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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物：保羅

保羅被捉拿坐監，被人脫下衣服，
用棍打，打了許多棍，雙腳被鎖上木狗，

嚴密看管。他處境十分危險，身體受傷痛
苦，但心中依然滿有喜樂。在深夜時分，仍
然向上帝祈禱，又唱詩歌讚美祂。（徒16：22-

25）保羅在監獄寫給教會的信中，也大力勉
勵人「你們要靠著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
們要喜樂。」（腓4：4）保羅在患難中依然

喜樂，因為他與神非常親近呢！

挑戰你：遇上困難，你可以先
安靜祈禱嗎？

　代表人物：約瑟

約瑟是管理埃及全地的人，見到把他
賣到埃及的哥哥們到來買糧。他對哥哥

們沒有懷恨在心，反而以恩慈對待他們。給
他們五穀裝滿他們的袋，又沒有拿走他們的
銀子，供應回家路上的食物（創42:25）；後來更
宰殺牲畜，預備筵席，宴請哥哥們回家吃午飯
(創43:16）。最後，更原諒他們。「現在你們不要
因為把我賣到這裡來，而自憂自責。這原是
神差派我在你們以先來這裡，為要保全性

命。」(創45:5）

挑戰你：你可以請一個得罪過你
的人吃一粒糖嗎？

  代表人物：巴拿巴　  

聖經記載了巴拿巴的侍奉事跡，他
名叫約瑟，但使徒稱他為巴拿巴，意思是

“安慰者”。他給人的安慰，不只是用口說
說，而是有實際行動，「他賣掉了自己的田地，
把錢拿來，放在使徒的腳前。」（徒4：36-37）聖
經說他是個好人，跟人的關係好。他被聖靈
充滿，表現出虔誠；又大有信心，他行事為人
都讓人看見他的美好、馴良，能彰顯主的美
善，於是許多人信主了﹗（徒11：23-24）

挑戰你：你可以用行動，幫助媽媽
做家務嗎？ 　代表人物：波阿斯

路 得是 外邦摩押女子，又 是 個寡
婦。她跟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恆，窮

困，身份又卑微。波阿斯卻讓她在田裡拾
麥穗，並仁慈、禮貌地對待她。波阿斯答應
娶路得做妻子，他按照規矩去實踐承諾。他
在公開的地方城門與人商討，又邀請十個
長老作見證人，做事光明磊落。（得4：1-2）

最後，別人放棄了買贖權，波阿斯就 遵
守承諾娶了路得。（得4：13）

挑戰你：實踐每件你答應了
別人或自己的事。

 代表人物：摩西　 

溫柔不代表不會發怒，而是不輕易發
怒，內心柔和、平靜而溫順。摩西曾經是

脾氣暴躁的人，但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以
及在曠野的日子都表現了他的溫柔。出埃及後，

以色列人因為沒有東西吃，沒有水喝發怨言，甚至
責怪摩西為何帶他們出埃及。摩西卻沒有反駁，一
直忍耐著他們。摩西見到以色列人的行為，如拜偶
像，拜金牛犢，又放縱，令他憤怒又痛苦；但他仍
然為以色列人祈禱，顯示了摩西心裡對以色列
人的溫柔和愛。聖經這樣說「摩西為人十分謙

和，勝過世上所有的人。」（民12：3）

挑戰你：你可以為一個你不喜歡的
人祈禱嗎？

 代表人物：但以理　

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被俘虜到巴比
倫，在王宮中學習，將來服侍王。王指定每

日給他們一份御用的佳餚美酒。（但1：5）不
過，他們沒有服從。他們對神仍然有真實的信
心，在異鄉仍然繼續敬畏神。他們堅決不吃王
的膳、不飲王的酒；不讓御用的佳餚美酒玷污自
己。（但1：8）他們只要求吃素菜，喝清水，多麼
節制呢﹗但以理相信，即使只吃素菜和飲清
水，容貌依然會俊美、健壯。（但1：12-16）

挑戰你：打遊戲機或玩電腦／電話的
時間，可以縮短嗎？或者節制，
不玩？

　代表人物：司提反

「仁愛」是不自私、神聖的愛。保羅
在書信中稱讚他，因他專心服事聖徒，

一同工作一同勞苦，值得受敬重。（林前16：

15-18）司提反的名字是“受冠者”的意思，他
是哥林多城第一個得救者，他得救後，全力服
侍其他同伴；甚至願意犧牲自己。他是第一位
殉道者，被人用石頭打死；死前他學似耶穌
基督，為害他的人祈禱。「主啊，不要把這罪
歸給他們！」（徒7：60）

挑戰你：你可以原諒一個得罪你的人
嗎？

仁愛

喜樂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節制

代表人物：彼得　

彼得被希律王捉進監裡，有四個士
兵看守著他，他又被兩條鎖鏈鎖著，像

是個重犯。在被判刑前一夜，彼得沒有表現
得害怕，他反而安心睡覺，更睡在兩個士兵
中間。天使進到監房營救他，要拍拍他的肋
旁，又要開聲喚醒他，他才起來。（徒12：6-7）

將有禍患臨到，仍能熟睡，可見彼得心中充
滿了平安。這種平安是與神相交而得來的

內心平安，會自然地表現出來。

挑戰你：在難處當中，你能讓自己
好好地睡覺嗎？

平安
　代表人物：約伯

約伯一日之內失去了所有的牲畜、財
產及兒女，他內心非常悲痛 ，但他沒有歸

咎於神；還俯伏在地上敬拜，稱頌耶和華的
名。（伯1：20-22）約伯的表現，成為了受苦忍耐的

榜樣。他忍耐著，主最後也賜給他美滿的結果。
聖經稱讚他，「弟兄們，你們應當效法奉主的名說
話的先知，以他們為受苦忍耐的榜樣。看哪，那
些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過約
伯的忍耐，也看見了主賜給他的結局，知道

主是滿有憐憫和仁慈的。」（雅5：10-11）

挑戰你：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增
強你的忍耐力嗎？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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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孩子跟爸爸去登山，他們經過一個山洞，孩子好奇地往裡面看，心裡想：「這個漆黑的洞裡會有甚麼呢？」

於是，他向山洞大叫：「喂！喂……」不料，過了一會，他便聽到從山洞傳出的聲音：「喂！喂……」孩子興奮極了，

心想：「難道裡面有人？」

然後，他大聲問：「你是誰？你是誰？」果然，從山洞也傳來聲音：「你是誰？你是誰……」孩子就說：「你先回答

我！你先回答我……」山洞裡也傳來：「你先回答我！你先回答我……」

孩子覺得山洞裡那個人不願意回答他，心裡就不高興，於是他大喊：「你真討厭！你真討厭……」隨即山洞裡也傳來

很大的聲音：「你真討厭！你真討厭……」

孩子跑回爸爸身旁，「嘩」的一聲哭了出來。爸爸明白後，就跟孩子說：「你試著往洞裡喊：『我喜歡你！請你做我

的朋友！』聽聽會怎樣？」孩子照著爸爸說的話去做。他聽到山洞也傳來：「我喜歡你！請你做我的朋友！」孩子就展露

微笑，不再哭了。

爸爸說：「我親愛的孩子，『他』沒有討厭你，『他』很愛你！」孩子微笑著點頭。正要離開的時候，孩子突然回

頭，往洞裡大聲喊：「謝謝你！我也愛你！」這兩句話就響遍了整個山洞，也在這孩子的心頭裡蕩漾。

孩子，你的心是滿載歡欣，還是灰沉沉的呢？故事中的孩子傷心地哭訴著，自己是討人厭

的孩子；也許，你覺得他真傻，因為那出自山洞的只是回音，他竟被自己的話弄得傷心起

來。但，想深一層，我們何嘗不是一樣？山洞好比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果

我們總想著：「我是惹人討厭的，是沒有人喜歡的，是沒有用的……」我們的心

就像山洞一樣灰沉沉的，總覺得悶悶不樂，不禁暗自悲傷。

孩子，你可別忘記，創造我們的一位─天父爸爸。祂用永遠的愛愛我

們，祂看我們每一個為寶貴，祂也賜予許多愛我們的人在身邊。現在，你就

要打開自己的心，跟自己的山洞吶喊：「我是天父的寶貝！我是可愛的！我

是有價值的……」感受你的心有甚麼不同？

從這一刻起，跟自己多說愛心的話，少說灰心的話，讓天父的愛流進

我們的心深處，照亮我們的心房，感受內心被照亮的喜樂！ 

Auntie Susanna

Tommy陳志耀

我想換個好性情﹗

陳顥珩：	戒依賴。因為我時常依賴別人，所以
我經常信人，但我信了他，後來發覺
我被人騙了。所以，我想改善這個
性格，不要再次給人騙啊﹗

張浩綸：	戒不理別人。每當有些需要小組完
成的功課，我都立刻提出意見，不
會聽同學的意見。因為我想快些
完成這份功課。

潘可晴：	有好心理質素。因為常常
發脾氣。

李苡姍：	改善學習，我希望自己的學習比
以前進步。

如果可以再做一次，我想……

陳顥珩：	之前，我 在 婆 婆的家用我 媽媽的
手提電腦看一種遊戲；經常說「想
要」。所以舅舅悄悄地幫我買了個
Game，但給媽媽發現，舅舅幫我頂
罪，我真的很想阻止他。

張浩綸：	合作做專題研習，每次的專題研習都要
合作，但是我忘記了合作。結果被老
師責備，令到我的組員討厭我，不
和我交朋友。

潘可晴：	幫婆婆做家務。

李苡姍：	如有機會，我想把第一次英文考
試重新做一次。因為中英文成績
不太好。

我被耶穌更新了……

陳顥珩：	我上堂常常打瞌睡，信主之後好似吃了
一粒糖，整個人醒目了﹗我覺得信主之後
好美妙，我覺得好好多。我發夢時都見
到耶穌，他說：「你上堂不要再打瞌睡了。
要醒過來，否則會被老師責備啊﹗要多禱
告，你吃飯前沒有做謝飯祈禱，個個人都
祈禱，你不覺得很醜嗎？」我現在睡前、晚
飯都有祈禱呢﹗

 默書比以前高分，評估都高分了，由29分
升到41分，30分合格。跟同學的關係都
變好了﹗

張浩綸：	以前中文評估差不多不合格，現在差不
多滿分。見到有需要的人，之前不幫忙。
現在會幫助他們。今天上學乘搭升降機，
不刻意關門，等待其他人。以前就直接關
門。同學話我比以前樂於助人，友善了﹗以
前不肯教同學做功課，現在願意教。

張浩綸：失敗是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就算失敗都要堅持下去。過
去的事不管了，最重要現在。用
積極的態度面對前面的路，這
樣人生才會更加美好。不要氣
餒，被老師責備都不要哭。

李苡姍：多向神祈禱﹗找牧
師／傳道人傾談，索取意見。
我都會鼓勵自己，最近英文
試卷考得比預期好，我都買
了一份少少的禮物—髮
夾，來獎勵自己。

陳顥珩：「你不要放棄，如
果你放棄的話，之前的功
夫就白費啦﹗不放棄，希望
在明天。不要頹廢，堅持向
前，不要向困難屈服。」

潘可晴：不要做頑皮的事，
多照顧家人；努力讀書，多做
練習，不懂便問人。不需要懷
疑自己﹗如果覺得不行，就要
祈禱。神愛世人，就算成績
不好，祂都愛我們呢﹗

You should see how Dino walked 
into the room! He held his head up so 

high that he can almost touch the 
ceiling. Well, for a big dinosaur like 
him, it is inevitable that he touches 
the ceiling as he lifts up his head!

Not just by his look that we 
know he is in high spirit, we can also 
hear his whistles. Yes, a dinosaur’s 
whistle! We might have heard of 
dinosaur’s roar but whistle is kind of 

rare.

Not just that, Dino is walking on air! 
His feet are so light that we can hardly 

hear them as he swirls by you!

What has happened? We wonder.

Dino has been asked by his school principal to give a farewell speech in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It is such a big honor for a dinosaur! In the school’s history, 

no dinosaur has ever received such honor! No wonder he is so proud!

Do you know of a similar experience? Please advise Dino how he can do a good job on the day he delivers the 
speech. How he should dress? What about his big fat tail, where and how do you suggest he should put it?

潘可晴：	我以前好頑皮，經常獨自落街玩，
沒有問准家人。信主之後，乖巧些。
平時放學後，便看電視，現在會乖
乖地做功課，有時會幫婆婆照顧誼
弟。幫助很多人，幫同學執拾桌子，
抹黑板。耶穌犧牲自己性命幫助我
們洗脫罪名，他那份愛很大。我也
要學會包容別人。

李苡姍：	性格改變了，信主之前好懶散，現在
比較努力。信主之後，改變了跟家
人的感情，會溝通多些，傾偈的時
間多了。

彩虹要聞 www.rainbow.org.hk 彩虹副刊www.rainbo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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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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的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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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曉衡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伍崇謙  英華小學

鄧凱瑤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植向峰 香港培正小學 

李泳錡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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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日 常生活中大家常用的「阿拉伯數字」是誰發

明呢？你會第一時間聯想到阿拉伯人嗎？噢！不對！

不對！阿拉伯人不但沒有發明「阿拉伯數字」，他們甚

至在日常生活中亦不愛用啊﹗奇怪了﹗阿拉伯人不愛用

「阿拉伯數字」。那麼，究竟是誰發明呢？

查查歷史書，找到答案。根據歷史記載，「阿拉伯數

字」是由印度人創造的。在大約西元7世紀傳到阿拉伯地

區，之後從阿拉伯傳到歐洲，取代了羅馬數字，再傳到世

界各地。

由於中世紀的歐洲人是從阿拉伯人學習到這些數

字，所以誤會是由他們發明，便將這些影響全球的數字命

名為「阿拉伯數字」。後來，研究數學的學者發現錯了。不

過，雖然是印度人創造這些數字，但是全世界已經習慣稱

它為「阿拉伯數字」，要更正非常困難。

另外，阿拉伯人卻不愛用「阿拉伯數字」，他們通行自

己的數字符號。這些符號好像與「阿拉伯數字」近似，卻又

分別很大。例如：阿拉伯人的數字符號「零」是「‧」(一點)，

圓圈則代表「５」；但「圓圈」在「阿拉伯數字」卻代表「零」。

阿拉伯人的數字「４」，是「阿拉伯數字」的「３」左右翻轉過

來，有點像英文的字母「E」；而「７」就像英文字母的「Ｖ」，

「８」直接把「Ｖ」倒轉就是了。

考考你：下面的車牌號碼是甚麼呢？

積奇叔叔

答案：16604 



然有時功課多得像永無休止，考試使我們緊張得喘不過

氣。與其逃避，倒不如我們視功課及考試為小考

驗；我們的目光不要集中於做功課及考試的辛

勞，而放眼於預期的知識增長及滿足感。

我發現，小朋友若能盡力應付考驗

的話，他們漸漸增強抗逆能力，生活也

愉快一些。就好像我們的身體，病癒後

會強壯一點。何解呢？

原來天父早已用這個學習機制來

運作我們的免疫系統。比方說，當我們

身體比較弱，不幸被病毒攻入，使我們

生病了。雖然身體正在承受痛苦，可是我

們的白血球一方面消滅病毒，另一方面會

辨認及記下病毒上的抗原（ant igen）。當下

次我們的身體被同一種病毒入侵，因白血球已

很快辨認出病毒，便能迅速製造大量針對該病毒的

抗體（antibody），消滅它們。這正是我們患了一些由病毒

引起的疾病，例如水痘，之後可以免疫的原因。

小船兒

有特效。番薯又含有一種女性激

素，能保護皮膚和抗衰老。

你知道蛋白質在番薯的那部

份嗎？原來在它的外皮上，所以吃番

薯最好蒸熟連皮吃；還要趁熱吃。因為

熱的澱粉較柔軟，容易消化，甜味亦濃。番薯

嫩葉可以拿來清炒，烹調成一碟佳餚，營養比一般的蔬菜高。

番薯外貌雖然平平無奇，但營養價值竟然這麼高。說明了

單單看外表判斷事物，不是最可靠的，應該多深入了解實情。

同樣地，與人相處，都要看人的內心。聖經這樣說「但耶和華

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因為我
不揀選他。耶和華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華
是看內心。』」（撒母耳記上16:7）

貓姐姐

有次朋友跟我說：「那人總是呆呆、笨笨，好似番薯。」

聽到這說話帶有貶意。心想：「番薯不好嗎？」它含豐富營養，

很有「內涵」，做番薯也不錯啊﹗

你吃過甚麼顏色的番薯呢？番薯肉顏色豐富，包括有白、

黃、橙、紅、紫等，品種頗多。紅色甜，黃色香，紫色入口易溶。

肉色越紅，代表維他命A越多。它的維他命C含量比番茄更多，

而維他命E則是糙米的兩倍。除了集中在中央部份的維他命A，

B，C，番薯還含有礦物質，最多是鉀，而鈣和磷也頗多。

番薯肉主要是澱粉質，脂肪含

量少，含有糖化酵素（diastase），可

將澱粉質慢慢變成糖份，所以烤

番薯有很濃的焦糖香味。番

薯含一種粘液蛋白，是多糖

和蛋白質的混合物；對改善

便秘，痔瘡，阻止血管硬化

曾經見過一則教育機構的廣告，標榜著「無功課、

無考試、無壓力」。相信這正是一眾莘莘學子的夢

想。但是，我們能在沒有「壓力」之下生活嗎？

首先，我所指的「壓力」是大氣壓力。

空氣有重量的，在大氣層的空氣高達十

公里。即使空氣很輕，所帶來的大氣壓

力可不少。只是，我們能在沒有大氣壓

力下生存嗎？姑且不談我們要依靠大氣

層裡的氧氣生存，當沒有大氣壓力，我

們身體內的壓力會向外推，那時我們

的身體會像氣球般澎漲，甚至破滅。

至於，同學們的學習「壓力」，源頭

似乎來自功課及考試。功課和考試真的有

害嗎？其實每一次專心完成一份功課，盡力應

付完一場考試，我們的知識就增進多一些。再學

新知識，就是建基於舊知識上，於是我們的知識與日

俱增。

我們需要適度的壓力，因為是推進力，能使我們不論

在知識上、品格、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都有成長及進步。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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