亞召了來，在以色列眾人面前

對他說：你要堅強勇敢，因為你要和這人民

一同進入耶和華向他們的列祖起誓，應許

要賜給他們的地⋯⋯」(申31：7)這份胸

襟，是快樂之源！

Auntie Susanna

一件令人
的事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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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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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奉獻價＄3）

★ 完成以上遊戲寄來(截止為11月1日)，就有機會獲得《奧廸斯好玩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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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上期得獎者：
傅悅瞳       香港真光中學 (小學部)



開 學了！除了用功讀書和參與課外活動，有沒有

想過每星期約爸爸媽媽到公園緩步跑呢？

丹麥心臟科專家舒萊爾（Peter Schnohr）博

士告訴我們：假如你每星期抽兩三天緩步跑，

每次半小時至四十五分鐘，便可以至少延長壽

命五年！真的很神奇啊！我們只要每星期跑兩

三天，每次三、四十分鐘，就可以收健康之

效，比想像中輕易得多呢！ 

跑步不單強心健肺，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

最近報道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研究，

發現在郊外跑步比在健身中心跑

步，對精神健康收雙倍之效。原來自然環境有助

降低大腦壓力，使情緒得到紓緩，所以在公園跑

步、步行、踏單車，比較在人工環境中運動更能

讓腦部放鬆。主持研究的米曹教授（Prof. Richard 

Mitchell）指出，雖然知道接觸大自然有益身心，但

他對研究結果仍感到驚訝，因為大自然紓緩精神壓

力的功效，竟達百分之五十！哇！真是大好消息呢！

當然，如果天氣酷熱，就不要在日間做戶外活動，否則會容易

中暑，和爸爸媽媽一起親親大自然，也要注意安全啊！

大鬍子叔叔



世 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喜歡喝茶。因為茶葉泡製後，會散

發怡人香氣，加熱水浸泡製成茶，味道清新可口。

人們根據泡製茶葉的過程，使泡出來的茶有不同的顏

色，把茶葉大致分成白茶、黃茶、綠茶、青茶、紅茶和黑茶。之

後，再配以各類型的佐料，例如糖、奶、檸檬等，就能製成各

式飲品。

中國人喝茶有著悠久歷史。他們認為茶有著能使身體健

康的東西，即是有養生的功效，所以中國人不單愛喝茶，還會

把茶葉放入餸菜中。

近年科學家對茶葉成分作出深入研究，發現茶葉含有一

些成份，是對我們的身體有益。其中一種很受關注的是兒茶

素（Catechin）。研究指出，兒茶素對治療腦部疾病如腦退化

症很有幫助。

的氣團，它從核心中開始碰撞，產生大量能量，再從表面傳出

光與熱。因此，我們說太陽在燃燒，其實只是象徵式的說法

啊！

能想出這個問題的小朋友，實在很細心。看看你的四周，

有沒有一些事情是大家都天天見，卻不明白箇中原因的呢？

其實，有些事情你是理解的亦不妨多問啊，問甚麼？就是：

「我可會幫得上忙嗎？」相信爸爸媽媽聽你這話一出，是甜絲

絲又笑逐顏開呢，哈哈！

大大鬍子叔叔

大 家都知道，要讓物件生火，燃燒起來，氧氣是不可缺少

的。有位美國小學生想到這點，便寫信給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問既然太空是沒有氧氣，為甚麼在太空的太陽

能燃燒起來呢？假如太空是有氧氣的，為甚麼太空人上太空

還要帶氧氣呢？

各位同學，有沒有想過呢？沒有氧氣的環境，太陽怎樣燃

燒起來呢？其實不只康乃爾大學，就連美國太空總署、英國

廣播公司，都曾收到來信，詢問有關的問題。一般我們認識的

「燃燒」，是一種化學過程（例如燒一張紙、一塊木頭），都

需要靠氧氣助燃，否則氧氣耗盡，火就隨之熄滅。但是太陽

的「燃燒」，跟地球上見到的「燃燒」不同。太陽的「燃燒」不

是化學作用，而是稱為「核聚變」（Nuclear fusion）核反應，其

中過程是不需要氧氣。試想像一下，太陽本身就是一個巨大

可是茶葉亦含有一些物質，對身體造成不良影響，例如

咖啡因（Caffeine）。咖啡因雖然有提神作用，但亦有不少副作

用，例如心跳加速和手震，亦會上癮，所以小朋友不宜食用含

咖啡因的東西。

原來聖經亦有這樣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

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10：23）天父給予世界很多美

好的事物。若運用得當，就能造就人。但運用不當，就會無

益。例如：電腦是讓我們有優質生活的東西，小朋友可以用它

來學習、做功課、娛樂等。但若小朋友只沉迷打機、上社交網

站等，就會荒廢學業，影響身心發展。因此我們要學習分辨什

麼對我們有益或有害，也要運用得宜，才能造就人。

求天父賜下聰明智慧給我們的小孩子。

小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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