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駿飛
(Jason)

王晨熙
(Jessica)

余俊浩
(Raymond)

鄧頌揚
(Andy)

在說話上被人故意留難一定曾有發

生，你會如何處理？跟他對罵？發脾

氣？還是怕了他而黯然離去？這個時

候，你得改造一下平時慣用的對答方

向，好好利用一下「反問句」。

示範：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老師，我應該作

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路10：25-37）

 表面看來，這位律法師好像有心向耶穌求教，實則是滿

懷敵意，希望藉此挑出耶穌話中的錯處。說真的，耶穌

有足夠的能力去作答，跟律法師辯論也毫無難度，但

耶穌卻選擇不答，反而冷靜地反問：「律法上寫的是

甚麼？你怎麼念的呢？」將那個問題拋回給對方作答。

好處
：「反問」可反客為主，由對方先

答，可細聽後再作對策

* 「反問」可令對方及自己反思問題

* 「反問」減少雙方不必要的衝突

* 「反問」可令對方知難而退

* 「反問」若對方不答，你也可不答

注意：「反問句」有效時段必須在冷靜的

情況下使用，否則只會弄巧成拙，

「反問」變成了「質問」，就大傷感情了。

若被人為難，

可不用理會他，你不在意，

他覺得無意思就不會

說下去。

效果:

「你們的話要常常溫和，

好像是用鹽調和的，

使你們知道應當

怎樣回答各人。」

（哥羅西書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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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面對突然洶湧而來的麻煩事，心裡亂得

一團糟，若急於回應、表態，可能會因此而

出錯，甚至傷害了自己及別人也懵然不知。

「沉默」未必是軟弱的表現，給自己時間、

空間冷靜下來，思考清楚問題的原委，等待

適當時機才作發力，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

可有發覺，很多時我們表面上對別人好，又或口出

美言，但實際卻是口不對心？「你考第一我都戥你開

心啊」「我一點也不介意」「我無事」⋯⋯其實，心

裡卻是酸溜溜的⋯⋯美麗的謊言誰也樂意聽(包括自

己)，但「假話」會愈滾愈大，以致失去「真我」。

「問心嗰句」，你是否願意改變？以真心待人？

問自己：「今次考得唔好，
其實自己有無盡力過？」檢討
自己，個心也舒服得多，有動
力繼續上，何況自己有盡力，

下次還可努力！

給媽媽責備時我
會沉默，想想自己
為何會做錯及作

出改善。

若知道那說話
一出口會令別人不
開心，我會選擇

沉默。

示範：「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

是』；如果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5：37)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箴4：23）

「無論你們作甚麼，都要從心裡去作⋯」（西3：23）

示範：亞當夏娃偷吃禁果，躲起來逃避問責之餘，更互相推御責

任。要神問：「你作了甚麼事呢？」(創3：13) 

神因尼尼微人悔改而不降禍，約拿因此而「非常不高興，並且發起怒來」。

神問他：「你這樣發怒對不對呢？」(拿4：4)

神呼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不斷以自己拙口笨舌無能力而推

辭。神問他：「那在你手裡的是甚麼？」(出4：1-2)

亞當夏娃做錯了事，以為「躲避」就可不了了之；約拿以為人家犯錯在先，自己發怒就很有道理；摩

西只看到自己的不足，卻看不到自己「手裡」擁有的能力和優點，是損失啊！以上神所發出的問題，

其實也是我們經常要問問自己的，以致更清楚了打解自己「做緊乜」，才不致魯莽而行！

有時跟同學相處，會習

慣說：「行快啲啦」「給我

啦」⋯⋯而忘了在這些說

話前加上個「請」字，變成

「請行快些」「請給我」，

這樣會禮貌得多！

有時在課堂上答問題、

朗誦或講故事，我會突

然間愈說愈細聲，令人

聽不到。我希望可以改

善怕羞的性格，說話大

聲一點，令人聽得清楚。

在 說 話 時 少加

入那些粗俗字，

如同一句話，「日

本強行侵略釣魚

台是死梗」，「死

梗」二字比較粗

魯，若改為「日本

強行侵略釣魚台

是愚蠢」會恰當

得多。

每次學到新知識，我

都不其然不斷有很多

問題想問，但這樣有

時會令身邊的同學覺

得我在「認叻」，亦令

人消化不來。其實我

可以停一停不急於一

次過問，這樣也令人舒

服得多。

效果:

對自己所做的事不時

發出一些「疑問」，

藉此反省改善再調節，

是非常好的功課。

效果:

小朋友，不如從今天起，

事事「問心嗰句」，

以真心待人，讓別人多了解你，

亦讓你因此而得著

更多真摯友誼。

效果:

小朋友，無論是在高

處或低處、開心還是

頹喪，別太快給自己

定論，先安靜下來，在

盡力而為下，學習等

候的功課吧！

示範：被埃及人追趕時，以色列人只懂

不斷埋怨摩西，摩西沒反駁，反說：「你們必須

安靜，不要作聲⋯⋯耶和華就⋯⋯」(出14：10-31)

埋怨、批評，很容易在煽動下愈益擴張，以致失

控，無助事件好轉之餘，更會造成傷害。摩西做

得很好，沒有跟以色列人爭辯，反而請他們「安

靜」「不要作聲」，學習等待的功課，結果，以色

列人不是平平安安過了紅海嗎？

很多時我們做事一衝動起來，就不

顧後果，很易闖禍。「不開心嗎？當

然要大吵大鬧渲洩不滿」「好朋友叫

到，做甚麼事也義不容辭吧(包括一起

出貓/隱藏錯事？)」「同學都經常打

機，為何我不可以」「別人都

說我無用，我一定好無用」

⋯⋯真的嗎？冷靜下來，發揮

一下「疑問句」的威力。

彩虹要聞 www.rainbo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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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my陳志耀

A n n a  b l u s h e s 
very  eas i ly .  Her  face 

can quickly turn bright 
red when she is asked in 
class. This makes her very 

embarrassed. It is even worse 
when the teacher tell her to 

relax and not to be afraid. It 
seems like the more people want 

to help, the more she feels the 
heat on her face.

One day Anna saw a red face 
among the crowd at school. A new face! 

Anna immediately pushed her way to get close 
to this student. She found that the new student 

came from Mainland China. He moved with his 
family to live in Hong Kong just two weeks ago.

Anna wanted to go up to this student and tell him 
not to worry and to share with him everything she 

knows about the school. But to her surprise, Anna 
could not utter a single word when she is with him.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Anna?

Some points to ponder:

We are tongue-tight when we are nervous. It is 
perfectly ok to be nervous or excited. Emotion is like 
seasoning we use for cooking. Try to accept emotion 
as part of life and learn to express it openly. When it is 
properly channeled, it will cease to hinder us.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Anna's new friend to know 
that she is nervous because he may be nervous too. If 
we can be open and genuine with our feeling, others 
will do the same. 

Auntie Susanna

問自己：「今次考得唔好，
其實自己有無盡力過？」檢討
自己，個心也舒服得多，有動
力繼續上，何況自己有盡力，

下次還可努力！

Embarrassment!

三個造船工人正在鋸木頭。有人問其中一個工人，說：「你

在做甚麼？」這個工人不耐煩地大聲吼叫：「你眼睛瞎了

嗎？我在鋸木頭！」然後，那人又轉身問第二個工人：

「你在做甚麼？」第二個工人微笑著，說：「我正在

造一艘美麗的船！」那人又問第三個工人：「你在做甚

麼？」第三個工人吹著口哨，歡喜快樂地說：「我正在

造一艘世上最漂亮、最堅固的船，我希望它能載我乘風破

浪，遊歷上帝所創造的美麗世界！」

雖然我不知道這三人最後的結局如何，不過，這個故事最

值得我們思量的是：為何面對同樣的工作，三人的工作態度會這樣截然不同？面對 鋸木頭這

樣每天重複、平凡、枯燥乏味的工作，有人感到非常不耐煩，有人能保持心境平靜，有人卻是

充滿熱誠和盼望。你認為他們最大的分別是甚麼？沒錯，就是他們是否心中有「夢」—一個

既遠大又清晰的夢想。看一看，第一個工人沒有夢想可言；第二個工人雖有夢想，但這夢未盡是

清晰和長遠；第三個工人不但有長遠的夢想，這個夢想更推動他去探索活在世上的原因。

同學，假若有一天你正在做功課，有人問你：「你在做甚麼？」你會如何回答呢？a) 我不

就是在寫字嗎？b) 我在學習新的知識。c) 我正為實踐夢想而努力學習。你又希望自己會怎樣回答

呢？讓我們都能成為一個心中有「夢」的人，懂得感受生命中的種種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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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誕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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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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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你 喜歡小動物嗎？家中是不是有飼養小狗呢？大家都知道，狗

的嗅覺、聽覺比人類靈敏得多，牠們既可以憑氣味找到回家的

路，也可以聽到人類聽不見的聲波頻率。但你知道嗎？原來小狗的

心靈，跟牠們鼻子和耳朵一樣敏銳呢！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心理學家指出，當家犬遇到人傷心流淚，牠們是會去安慰人的。

實驗用了十八隻不同品種、年齡的家犬，房裡有牠們的主人，也有

陌生人，人們有些在閒談，有些在哼曲，有些在假裝哭泣，專家要

觀察小狗的反應。結果，大部分犬隻都走近哭泣的人，只有少數會

看看哼曲的人；對閒談的人，牠們沒有反應。

專家解釋，因為哼曲的聲音不常聽見，所以會引起犬隻的好

奇，但小狗能分辨哭聲和哼唱聲，而且牠們會用同情和安慰的舉

動安慰哭泣的人，這顯示家犬走近哭泣的人，不只是因為好奇心

驅使，而是懂得人的心靈。請注意，不單是主人流淚，而是只要有

人流淚，牠們便會上前安慰；這表示牠們這樣做，不是純粹為了討

好主人，而是很可能牠們真的感覺到人類的傷感，並加以安慰。

不論傳媒還是小說、電影，我們都聽過義犬拯救身陷雪山、

溺水、火災中的人；受訓後的狗隻更可以協助如導盲、緝毒、牧羊

等各種各樣的工作，但安慰傷心的人，體貼別人的心情，已超越了

一般理解的「本能反應」，更把「狗是人類的好朋友」這句老生常

談推上更高的層次。

大鬍子叔叔



小 朋友，你們能說出多少種在水裡居住的動物呢？魚？

蝦？蟹？我們很快便會說到海星。

海星是棘皮動物（echinoderm），牠們的身體被堅韌

而長有小刺的外皮包裹著，摸上去感覺很粗糙。在香港找

到的海星多是五隻觸手（tentacle），真的像五角星啊！

香港的小朋友很少會遇見海星，因為海星多居住在鹹

淡水交界的沙灘，而且為了保護自己，牠們的外皮有著沙

一般的顏色，平時會混入細沙裡，掩人耳目，躲起來逃避

成為別人的食物。

原來海星有很強的再生能力。假如一隻海星的一條

觸手不幸折斷，不久在折肢的位置會長出一條新的觸手，

海星要學習如何運用新的觸手，繼續行動自如。

正 在閱讀《彩虹號外》的你，可能對法律會感到陌生，或

者你會說：「我年紀咁細，法律關我咩事呢？」事實上，法律

是一系列的規則，闡述人們的權利與義務。例如：按照香港

法例，我們有義務保持公共地方清潔，否則會被檢控。又如

凡在香港出生或合法居住滿七年的人，均享有成為香港居

民的權利。

但是世界無奇不有，一些歷史悠久的法治國家，竟然

有些古怪的法例，看來甚為可笑。早前英國《每日電訊報》

（Daily Telegraph）發表了「英國十大荒謬法律」，其中有些

堪稱「瘋狂」。例如，「在國會大樓內死亡是違法的」，有讀

者說：「該如何懲罰犯人呢？」（因為人已死了），回應略帶

黑色幽默。還有一條可笑的法例，凡穿著盔甲進入國會大

樓，即屬違法；可是今天還有人穿著盔甲嗎？難道是演員？

此外，將印有英國君主頭像的郵票倒貼在信封上即犯下叛

國罪（還是用whatsapp好了）。可見這些法例已十分過時。

不過，其他國家亦有： 

在蘇格蘭，法例規定如果有人叩門向你借用你家的洗

手間，你必須開門。（難道我家洗手間得變成公廁不成？）

在美國的佛蒙特州，女性必須經過丈夫同意才能戴假牙。

（是不是大清律例啊！）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在警

署內玩滑板是違法的。（誰會在警署內玩滑板呢？）在美國

俄亥俄州，把魚灌醉是違反州法律的。（有「醉魚」這道菜

嗎？）在美國亞拉巴馬州，司機駕車時蒙著眼睛是非法的。

（難道在其他地方就可以？）在意大利米蘭，微笑都是合法

的，但在喪禮或醫院探病時微笑則屬違法。（那個傻瓜會這

樣做？）在法國，給一頭豬起名「拿破崙」是違法的。（那麼

其他動物呢？）

上面的例子，未知今天是否仍有效，甚至有些可能只

是道聽塗說，或許法庭早已不審理這類案件；然而法律既

是日常生活的規範，制定法例的目的，是為人提供安全的

生活環境，使社會井然有序。聖經說得好：「因為全部的律

法，都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裡面成全了。」（加拉太書5：

14）。假如人人用愛心待人，不自私自利，自然也不會干犯法

律了。

大鬍子叔叔

海星的經歷讓我想起一班剛剛離開熟悉的小學，進入

新環境的中一學生。我們在成長中會經歷一些困難和挑

戰，或者會失去心愛的東西，我們喜愛的人會離開。然而，

我們也會遇到新事物，結識一些新朋友，學習一些新知

識。有趣、充滿驚喜的未來正在展開，期待我們勇敢地踏

出去。

小朋友，每當去到新環境、遇到新事物，我們難免

膽怯，聖經記著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腓立比書4：13）只要把我們的擔憂交給天父，天父會賜

我們充足的供應和平安，陪我們一起度過。

小船兒

www.rainbow.org.hk


	RExNo47_1
	RExNo47_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