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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恭賀讚美

耶穌將要降生世上，天使向耶穌的母親馬利亞顯現。（路加福音1:28-

35）

天使首先向耶穌的母親童貞女馬利亞顯現，並恭賀她，說：「恭喜！
蒙大恩的女子，主與你同在！」（28節）耶穌身份尊貴，天使跟馬利
亞這樣描述「馬利亞，不要怕！因你已從神那裡蒙了恩。你將懷孕
生子，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要被尊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王位賜給他，他要作王統治雅各家，直到永
遠，他的國沒有窮盡。」（30-33節）「聖靈要臨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
覆庇你，因此那將要出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35節）

耶穌出生後，天使和一大隊天兵一起讚美神。「『在至高之處，榮
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2:14）耶穌
來了，為了使神得著榮耀的彰顯，又
使人得著救恩。我們遵行神的旨意，
作個蒙神喜悅的人，就會得到真
實的平安。

牧羊人傳喜訊

當耶穌出生後，天使又再向牧羊人報喜訊。（路加福音2：10-14；16-17）

天使說：「看哪！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於萬民的：今天在
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10-11節）這信息不
只令人有一點歡喜，而是令人大喜的信息。牧羊人依照天使的指
示，急急起程去找嬰兒耶穌，「他們急忙去了，找到馬利亞、約瑟
和那臥在馬槽裡的嬰孩。他們見過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論這孩
子的話傳開了。」（16-17節）牧羊人把這個喜訊傳開去了。

星象家帶寶物朝拜主

有幾個來自東方的星象家因為見到救主的星出現，他們就有所行
動；他們的心情是歡喜極了。（馬太福音2：1-2；9-11）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的王的在哪裡？我們看見他的星出現，特來
朝拜他。」（2節）那顆星一直引領他們去到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停
下來。幾個星象家看見這情況，就「歡喜極了」。（10節）他們一見
小孩耶穌，就俯伏拜他，又打開寶盒，向他獻上三件禮物，分別是
黃金、乳香、沒藥。（11節）三份禮物都很名貴，在那個時候，黃金
是尊貴的禮物，乳香是人們用來獻祭的香料，沒藥是膏抹死人的
名貴香料。他們帶來寶貴的禮物朝拜主。

2013年全港小學徵文比賽「爸/媽，我想和你一齊玩……」所有稿件均為參加者自由創作的作品。本會歡迎小
朋友們多創作，多發揮創意。歡迎大家參與2014年度徵文比賽，同來分享創作成果。敬請留意「彩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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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快到了﹗一班孩子在學校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慶祝

會。會後，老師給孩子一樣功課，要孩子畫下最讓他們感恩的東

西。老師猜想能讓這班出身貧窮的孩子感恩的事一定不多，他們

多半會畫下剛才放在桌上的食物或收到的禮物。

孩子畫完，老師請他們逐一分享自己的作品。果然，許多孩

子都畫出自己喜歡的食物和玩具，並興奮地訴說著他們有多麼的

享受，彷彿那些食物又再出現在眼前。可是，當一個小男孩前來

舉起自己的圖畫時，全場竟肅靜下來。其他孩子瞪大雙眼望著這

小男孩的圖畫，顯出疑惑的樣子。

小男孩所畫的是一雙手。孩子們紛紛討論這是誰的手，「這

是他自己的手，我們要自己夾食物。」「不！這是媽媽的手！食

物是媽媽煮的！」……這時，小男孩開口說：「老師，這是你的

手。我多謝你把我扶起來。」老師才想起剛才玩遊戲時，小男孩

跌倒了，他馬上把小男孩扶起來。老師心裡很感動，原來孩子比

他心中所想的成長得更快，他又醒覺孩子最需要的東西不一定是

物質，一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一個攙扶、一個擁抱，甚或一個

微笑，孩子的心也是感受到的。

孩子，如果你現在也要畫一樣東西表達感恩，你的畫紙上會

有甚麼？你可試著閉上眼睛，從心裡問自己：「最令你感到滿足

的是甚麼？」也許，你會發現畫紙上不是你的遊戲機、不是你最

喜歡的零食、不是你最喜歡的電視節目；可能是一些人、一件事

情，或者像那小男孩一樣是一雙曾幫助你的手。我們除了要為豐

富的生活而感恩，也可為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愛而感恩。你也

可以去關心身邊的人，像那位老師一樣。原來我們以為微小的動

作，都可以祝福他人的！

Auntie Susanna

Tommy陳志耀

在你們心中，聖誕節的主角是誰？

Kitty：是耶穌生日的日子，他出生為拯救我們，洗淨我們的罪。

Chloe：聖誕節好開心，是值得歌頌的日子，耶穌是王，他落到人
間拯救我們的罪。因為我們始祖亞當、夏娃犯罪之後，我們不用人
教都識犯罪。好感恩，天父賜祂的獨生子給我們拯救我們的罪。

Toby：耶穌認識人，但人不認識耶穌。正常來講，不認識你的人
不會幫你，但耶穌都來拯救。聖誕節很值得紀念﹗

三位同學認為聖誕節最大的禮物是─耶穌來赦免我們的罪﹗
「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主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下《和合本》）

送給耶穌的生日心聲：

Kitty：生日快樂﹗多謝你赦免我們的罪，多謝你拯救了我們！

Chloe：主，你明白我們在想甚麼。我們肯定會犯錯，
但希望不要犯太多。我們其實不想犯罪，就算有罪都
盡量想方法改過。

Toby：拯救多些人，有很多人未信
主，希望感染到他們。

小朋友，我想對你說：⋯⋯

三位同學都寫好了送給耶穌的生日心聲，而生日禮物

都準備好了。他們問「究竟要送去那裡呢？耶穌住在

那裡？」聖經記載著，耶穌這樣說：「人若愛我，就要遵

守我的話，我父必定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跟

他住在一起。」（約翰福音14:23）我們愛主，遵守他的

說話，他就跟我們住在一起。在心裡向他禱告吧﹗

Chloe：祈禱：我希望耶
穌可以送禮物給我，就是

我們可以很健康，盡量少

些人去犯罪，耶穌背負的

罪就不會太重了。

Chloe：上帝派獨生子
耶穌基督降生，為赦免我

們的罪，我希望大家識感

恩，多謝上帝﹗

Toby：我送給耶穌的禮

物就是叫多些人信主，

令多些人相信，就當成

禮物。

Toby：一定不要忘記聖

誕節的意義，因為聖誕節

只是記念耶穌的出生，而

不是甚麼聖誕老人。

Kit ty：做錯事，不說
謊，勇敢承認。見人需要

幫助，就幫助。多去教

會，聽耶穌的故事，做

多些耶穌覺得好的事。

Kitty：有首詩歌叫《誰是主
角》，我想送給小朋友。不要

忘記誰是聖誕節的主角。當然

你都想有聖誕老人，但最主要

的主角都是主耶穌。

Edo has failed his first English test this week. He was so sad that he 
hardly say anything for a whole afternoon.

Edo was not lazy. He worked really hard before the test. Why did 
he fail? Edo was so nervous about the test that he memorized all the 
answers from his class exercises. But, his mind went blank as he opened 
the test paper. He could not think and he could not breathe. His heart 
was raging and pounding like in a big storm. Edo could not help but 
panicked and sweated.

When he finally gathered himself together, he discovered that 
he had only 10 minutes left. He had to leave the whole section on 
comprehension untouched.

When he saw a big "F" written on his paper, he almost fainted. Now, 
Edo just wanted to stay away from all his friends.

Dear friends, do you know what Edo is going through?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with him how you overcame your failure? Can you also drop 
him a few lines to encourag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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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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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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經文引用《聖經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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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祚希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楊偉權  丹拿山循道學校

葉柏堅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盧智昊 港澳信義會小學

黃鎧柏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完成以上遊戲寄
來 ( 截 止 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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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有一種遊戲棋叫「鬥獸棋」。每次兩個

人玩，雙方各有八隻印有不同動物的棋子，分

別為大象、獅子、老虎、豹、狼、狗、貓和老鼠。

這個遊戲的規則是參考大自然弱肉強食的法則，例如

貓捉老鼠，狗捉貓。獅子雖然是萬獸之王，但會被身型龐大的

大象吃掉（現實裡大自然的大象是吃素的）。別以為從此大象

便天下無敵，原來微小的老鼠就是牠的剋星。

上帝創造世界真的很奇妙。大自然裡每一種生物都有牠

的剋星，而牠本身亦是另一種生物的剋星。

假設生物A主要吃生物B維生，當生物B的數量增加，生物

A因著食物增加而繁殖多了。由於生物A的數量增加，被吃掉

的生物B也多了；於是，生物B的數量漸漸減少。最後，生物A

亦因著食物減少而數量減少。

雖然生物A和生物B的數量時多時少，但牠們的數量大致

差不多。上帝安排生物與「剋星」在大自然中的數目大致平衡，

不會令某些生物絕種。

在我們的生命裡，總會遇著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剋

星」，例如默書考試、被朋友誤解，病倒等等。上帝或許不要讓

我們自大、驕傲。當遇著困難，我們才赫然記起我們的渺小，

滿有能力的上帝才是掌權者。故此，我們遇著困難時更應向上

帝禱告，祈求力量。

困難並不是我們生命裡的洪水猛獸，而上帝更能藉此彰顯

祂對我們的愛。

小船兒



人 傷心時，就會流眼淚。哭泣、流淚能讓人抒發情緒，眼淚

能沖淡不開心的感覺啊﹗眼淚其實還有很多功能，你知道它從何

而來嗎？有小朋友答，由眼睛流出來。有人說，不知道。我告訴你

吧﹗眼淚是由淚腺分泌出來，而淚腺就是由細管狀腺和導管組成

的器官。

不說不知，眼淚很奇妙，擁有防衛功能，能保護眼睛呢﹗小

小一滴淚，充滿內涵，竟由三層物質組成。當中蘊含不同成份，

均勻地分佈在眼球表面。

外面一層稱為「脂質層」。由眼瞼邊緣的皮脂腺分泌，最

主要的功能是潤滑眼瞼及眼球的接觸面，防止淚水被蒸發。

中間一層是淚水，是最厚的，分量最多的，主要成分是

水，也有少許固體成份。淚水含有鈉、鉀、鈣、鎂、氯等電

解質，功用是使眼睛有平滑的表面，供給角膜上皮細胞氧

氣。另外，淚水亦含有抑制細菌生長的物質，有殺菌作用。

每當有異物進入眼睛，會有大量淚水湧出排走異物，起防

衛作用。

最後一層叫「黏液層」。由結膜杯狀細胞分泌出

來，作用是將角膜上皮細胞由親脂性變為親水性，使淚

水能附在眼球表面。

其實，淚腺整天都會分泌眼淚，目的就是要使眼

睛保持濕潤。24小時裡，只有睡眠時淚液分泌得最

少，或會完全停止分泌。有小朋友問：「為何眼淚是

鹹的？」因為淚水有少量無機鹽，所以有鹹味。

眼淚能排走異物，有防衛作用，我們呢？當有

不好的想法進入心中，或想做壞事的時候，我們

能否立即改正，把壞想法徹底清除？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

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 4:23

貓姐姐

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現今香港的小孩子真的太受保護，

就像在溫室中長大。

溫室，就是一間有溫度調節的房間。為讓大多數植物生長得較

好，所以溫室的溫度較高，才稱它「溫室」。

除了溫度外，溫室亦有濕度及光度調節，從早到晚進行光合作

用就不成問題了。由於植物置於室內，它們不怕風吹雨打，所以用

溫室種植能保證產量及確保品質。在溫室長大的植物獲得充足的供

應，但是長期受到過度保護，過了很多代之後，它們便沒有足夠的抗

逆能力；乾旱不得，水淹不得，風吹不得，受壓不得。若離開溫室，它們

很快捱不住，便會枯萎。

有些小朋友從小受長輩寵愛，不用做家務，有工人照顧起居飲食。

上學、放學時，就連自己的書包也有人替他們揹。嬌生慣養之下，小朋友

沒有照顧自己的能力。久而久之，小朋友不論學習還是生活，遇到小小

困難也會很容易放棄。沒有動力解決問題，就連身體也多了病痛；就像溫

室裡的幼苗變得脆弱，難以抵抗大自然的試煉。

上帝在每個人生命裡，放了我們可以應付的試煉，為要使我們變得更

強壯。

不妨就從今天起，學習照顧自己；不妨幫忙家務，學習煮東西等。小朋

友，請不要放棄每一個可以使自己健康成長的機會，遇到困難也不要放棄。

小船兒


	51-1
	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