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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彼得

海中歷奇：
耶穌叫彼得將船開到水深處下網打魚，彼

得就話：“主啊，我們整夜勞苦，毫無所得，

不過，我願照你的話下網。”（路5:5）他們下

網，收獲了許多魚；網幾乎裂開，兩隻船快要

下沉。彼得見這情況，就立即跪下，向耶穌認

錯，他說：“主啊，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

人。”（路5: 8）

獲得寶物：謙卑和勇敢認錯
彼得是職業漁夫，他縱使心裡不

相信下網會有漁獲，仍然聽耶穌的話

下網。這行動表現了彼得的謙卑，而

當收獲的魚多到快令船下沉，他就因

為之前對耶穌的懷疑，即時認自己是

罪人，勇敢承認錯誤。謙卑、勇敢認

錯，都是好品格啊﹗

人物：約拿

海中歷奇：
神吩咐先知約拿向尼尼微人傳福音，免得那

些人被毀滅。但約拿拒絕，坐船去他施逃避神。神用

大風浪教訓約拿，約拿叫船上的人把他掉進海裡平息風浪。神就吩咐

一條大魚把約拿吞進肚裡三日三夜。(拿1:17）約拿在魚腹向神祈禱、讚

美神，「於是耶和華吩咐那魚，魚就把約拿吐在陸地上。」（拿2:10）

獲得寶物：神的慈愛和憐憫
人有時會軟弱，逃避神的命令，但神對人充滿愛和憐憫。只要人

願意向神祈禱、認錯，神就寬恕、拯救。神用的方法奇妙，又有大能

大力，連風浪和大魚都聽祂命令。軟弱時，記得多祈禱啊﹗

Oscar: 去泰國水上樂
園，堂哥想跟我跳水，但
我畏高，不夠膽試。叔叔
說陪我跳，他卻推我落
水。我無留意水深，原來
有三個我的高度；最終
我學懂踩水。正跳下去
時有離心力，好驚！學懂
踩水，之後會更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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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saw some great big marks on the wall calendar 
in the sitting room. A whole week in July! Do you know 
what Nancy was thinking about? Nancy thought that 
her parents must be planning for the family vacation.

She was hoping to go to Japan for a long time. Her 
friends Jenny and Polly had just visited Japan during 
the Easter holiday and told her about beautiful 
cherry blossoms,  delicious sushi and many cartoon 
characters they saw on the street. Nancy has been 
hoping and praying that she can go too.

But Nancy waited and waited, her parents did 
not talk about the week they have marked on the 
calendar. Nancy tried probing and testing. She did 
not find any clues.  Anticipation grew into anxiety and 
soon it would turn into frustration or perhaps anger. 
Nancy’s emotion is going through some roller coaster as this 
question remains in her mind. Just imagine, if you were Nancy, 
what would you do?

What do you suggest Nancy can do to help herself?

Points to ponder:
Emotion is like chameleon. It can change and take on disguise.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 is to 

talk about it. Don’t try to run away from it. 

從前有一個年青富人，從小衣食無憂；他家是一座華麗的堡壘，每天都乘坐馬車到各個山莊遊玩；珍饈百味吃
過，射箭、畫畫、騎馬都學過。他從來不用擔心任何事情，只要他下個命令，雇工們立即為他服務。孩子，你羨慕他
的生活嗎？

可是，富人一點都不快樂。也許吃美味的食物，或看第一次見的風景時，他能感到一點歡愉，但感覺很短暫。日
子天天過，富人越來越苦悶，生活彷彿失去了意義和樂趣。

一日，是朋友的生日會，富人前往。他在路上看到一個帶著小孩的老婆婆在街上賣雜貨。天氣酷熱，那老婆婆和
小孩不停流汗，而且沒有人光顧她們。

富人覺得很奇怪，她們臉上不但沒有不快和無奈的表情，反而流露出真誠的、大大的笑容。他不禁想：「為甚麼
她們能夠在這種困苦的環境下笑出來呢？」他貿然走過去，問老婆婆：「為甚麼你笑得這樣開心呢？明明沒有人買你
的東西？在烈日下，你不辛苦嗎？」

老婆婆答：「我的快樂多過我的痛苦，因為我還有能力賺取金錢啊！我所得的是我辛勤的成果，難道還不值得
開心嗎？」

富人聽了深受感動，把老婆婆所有的貨物買了。老婆婆很激動，站起來道：「謝謝你，有了這筆錢，我孫女的
病就能治好了！真的謝謝你！」富人的幫助讓那小孩子早日治病，擺脫病症的折磨。富人終於明白他的生命可以極
具意義，就是藉著分享自己所擁有的來表達愛、分享愛、傳遞愛。

孩子，當你覺得自己痛苦、迷茫時，你不妨看看生活條件比你更差的人。你只要伸出手，幫助他們一把，也許
他們的人生就能像你一樣幸福。聖經所記：「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馬太福音 5：7）

Auntie Susanna

Tommy陳志耀

　　大象在森林生活，會遇上河流或湖泊，要過河

時，怎麼辦呢？飛象過河？只有動畫做到吧！大

象全靠牠的吸氣管─象鼻。別看大象身軀笨重，

牠可是游泳高手，可以連續游泳數小時。只要牠把

長鼻子伸出水面吸氣，便有天然浮潛呼吸管。

Michelle: 三年班第一
次玩香蕉船，好驚！還弄
損皮膚。之後幾年都有
玩，玩多了就不怕。有大
哥哥帶著我們，教我們
玩的竅門，例如香蕉船
向左行，我們身體便要
靠右。

Ruby:  跟家人去海南
島玩，我在泳池玩水遇
溺，有個陌生哥哥救起
我。我好驚！但是，有次
去澳門，因為坐在泳池
側邊好悶，結果再落泳
池玩水；Daddy教識我
游泳呢！

Joey: 有次學划艇，認
識了新朋友。跟他們一
齊玩水，一齊划艇，還成
功前進呢！又好開心見
到蟹，有人叫我們不要
騷擾牠們，要保護生態
環境。

人物：摩西

海中歷奇：
摩西聽神吩咐帶領以色人離開

埃及，到應許之地。以色列人走到

紅海海邊，被埃及軍隊追上。以色列

人很害怕，大聲向神哀求。摩西卻不懼

怕，叫百姓站住，看神施行救恩。神差

使者幫助他們，摩西又照著神的吩咐，

向海伸杖（出14:16）；神用大東風，使

海水退去、分開，變成乾地。以色列人

在海中行走，全部過了紅海。

獲得寶物：信心和勇氣
當身邊所有人都驚慌，作為領

袖的摩西仍然勇敢，並不懼怕；更

勉勵身邊的人，看神的作為。在緊急

情況下，見到摩西冷靜、鎮定，對神的

信心沒有動搖。他聽神吩咐向海伸杖，

神就施行神蹟來拯救。越驚慌，越需要

信心和勇氣去依靠神啊！

除了海中歷奇，小朋友還有其他歷奇經驗，
在地上一樣可以玩得開心，同樣有學習，有新得
著。關鍵是，你敢不敢踏出一步去玩、去試呢？
玩，要跟人合作，有時又要獨個兒，又或者會
遇到黑漆漆的環境，要小朋友你拿出勇氣來啊！

Ruby：五年班去福音營，跟同學玩一
個泵氣的圓型裝置，中間穿洞；要兩個人在中

間一齊跑，它就會滾動。但如果兩個人節

奏不同，跑得慢的那個人就會打筋斗。好

刺激！好好玩﹗我學到要跟人合作。

Oscar：八歲時第一次獨個兒參加三日兩夜
Camp，好緊張，好似探險。有個晚間活動要我們戴

眼罩，再跟著鐵鍊行去目的地。旁邊無人聲，頭上有

蝙蝠聲，是真蝙蝠啊！後來撞到其他參加者，就一齊

行去終點。自己幫不到自己，找人互相幫助會去到終點。

Joey：姑姐帶我同表弟去「 黑暗中對話體驗館」，
體驗盲人的世界。導賞話有個飲水器，叫我們伸頭入去，結果是

垃圾桶，難忘啊！那裡有模擬馬路，有車停泊。我們拿著「盲公

竹」向前行。玩完之後，我認為真不應該歧視盲人呢！

Michelle：除了香蕉船，我很喜歡玩
快艇。有個Uncle坐快艇去釣魚，他叫我從船

上跳落海。當時好驚，原本不想試，後來鼓

起勇氣玩。鼻子入水，很辛苦；

不過好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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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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笑臉G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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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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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天道

傳基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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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就有機會獲得由美國太

子行送出 Jelly Belly 果汁糖乙包，得獎者5名。特此鳴謝！

電　話：（852）2362 3903 傳　真：（852）2774 3756

電　郵：info@rainbow.org.hk 網　址：www.rainbow.org.hk designed by wendy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九龍土瓜灣貴州街6號東方報業大廈6字樓



現 在香港地少人多，香港人一家逼在小小的房子裡。為了

解決房屋問題，樓房向高空發展，越起越高。

原來很久很久以前，大自然也出現陸地環境擠迫的情況。可

是生物們面對的困難並非單純的生活擠迫，卻是面臨生與死的弱

肉強食環境。所以生物們向高處另闢一片天空，勢在必行。

然而，所有生物在地球上都受萬有引力影響，我們都是往下

跌的。那麼，動物們如何讓自己一飛衝天呢？

舉出懂得飛的動物的例子，相信我們首先想到雀鳥和昆蟲。

它們身上都長有翅膀，只是它們的翅膀不一樣。

雀鳥的前肢伸長發展，形狀扁平，長滿羽毛。前肢和羽毛能

有效減低空氣阻力，甚至輕易被氣流承托起身體。昆蟲也有翅

膀，卻沒有羽毛，只是薄薄的一片，但也可以減低空氣阻力，讓昆

蟲輕盈的身軀飛到天上。

可是飛行並不是雀鳥

及昆蟲的專利。雖然大多

數的哺乳類動物都不能飛

行，但蝙蝠的前肢掌向外發

展，手指變得細長，指間長有

薄薄的蹼，只要前肢張開，用力一

拍，便可借氣流升到天空中。

鼯鼠雖然沒有翅膀，也沒有蝙蝠的前肢，但它的四肢之間的

皮膚增生。鼯鼠不能飛行，它們會跑上樹，從樹的高處躍下。當牠

把四肢向外伸展，增生的皮膚也展開，形成降落傘的形狀，牠便

可滑翔在半空中。

原來大自然有些生物同樣會向高空發展，我們的天父真的很

有創意啊！所以，若我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不要放棄，把我們的

憂慮交給天上的天父，因為聖經說：「在神凡事都能作。」（馬太

福音19章26節）

小船兒



小船兒

有 一種生物，既不是動物，又不是植物，也不是細菌，那生物

是什麼呢？

在1969年，生物學家Whittaker將真菌類（Fungi）分類為新的生

物類別。因為真菌不能如動物細胞般能自由地活動，亦不像植物細

胞能進行光合作用及擁有纖維素（cellulose）的細胞壁，於是他把

這獨特的生物自成一類。

其實 我們對真菌類 並不陌生。我們日常會以菇 菌類

（mushroom）作為食物，如蘑菇、秀珍菇、木耳等。它們含有大

量的食用纖維，能幫助腸臟蠕動，保持腸道健康。菇菌類亦含有

不少蛋白質，所以素食者會食用菇菌類，作為提供蛋白質的來

源。

很久以前，世界各地已有人曉得用酵母菌（Yeast）釀酒及

製造麵包。

真菌類亦可為我們原有的食物帶來另一種風味。中國

有一民間小吃名叫「臭豆腐」，就是在製作過程中加入真

菌，讓真菌發酵，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質，產生強烈的氣味。

另外，歐洲人製作一種芝士時加入一種特別的真菌，真菌

成長在乳白色的芝士上，形成藍色的紋理，所以名叫「藍芝

士」。就像我們的臭豆腐一樣，喜歡吃藍芝士的人會欣賞

它獨有的味道，但不喜歡吃的人就覺得臭得無比。

真菌類能成為藥物。人類發現第一種的抗生素

（antibiotics）－盤尼西林（Penicillin），就是來自於青黴菌

的。這種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已救了很多人

的生命啊！

在中國藥材中，亦有不少是真菌類的。媽媽在煲

湯時會加入一些藥材，如靈芝、冬蟲夏草等，以作養生

及治療之用。靈芝的形狀像一般的菇類呈傘形，但不

像其他菇類軟軟的，而是木質化。冬蟲夏草是一種特

別的真菌，寄生於蝠蛾幼蟲，能使幼蟲身軀僵化而

死亡，成為極具功效的藥材。中醫認為，這些藥材多

能提高我們的免疫功能。

我們別小看微小的真菌類，它們有著很多功

能，對人類的貢獻可不少呢！就像我們小孩子一

樣，雖然我們還年輕，但我們可貢獻自己，祝福身

邊的人啊！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

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4章12節）

《 寶貝金句版聖經 》—新譯本 ( 繁體 )

出版社：環球聖經公會  

定價：$98

查詢：天道書樓 ( 2362 3903 )

作者：杜嘉、陳恩慧、陳玉蓮

❧	全書	66	節金句選自聖經	66	章書卷，有助孩子從小愛讀聖經。

❧	每節聖經配以小禱文，操練信心回應。

❧	結合文字和精美繪圖，有助孩子左右腦同步發展。

❧	7篇主題式“童心禱告”學習向神傾心吐意。

❧	“寶貝篇”記下孩童成長的點滴。

《 兒童品格聖經 》繁/簡體—(新/舊約兩冊)

出版社：環球聖經公會  

定價：$150 (每冊)

查詢 : 天道書樓 ( 2362 3903 )

作者：杜嘉（聖經故事）、葉淑芳、張詠舒、

　　　鄭子遴（品格故事）

宋慶齡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向來遵守諾言。有一

次，六十多歲的宋慶齡要去探望幼稚園的孩子，突然刮起大

風，沙塵滿佈，路人都睜不開眼。幼稚園的教職員都議論，宋

慶齡可能不會來了。正在這時，宋慶齡不顧漫天風沙，滿臉

笑容地下車，來到幼稚園。一位老師感動地說：「天氣惡劣，

您可以改天再來。」宋慶齡卻說：「不，我不能失信，應當遵

守諾言。」

志明的果園收成豐富。他知道鄰居的老婆婆病了，就送
她一些柑子。老婆婆看著柑子，想起失去小狗的女孩，於是

拿了兩個柑子給小女孩。小女孩覺得獨居的伯伯比她更有需

要，於是把柑子送給伯伯。伯伯看著柑子，想起昨天扶他一把

的年輕人，就把柑子拿給他。這個年輕人竟然是志明！志明把

柑子放在一旁，看著看著，覺得很甘甜，因為這是顧念體貼人

的果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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