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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我很喜歡講故事，
覺得自己講得很生動，每
次講也像投入了角色中。
透過講故事，讓我知道更
多不同的人和事，理解不
同人的性格！

我有運動潛能，每次都好投
入，一開始就停不了。我喜
歡打籃球和跑步，打籃球可
以訓練準繩度及力量；至於
跑步，我每天在飯後一定跟
爸爸一齊去跑步，持之以
恆，鍛鍊毅力。

我覺得自己有數學潛能。
我很喜歡數字，一望到些
數字，就立即知道整條數
大概可計算的方法；我會
鍥而不捨去解難，很有成
功感！

我在中文作文上有潛能。
我思考快，一看題目，就已
有個草圖在腦中，知道如
何構思整篇文章。我會因
自己的文章而笑笑喊喊，
寫得真摰及不錯嘛，哈哈！ 

4位同學異口同聲說：「Giann
很有創意，有次她帶了個筆袋
公仔回來，為那筆袋配音，內
容有創意又有趣，每次都令
我們發笑，她做配音員會好了
得。」潛能盡在不言中啊！

你做事認真嗎？
因父親走失了幾頭母驢，兒子掃羅就「走遍以法蓮山地，又走遍沙利沙地，但他們都沒有找到。他們又走遍沙琳地⋯⋯走遍便雅憫地，還是找不到。他們到了蘇弗地⋯⋯」(撒上9：4-5 )

受父親所託，大衛要去看望及將食物帶給在軍營的哥哥。要知道，由伯利恆到以拉谷軍營，最少要步行20公里路，大衛不單沒有賴床，更「清早起來，把羊群託給一個看守的人，就照著耶西所吩咐他的，帶著食物去了。」(撒上17：20) 

其實掃羅不用走遍五地這樣辛苦；大衛就是中午或多等數天才出發亦無可異議，但他們卻選擇「認真」對待。你又如何？是認真？還是習慣求求其其了事？

你體恤別人嗎？
到了蘇弗地，掃羅對僕人說：「來，我們回去吧。」回去，不是因掃羅怕辛苦，而是他對父親體恤之情：「恐怕我父親不為母驢掛心，反而為我們擔憂了。」(撒上9：5)

大衛知道父親掛念哥哥，故雖則要背負20多公斤食物走20公里路，也沒半點怨言。「拿這十公斤烘了的穀子和這十個餅去給你的哥哥們；你要跑到營裡去給你的哥哥們，又拿這十塊乳酪去給他們的千夫長，看看你的哥哥們平安不平安，把他們的家書帶回來。」(撒上17：17-18)
能夠體恤別人的需要，不單顧自己，是很好的做人態度，必令人對你另眼相看！

你懂分輕重嗎？
在遍尋驢不獲下，僕人向掃羅提議找先知撒母耳幫忙，掃羅說：「如果我們去，有甚麼可以送給那人呢？」(撒上9：7) 雖然禮物對撒母耳來說並不重要，但掃羅這份細心，明白登門拜訪的禮貌，確實值得欣賞。

大衛抵達軍營第一件事並不是先休息或四處遊逛，而是即時「把身上的東西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中，跑到戰陣上去，向他的哥哥們問安。」(撒上17：22)他對這份任務尊重，明白事情何輕何重，是人才。
小朋友，這些美好的「做事態度」，就是你的潛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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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潛能，很多時只論成績，有多少張證書，贏過多少
個比賽⋯⋯太表面了！看以色列的掃羅王及大衛王，他
們從生活中點點滴滴流露出來的一份出色「態度」，非
常值得我們學習，也正是潛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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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is so happy that she can 
finally go to Disneyland. She enters 
the gate with so much anticipation 
because she has many things on her 
wish list.

Of course, Anna has hoped 
to see her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s like Micky and Minnie. 
Sleeping Beauty, Snow White 
and many princesses are also high 
on her wish list. But, most of all, 
whom Anna really wants to see is 
her old buddy, Dumbo.

Dumbo has been a special inspiration 
to Anna when she was experiencing some 
difficult time several years ago. Dumbo has 
helped her see hope and potential in herself.

Anna just loves to see how Dumbo finally soared up 
to the sky in spite of all the laughs and frowns. Dumbo used to 
be laughed at because he has big ears. Anna knows very well about ridicules and bullies because she has a big 
birth mark on her face. She thought to herself, "If Dumbo can do it, I can do it." She finally gathered enough 
courage to report the case to her class teacher and the naughty students were punished.

Dear friends,

Do you have similar experience like Anna that you have overcomed obstacles and can stand up for 
yourself? Do you have encourager like Dumbo that you can look up to for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with us?

＊Psalm30:2-3 "Lord my God, I called to you for help and you healed me."

父親帶小兒子爬山，以山頂的涼亭為終點。可是，才十五分鐘，小兒子就皺

著眉說：「爸爸，涼亭這麼遠，我怎可能走得到？」說罷，小兒子開始愈走愈慢，

鼓起了腮，叉著雙手行。爸爸看見了就想辦法使兒子積極起來，說：「不如爸爸跟

你玩一個遊戲吧！」爸爸用毛巾把兒子的雙眼蒙上，讓兒子拖著他的手向前走。 

小兒子起初有點害怕，不過也覺得新奇。走著走著，突然，小兒子感到腳底又

冰又濕的，叫了起來：「嘩！這是湖嗎？」爸爸說：「不過是一條小溪。」然後，

他們經過一個小樹林，兒子聽到腳踏上落葉的沙沙聲，竟然快要哭出來，因他以為這是蛇的聲音。

最後，他們踏上樓梯，小兒子抱怨著說：「我爬不了幾百級樓梯，我腿會軟的⋯⋯」爸爸說：「才

沒有，幾塊石頭而己。」到了涼亭，爸爸叫兒子把毛巾鬆開。兒子不敢相信似的說：「爸爸，我們

不是才走了一會嗎？」說罷，兒子看見腳底下是一望無盡的大海，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同學，或許我們也跟小兒子一樣，因為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樣而感到害怕，甚至會把恐懼不合

理的放大：水坑變湖泊，落葉聲想成是蛇，還有走不完的梯級；這就像我們會想：功課多了幾份等

於整個假期都沒了；一次不合格等於已追不上進度；輸掉了一次比賽就懷疑自己的能力⋯⋯這些負

面的想法使我們失去信心，也因害怕失敗而未盡全力。雖然成長的路是有起有落，可是，只要我們

勇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最終一定會體會到成長的美好。難道我們真的要像小兒子一樣，蒙上眼

睛，逃避現實，才能做得到嗎？要知道美麗的風景一直存在，不會消失，並等著我們去發現它。 

Auntie Susanna

Tommy陳志耀

人很容易妄自菲薄，總愛將自己的優點縮小、將缺點無

限放大、延伸，以致一碰上難題或需承擔的事，即時反

應：「我一定做唔到」「老師無可能會揀我」「唔好叫

我⋯⋯」繼而逃避，更認定自己一向如此，無可能會改

變。不是啊！你看彼得也曾衝動闖禍、軟弱不信，但後

來卻成為史上有名的門徒，潛能盡顯。小朋友，你都可

以改變㗎！

范綺文老師。多謝她對我
的讚賞，令我因而有動力
做得更好！這位老師會請
全班一齊鼓掌讚賞做得
好的同學，我有幸被讚賞
過，很開心！

我要多謝徐燦麗老師。
是她鼓勵我參加朗誦比
賽，是她發掘我，以致
我有機會嘗試不同的比
賽。她寫給我的祝福小
咭，很鼓勵！

我要多謝讀小三時的5位好
同學！當年我的英默成績不
太好，是他們在旁不斷鼓勵
我，更私底下一齊寫了封鼓
勵信給我，令我很感動很開
心！原來有人重視我，我會
努力！

我的表弟陳景翔。雖然每
次我弄的食物不是太好
吃，但他仍忍著痛苦般將
食物吃光，令我好感動，
這鼓勵我繼續放膽去繼
續學煮食物！

我的表哥兼網友Alfred。
有時我會因玩網上遊戲
輸了而很失落，他會不斷
鼓勵我及跟我一齊玩一
齊試，令我重拾信心！

衝動、魯莽？
彼得一向自以為是，做事衝動。耶

穌被兵丁捉拿時，他魯莽地使用暴力，

用刀將大祭司僕人的耳朵削掉，以致受

耶穌責備：「把你的刀收回原處！凡動刀

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在未細想別人的提醒時，彼得亦易口出狂

言：「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緣故後退，我卻永

不後退」以為自己一定「好掂！」結果，在耶穌被

捉後，「三次不認主」的就是彼得⋯⋯(太26：33-75)

軟弱、害怕？
有次「耶穌在海面行走」，彼得自告奮勇請

耶穌讓他一試，但他「一見風浪就害怕⋯⋯沉下

去」。(太14：25-31) 當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

他又跟眾門徒一起沉睡，難怪耶穌不滿：「你們

連一個小時也不能同我

警醒嗎？」(太26：40)

謙卑、謹慎
耶穌復活升天的真實，改變了彼得。一個生來瘸腿的

人，每天被抬到美門乞食，彼得對他說：「我奉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他一跳就站了起來，並

且行走」(徒3：2-8)眾人都因這神蹟而驚訝，以往的彼得可

能已搶先「認叻」，但今次卻不同了，他對群眾說：「為甚

麼因這事希奇呢？為甚麼瞪著我們，好像我們是憑著自己的

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是因為主耶穌，這人才得

「完全醫好」。(徒3：12/16)

又一次，彼得因將福音傳給外邦人哥尼流，而

被教會中人責備及批評。彼得一改昔日衝動的性

格，耐心謹慎地「按著次序向他們講解」(徒11：4)，

最終得到諒解及認同。彼得確不同了！ 

勇敢、平安
彼得的改變將他的才能及

心志逐步顯露出來！在五旬節

當天他勇敢地站出來，他那觸動

人心的講道，令「那一天門徒增加了約

三千人。」(徒2：14-42) 雖然受盡大祭司、法利

賽人等的逼迫，被禁止傳道，但彼得仍放膽為主作

見證：「服從神過於服從人，是應當的」(徒5:27-

29)；就是後來被希律王囚於監中，彼得也毫無懼

色。這份滿有平安的勇氣，是領袖之選。

潛能，很容易被魯莽、衝動、軟弱、退縮所蓋

過，以致未能展露。小朋友，你有不足或缺點嗎？

不要緊，只要願意改變，必能化腐朽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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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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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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by 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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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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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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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泉培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李　海 華德學校

林楚盛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韓林衍 循理小學

關諾恩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一 天有二十四小時，人每天至少用八小時睡眠，小孩子

每天更需要睡十小時以上。所以有人說：人生三份之一都用來

睡覺。所以有些人像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認為睡眠是浪費時

間。此外，法國的拿破崙、英國的戴卓爾夫人也睡得很少，據

說戴卓爾夫人當英國首相時，每天只睡四小時呢！

可是正如人餓了就要吃，睏了便要睡。加州理工學院生物

學助理教授蒲大衛（David Prober）說：「既然我們每天花了那

麼多時間做著同一件事—睡覺，那麼它對我們一定是很重要

了。」多年來，科學家也一直探討睡眠對人類有甚麼益處。雖然

答案不一而足，例如，哈佛大學醫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研究同

樣指出，睡眠是動物節省能量的方法，尤其是在食物短缺的情況

下，因此有些動物冬天會「冬眠」，好減少身體消耗的能量。

此外，動物在睡眠時，身體會修補損傷的細胞，難怪經常睡

眠不足的人看起來又蒼老又憔悴了。

最後，睡眠對腦部維持正常運作極為重要。《有效發揮大腦

潛能》作者謝家安先生說：「休息不足夠，會妨礙我們的智力。」根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假如人連續十七小時保持清醒，不

去睡眠，他的精神狀態就等於喝了兩杯酒，足令人反應遲緩、判斷

力下降了。

我們未必能夠感受到睡眠如何提升我們的記憶力、表達能力

和創意思考等，但你可以倒過來想一想：假如你一晚熬夜，第二天是

不是會精神不振、善忘、專注力下降，甚至心情煩躁，腦袋好像「閉

塞」了呢？可見充足的睡眠對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早睡早起、空

氣流通、房間黑暗（不亮著燈睡），都對提升睡眠質素很重要。

各位小朋友，祝你今晚睡得香甜，明天精神爽利‥‥‥ZZZzzzz.....

大鬍子叔叔



人多很多，而且也很重要，因此他們

會更多歡笑，也會更明確地表達痛苦、惱

怒等情緒；而表達和感受情緒，也是溝通和學習

的主要元素。

可是當人年紀漸長，意識到與別人的關係時，便會害羞起

來，開始在意別人怎樣看自己。嘉德霍教授指出，怎樣知道生

病的孩子好起來呢？就是看見他們開始玩耍的時候。一個健康

的孩子，身體充滿活力，必定蹦蹦跳跳，玩耍嬉戲，開懷大笑。

在遊戲之中，兒童不知不覺發展了模仿力和想像力；想一想：你

玩過醫生遊戲嗎？女孩子玩過「選美遊戲」吧！因此，雖然所有

動物都愛玩遊戲，但只有人類有想像力，所以才懂得玩「角色扮

演」的遊戲呢。

勤，當然有功；但遊戲呢？也不一定無益啊！

小船兒

大鬍子叔叔

也是互利共生的例子。

地衣由藻類（a lgae）和菌類

（fungi）組成。藻類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自己製造食物，但它們沒有根部，難以固定在陸地上。剛

好，菌類的纖維能把藻類固定，而藻類把食物供給菌類，

兩者和諧相處，各取所需。

小朋友，在我們的生活圈子當中，也能發現各人有

著不同的優點，也有不同的需要。聖經把我們比喻為身

體的每部份：「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

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

4：16）我們在社會中就像身體，沒有誰比誰更重要。只

要好好發揮自己的才幹，也要跟別人好好合作，才能把事

情辦好，建立和諧共處的環境。

中國 有句古老話：

「勤有功，戲無益。」似乎好

孩子就是要安靜用功，不苟言笑

的。西方有研究指，小孩子平均每天笑

400次，成年人每天笑25次。為甚麼我們不再開懷大笑呢？是

甚麼叫我們不再遊戲呢？

有澳洲「父母之道」（http://raisingchildren.net.au）網頁指

出，遊戲讓孩子建立自信，發展社交、語言和溝通技巧，感受

愛、快樂和接納，也學習關心別人和環境，更有益身心成長。

瑞典倫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und）的認知科學家

嘉德霍（Peter Gardenfors）教授說，兒童對情感表達比成年

在 大自然中，所有生物

必須依賴其他生物才能生存，它們有

著密切的關係，建立一個平衡的生態系統

（ecosystem）。有時，有些生物為獲取它們所缺乏

的資源，就會與其他類型生物住在一起，互相分享資源。

就以小朋友很喜歡的小丑魚為例，牠們喜歡出沒於

珊瑚群中。小丑魚身上的鮮艷條紋，穿梭於珊瑚群中，能

隱藏自己，逃避被獵食。但是，為什麼珊瑚群願意跟小丑

魚合作呢？原來，雖然珊瑚是動物，但牠們是固定在珊

瑚礁上，只能作有限度的活動，因此不能主動獵食，只能

依賴小丑魚的食物殘餘及排泄物作為營養生存。如此一

來，珊瑚群可從小丑魚獲取食物，而小丑魚可得到珊瑚

群作為保護和居所，各取所需。這種和諧共處的關係叫

做互利共生（mutualism）。

又例如，當你們跑到郊區行山，有沒有發現有些樹幹

上長有斑塊，有的灰白色，有的橙黃色，看似患上什麼「皮

膚病」，很不美麗。這些斑塊叫做地衣（lichens），很怕

空氣污染的地方，所以在香港只能在郊區找到。原來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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