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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愛孫情切，來看

外孫女領獎，也同來

玩遊戲。好溫馨！

給親愛的爸爸、媽媽：

　　你們好嗎？近幾個月你們也換了智能手機，每天每晚

也對着『它』。常常也忙着打電話，傳訊息，甚至上網搜尋遊

戲……. 以往我放學回家，我們總是坐在沙發上一起談天，一家三口

也不亦樂乎。但現在已不一樣了！每次我回到家的時候，你們只是

輕淡地說句：「回來了？」然後又重回你們的電話智能世界，你們

知道我多麽渴望跟你們分享我的心事、我的心底話嗎？

　　每當我去朋友家探訪的時候，也會很羨慕他們，因為他們的父

母會跟我們一起談天說地、一起玩猜謎語，邊說邊笑，開心極了。

我多麽的渴望一家人一起有玩的時候，對我來說，這些時間實在是

極為珍貴，也是最美麗的時光，令我牢牢的記在心上。

　　又記得有一次，老師叫我們在課堂上談談我們在家裡跟父母的

活動，頓時間，我變得啞口無言。我真的感到很害怕……害怕被同

學嘲笑，害怕被老師追問。情急之下，唯有急速的跑到洗手間，躲

了起來大哭一場！爸爸，你知道我多麽渴望你能和我一起放風箏、

砌模型車、踏單車和郊遊嗎？媽媽，你可知道我也多麽渴望你能教

我做你最拿手的菜式，甜糕點和那七彩繽紛的啫喱杯嗎？

　　今天，「科技」原本是想為我們帶來方便，也可在空閒時提供

一點娛樂，令世界資訊科技走向更進步。但原來「它」令我們的家

庭少了溝通，少了一點感情和關心。如果可以給我選擇，我寧可沒

有智能電話、電腦的出現，讓我可以擁有更多和爸爸媽媽一起玩的

時間……

    爸、媽，我剛找到一盒大富翁遊戲，你們可以和我一起玩嗎？

愛你們的女兒 

蕭殷祈敬上

我想和你一齊玩：
現實生活中，爸爸媽媽經常同我玩，
一有空間就會玩和傾偈。由小到大一
齊，除非有特別事，通常一家人坐在
一起吃晚飯、傾偈。
我最深刻的玩意是，
同爸媽行山。見到樹
葉，會傾傾，找找資
料，學到很多知識。
一家人玩波子棋，研
究怎樣行。跳繩，看
誰跳得最多？我們又
會玩角色扮演，扮姐
姐、弟弟。

玩的好處：
我不是只可以一味看書，爸媽陪我傾偈，有心事可以跟他們說。家庭關係好，好開心，不會整天苦口苦面，上學又不會垂頭喪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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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o finally gets to go to the Disney Land. 
He has wanted to visit this place for a long 
time. Now that he is inside it, but he does not 
feel the excitement.

Dino is complaining about how he is 
treated. Everything is out of his expectation. 
The theme park is packed with people. He 
would like to try every one of the rides but 
he needs to wait in long queues. Problem is, 
some people are so impatient that they just 
cut in. Dino is very upset about these people.

When he complains to the workers at 
the amusement park, they only shrug their 

shoulders. They could not do anything.
”It’s not fair!” The more Dino thinks about 

how people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him, the 
more unhappy he gets! He is thinking about 
cutting in just like all the other people. Poor thing!

Points to ponder:
Do you share Dino’s feeling? 
Did you have similar experience like Dino?
Wh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to when such thing happens?
Do you expect to be treated fairly ? What is being fair ?   

從前有兩兄弟，因為家鄉遇上了旱災，所以他們決定離開故居，尋找另一處安居之

地。可是，他們在野地行走了很久，都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身體疲憊不堪，糧水都快要用完

了。這時候，他們的前方出現了一位老人，他們立即上前問路，希望這位老人可以幫助他們。

「老伯伯，我們家鄉遇上了旱災，我們正在尋找新住處，求求你指引我們的路吧！」

「年輕人，你們所尋找的地方已經不遠了，但我建議你們在路上收集一些石頭以備不時

之需。」說罷，老人就走了。

大哥心想：「依我的聰明才智，我完全想不到石頭有甚麼用處，看來這個老伯只是一個

老糊塗吧。」於是，他一塊石頭也沒有拾。

弟弟心想：「雖然我不明白老伯的意思，但他的經驗比我豐富，我要相信他。」然後，

弟弟盡他的能力去收集石頭。

後來，他們找到了一個大草原，非常適合定居。可是，這裡卻沒有可見的水源，怎麼

辦呢？這時候，弟弟想起了那老人的說話，並說：「地下一定有水，石頭就是用來建造井口

的！」於是，他們向地下挖，發現了地下水。大哥感到後悔，因為

他沒有收集石頑，令他們沒有足夠的石頭建造更深的井口。

孩子，為甚麼大哥會不相信老伯的說話呢？沒錯，因為

他心裡驕傲，沒有把別人的建議聽進心裡。有多少時候，我

們也像這大哥一樣心硬，不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呢？每當別

人好言提醒我們、勸導我們時，你會驕傲，不相信，假裝在

聽；還是，心存謙卑，反省並接受別人的建議？

聖經記著：「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彼前五5-6），這句話很值得我們仔細想一想。

Auntie Susanna

Tommy陳志耀

　　生存在繁榮、忙碌的社會裏，人的步伐也會快些。正當我在忙得很的時候，我的心便
會奇怪的酸了一下 ─ 爸媽，今天您們一切安好嗎？晚上見！
　　我的爸爸和媽媽為了掙錢養家，所以他們都要上班。我雖然明白爸媽要上班的原因，但當我看見別人上學有爸爸送，放學有媽媽接，而自己就獨個兒乘校車上、放學；就算有

補課沒有校車，也是自己孤零零走路回家；更有些母親會準備熱騰騰、美味、剩滿餐盒的
午餐送到學校給子女，而我就只能吃學校飯公司難吃、冷冰冰的飯菜……　　爸媽放工回家後，通常我也還沒完成功課或溫習。那時，媽媽便忙於做晚飯，爸爸會看看新

聞或收衣服。到了大約八時，我們就會吃飯，這個時間就是我們寶貴的「每日談天時間」。但快
樂時間就在九時結束，各自做回自己的東西，然後洗澡，在十時三十分睡覺。雖然我們都會在空
閒時間會用電話傳訊息，但我也覺得溝通時間實在太少了……
　　星期日爸媽也很空閒，所以我們會珍惜時間，一起玩耍。玩什麼？說玩又不是，說做運動也
不是，這就是─游泳。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們一時便到嬉水池開心、盡情地嬉水，一時就一本
正經的在游泳池游泳，這可是我在整個星期最開心的！
　　爸媽，謝謝您們養得我那麼強壯，由幼稚變成懂得自立。我很珍惜我們一起相處的時間，您
們呢？長大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您們，令您們有好的生活。爸爸媽媽，謝謝您們！我愛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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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好
處：

Daddy會講笑，他會用講笑來針對

我的弱點講，令我覺得以後不要

再犯同樣的錯；我自己都覺得好好

笑。玩又可以幫助我消除學習壓

力。學習上有時好煩惱，一年有四

次考試，隔一、兩個月要考一次。

同他們玩，會令我不容易覺得不開

心，始終有父母支持。

爸爸媽媽請假來參加頒獎禮，分

享女兒的喜悅，一家人喜上眉梢。

中小組得獎名單：

冠軍：廖哲弘(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亞軍：傅綺琳(保良局世德小學)

季軍：黃樂兒(秀明小學)

優異獎：彭梓翔(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優異獎：謝洛琳(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優異獎：王冠皓(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高小組得獎名單：

冠軍：蕭殷祈(拔萃女小學)

亞軍：陸藐童(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季軍：梁曉晴(嘉諾撒培德學校)

優異獎：林浩森(保良局世德小學)

優異獎：鄭穎琳(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優異獎：楊曉晴(保良局世德小學)

瀏覽其他作品可到 http://www.rainbow.org.hk/rainbow/fun/creations_writings.asp
頒獎禮花絮：http://www.rainbow.org.hk/rainbow/love/photos.asp?showId=1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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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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品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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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小朋友、家長或弟兄姊妹有感

動奉獻支持─《彩虹號外》、

「彩虹世界」網站及兒童事工的

運作及發展經費，我們需要您的

代禱扶持，又極盼望您能夠奉獻每

一期港幣三元(HK$3)，或奉獻一

年四期，共港幣十元(HK$10)表達

支持。歡迎齊來投入滿有恩典，積

極、快樂的彩虹世界，耶穌愛你﹗

※支票抬頭請寫「環球天道傳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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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852）2356 7234 傳　真：（852）2356 7389

電　郵：info@rainbow.org.hk 網　址：www.rainbow.org.hk designed by wendy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22樓

上期得獎者：
林俊朗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陳宇橋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秀茂萍)

溫嘉怡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陳玳宜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月華街) 

黃子瑜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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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 D乙隻，得
獎者5名。



《聖經》上有很多經文都有提及「結果子」。為什麼

植物要結出果子來呢？

世界上只有「有花植物」（Flowering Plants）才會結出果實，

因為果實是從花朵發育而成。

果實有很多不同的樣子─有大有小的，有長形或球形

的，有顏色鮮艷、肉質甜美的；有的長有倒鉤，有的長有「翅膀」

或「降落傘」，各有特色。然而，不論它們的特色如何，都有兩個

主要功能：保護及散播種子。

有花植物多數要靠種子繁殖後代，可是種子儲有的食物不

多。由於種子的角色太重要，所以有花植物不會單單讓種子外露，

而是長出果實保護種子。我們平常吃的瓜果和水果大都是果實，

它們是厚厚的肉質，像墊子包裹著種子，不單可以作為保護，亦可

保存種子的水份及養份。

果實的另一個功用是幫助散播種子。顏色鮮艷、肉質甜美可口

的果子能吸引動物來吃，有時動物只會吃果肉，而把種子扔掉，於

是種子便可以傳開。又或者，動物把整個果實連種子吃掉，種子隨

動物的糞便排出，亦可以傳開。

可是植物要長出顏色鮮艷、甜美可口肉質的果實，並不是簡單的

事。它們要把每天光合作用後的食物，運送到果實裡儲起來；果實再

把食物發育成美味的果肉和鮮艷奪目的外表，才能吸引動物來吃。

小朋友，我們也像種子，若要吸引別人注意我們，就要結出好果

子。要結出好果子，必須下苦功，裝備自己。例如，我們想彈得一手

好琴，考到一定級數；並不是單單羨慕別人，自己也要花時間和心力，

每天坐在鋼琴前好好練習才可。

結果子並不是一朝一夕能成事，而是要好好耕耘。我們要下苦功，

花時間、精神和努力。小朋友，結出好果子，迎接下學年的新挑戰吧﹗

小船兒



後來，在一個長假期之後的一天，費

林明醫生發現助手未有處理好培植毒性

很高的金黃葡萄球菌的培養碟。費林明醫

生發現在那些不潔的培養碟上，並不是全

部都被感染細菌。有些培養碟上長有綠色

的霉菌，而霉菌的附近找不到細菌。於是，費

林明醫生大膽假設；那些綠色的霉菌能產生一些

物質阻礙細菌生長。循著這個方向繼續研究，他終於研發了

盤尼西林；亦因著這個貢獻，使他獲得諾貝爾獎。

費林明醫生有這麼偉大的成就，除了他有智慧及專業

學識外，他也有良好的洞察力；能從不起眼的東西找出大智

慧。我相信一般人看到又髒又臭的發霉培養碟，會感到噁

心和厭惡。但費林明醫生能看得仔細一點，深入一點，他看

到的世界便與別不同。

小朋友，我鼓勵大家，從今天起，看身邊的人和事也要

仔細一點，深入一點，你便會發現世界變得不一樣；而你們

將來會走得更遠，成就更高。

小船兒

人員處理。由專用車輛的抽取管接駁到飛機底部的儲存箱，將「便便」抽走處理。

天降飛機排泄物的新聞又是甚麼一回事？2013年3月英國發生了一宗空降冰凍排泄物的事故，相信是儲存箱洩漏「便便」。「便便」在高空經低溫，被凍結成冰狀墜落。「冰便便」墜落的破壞力有多大呢？它足以擊破車子的車頂。噢﹗真是驚人。假如飛機直接在高空排放排泄物，這些「冰便便」將對人類生活造成大大小小的破壞。幸好，都由儲存箱裝好了。

其實，小朋友們也有些廢物要丟掉，但不要隨處亂拋；否則，會影響他人。聖經教導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2章4節）聖經新譯本

積奇叔叔

相 信大家對抗生素不陌

生，抗生素能抑制細菌生長、

繁殖。所以，當我們患上由細

菌感染引致的疾病，醫生會

處方抗生素作藥物治療。

最早發現的抗生素是

盤尼西林，由費林明醫生偶

然間發現。

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衛生環境不佳；很多士兵即

使輕傷，都因受有害細菌感染而死亡。於是，費林明醫生便

著手尋找及研究有效對付有害細菌的藥物。可是忙了很久，

都毫無頭緒。

小朋友放暑假玩得開心嗎？有去旅行嗎？有沒有搭飛機呢？我知道有一些小朋友的答案是：「有﹗」真替你們高興，放暑假可以搭飛機真要多謝爸爸媽媽。你們坐飛機時有何感想？記起我第一次坐飛機的時候，真緊張，常常去洗手間。飛機上的洗手間很清潔，只要按一下按鈕，小便、大便等排泄物瞬間消失。那麼，「便便」往那兒去了？會直接從空中掉下去嗎？

有很多人表示見過飛機空降「便便」，更有人表示曾被「便便」擊中。真有其事嗎？當我查證的時候，發現了飛機空降「便便」的秘密。其實，我們乘塔的飛機不會空降「便便」的。有實驗證明如果飛行中的飛機，一邊飛行，一邊排污，氣流會令排污物黏在飛機機身。綜觀降落的飛機，機身又沒有污跡。「便便」呢？原來飛機都設有儲存箱，可將排泄物暫時儲存起來。待飛機降落後，由地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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