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以理不住禱告 (但六章)

但以理被擄到巴比倫，被監察司和總督陷害。他們要求王

實施禁令，禁止人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或任何人祈求。不守禁令，必

被掉進獅子坑。但以理卻照常打開窗，一日三次雙膝跪下向神禱告稱

謝。在危險中，神拯救他。

挑戰你：但以理不願意停止向神禱告，因為他相信神。相信神

會聽你的禱告，祂會在最適當的時間幫助你。

「你」可做到

只要你願意行動，你的事情就會有成功的希望。如果你

只是口說、空想，便甚麼都做不成了﹗

挑戰你：
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可以是長期的、短期的；

再設定達成目標的方法，然後一步步實行出來。

亞伯拉罕的等待 (創十七)

神在亞伯拉罕75歲時，應許賜他兒子，使他的子

孫多如天上的繁星。亞伯拉罕憑著信心等候，到他100歲，神給

他生了一名兒子。

挑戰你：你祈求了，神應許了，也要等候。只有神知道甚

麼時候給你對你最有益處，相信祂。

雅各能忍耐 (創二十九章)

雅各很喜歡拉結，要跟她結婚，雅各願意為拉結的父親拉班工作七

年。七年之後，拉班欺騙雅各。雅各又要工作多七年，才能娶拉結。雅

各總共工作了十四年，才達成願望。

挑戰你：要達成願望和目標，有時需要用很多時間，在過

程中必需忍耐，別半途而廢啊﹗

使徒保羅懂喜樂(徒十六25)

保羅和西拉被人誣告，要坐監。監獄環境惡劣，他們又被

打。保羅和西拉仍然依靠神，一起禱告，半夜還喜樂地唱起詩

歌讚美神，其他囚犯都側耳傾聽。

挑戰你
：遇到困難時，學保

羅和西拉保持喜樂的心。

禱 文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造了獨一無
二的我，又晝夜看顧著我。當我
有困難時，求祢教導我，給我勇
氣和智慧去面對。謝謝祢愛我。
祈禱奉耶穌的名，阿們﹗

「要」 
行  

動

「要」 不 住 禱 告

「要」
忍 耐

「要」 常 常
喜 樂

「要」 等 待

                          …變好心情，變好習慣，變好脾氣，變多時間

玩玩﹗細心想想，有可能﹗立志實行，便能改進。聖經告訴我們，願意

依靠主耶穌的人，做甚麼事都有力量(腓四13)。即使在改變的過程中

遇上各種困難，都有希望。

你看看，使徒保羅、但以理、雅各、亞伯拉罕，是怎樣從困難、逆

境中改變過來的。你都可做到﹗

變 變 變變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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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心時…
我最想找個知心朋友訴苦。當我從嘴巴說

出來，愁緒也像卸下來，心情輕鬆得多。在睡前 

將所有的鬱結交給上帝，決心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不要把憂愁帶到明天。

小船兒──Eva Chow

憂慮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憂慮是正常的心態。憂慮產生

原動力，讓我們去解決問題。面對憂慮時，我選擇

努力從積極方面面對。聖經提醒我「你們中間

誰能用憂慮使自己的壽命延長一刻呢？」(太六

27)記緊，憂慮只是邁向喜樂的中途站。

積奇叔叔─王鴻發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副總幹事)

《傳基號》的作者們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他們曾經遇到過大小不同的困難，

都依靠著神勇敢經過了﹗

被比較時…
哥哥和家姐考試成績好，是他們

自己的成就，我尊重他們的努力，也明白

他們要為功課付出了相對的犧牲，如放棄了不少體育

運動的機會、減少了課餘活動如繪畫、書法和看電影

的時間。他們的學業成就，正面地讓我明白努力讀書

的重要，也培養出我從來不敢「認叻」─謙虛之心。

另一方面，我認識到「我便是我」，每個人的恩賜、成

就和人生目標都不一樣。我只求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中

盡心、盡力、盡忠，不隨便與別人比較，不因而情緒低

落；我會更努力發掘和發展自己的喜好、特長，瀟灑走

我路。回頭一看，原來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路

上別創高峰，而世界也因為多元共融而精釆豐富！

何建宗教授
 (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

學業成績不理想時…
我會難過和失望。我會禱告，求神給

我力量，了解問題，找出需要改進的地方；重

新訂下不難達到的目標。務求「今天比昨天進步，明天比今天

進步」，實踐「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聖經教導。

陳肇兆牧師 
(環球天道機構總裁)

孤單、不被了解時…
我會先安靜。冷靜後，才思想和分析別

人不了解自己的原因和為甚麼感到孤單？想

想問題出在哪裡，另外，應多從別人的感受

和處境去思想。努力重新做好自己就是了﹗

Home_bread─Hong

 (Graphic designer & il lustrator)

害怕時…
我會禱告：「天父，我感到害怕，但我

相信祢會幫助我。求祢指教我如何面對

困難。」然後，安靜下來，享受與天父

在一起，再重整心情進發。

Tommy 哥哥─陳志耀 
(EDIT Workshop Company Limited創辦人)

有壓力時…
很多時感到心裏發慌，先找朋友而

不懂先按捺自己，找上帝傾訴。因過去許

多失敗例子，終於發現只有上帝才能舒解心中的困

擾。有壓力時，先找一段時間安靜(放下一切想法)，閉

上眼，從心中仰望耶穌，等候聆聽祂的聲音，然後立

即札錄下來。祂的回應總是最能安慰、最有力的。

Polar White─Jacqueline Lee

 (Writer & il lustrator)

When I’m angry......
I’ll run to my mother, tell a good friend 

or pray to my father in heaven. Then I’ll feel 

better, safer and my anger seems less.

Auntie Susanna─黃葉仲萍教授

(伯特利輔導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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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原是一種岸生性植物(littoral plant)，由於它的強大適應耐

力，常蔓生至草原和山嶺的豐水地帶，有時甚至在沙漠亦見到芳蹤。

即使蘆葦早已遍佈全球，有植物學家認為它只得一個品種，從沒有因為環境變遷而遺傳變種，真是

「忠心耿耿」！蘆葦的生命力旺盛，聚生成巨大面積，藉著彼此遮擋以抵禦強風的吹襲。它的根系盤纏交

錯，可以伸入地下三公尺之多，所以即使有猛烈洪水，也不容易把它根拔沖走。

由於蘆葦生長茂密，叢林便很容易便演變為大型野生動物，如水牛、河馬、鱷魚的隱息地帶。蘆葦叢

中藏有很多小魚、貝殼、小動物和昆蟲，是水陸交界最好的生態棲息場所。蘆葦的軟枝每天自空氣中吸收

大量的氧氣，傳輸至根系，再滲入底泥，所以能夠幫助氧化底泥中過多的甲烷與硫化氫氣體，令水體不容

易發臭，也減少水中蚊子的滋生。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賽42:3上〉蘆葦莖有助傳輸氣體，就像一台天然的曝氣機，落力地幫底

泥和污水呼吸。雖然蘆葦的莖身軟弱，很容易被經過的動物折屈和壓傷，但折裂的蘆葦傷口也叫身體的水分外

溢，令細胞之內形成負壓，有助身體自傷口處吸收更多的空氣，增加氧氣的傳輸，自我醫治。大自然的設計真

是奇妙！若果蘆葦的莖部全然折斷，植物便會死亡；只是壓傷，空氣的傳輸功能持續，倒有助更生和改善水生

生態系統。
何建宗教授 

為「環保」 蘆
盡力的

葦

「我小時候已經追求誠實、正直，不與人爭鬥，愛和平，不口出惡言。

我的性格受父母潛移默化，爸爸出身基層，是造豆腐的工人，媽媽是家庭

主婦；他們沒有虛假，對人很誠實，我沒有聽過他們罵人。當我慢慢成長，

發覺堅持誠實、和平愈來愈難﹗人以為靠爭鬥能爭取到公平、公義，但信主

耶穌後，知道主是用和睦的方法去爭取公義的。聖經教導我們應該誠實無

偽過生活。我會像孩童一樣聽話，依靠主繼續誠實過活。主喜悅小孩，祂

說讓孩子到我這裡來。」

學像耶穌追求公義─
廖亞全校長

知識以外，更學會生活的價值及意義，還有做人道理！



經文

有一個人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自暴自棄，態度惡劣。智者

看到，就把一粒沙扔在沙灘上，說：「請找出來。」這人

說：「無可能﹗」智者又把一顆珍珠扔到沙灘上，問

他：「現在怎樣？」

沙灘上的一粒沙，要吸引人注

意，讓人找到，並不容易。人如果

想被看重，就得改變態度，想
辦法將自己變成「珍珠」。

「你要謹守你的心，勝過謹守一切，因為

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箴言四章23節

陳肇兆牧師

Attitude 
makes 

all
different ! 

朋友，有沒有留意我的存在呢？我是木棉樹。最能吸引你注

意，可能是在初春時我盛放紅艷花朵的情景。我的花朵呈深紅

或橙紅色，遍佈在光禿禿的樹枝上；加上我是大喬木，有粗而直

的樹幹，怎會不觸目？

Text & Illustration by Jacqueline Lee.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萬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

拔出所種的也有時；」

(傳道書 3：1-2)

一般植物是先長葉，後長花，但我的綠

葉卻在花兒凋落時才長出來，好像不能共存

似的。因為溫度之別，我的花能在較冷的氣溫

長出來，葉子則要較溫暖的天氣才發芽。到了夏

天，凋落了的花留下果實在樹上，成熟時便爆

裂，內裏白皚皚的棉花帶著種子隨風散播。

許多事情需要適當的時機或

環境配合才行，勉強也不一定

如願以償，就如花和葉生長

的溫度條件。讓我們學

習運用最有利的條件

做合宜的事，想必事

半功倍！

木
  

棉  

樹

www.rainbow.org.hk



小白兔和小烏龜是一對好朋友。冬天來了，地上積了厚厚的白雪，小兔子興奮極了，急不及待找小烏龜一起到公園堆雪人。可是，

小兔子到了小烏龜的家，小烏龜卻躲了起來，把自己的頭和手腳都縮到殼子裡。急性子的小白兔，以為小烏龜睡著了，就大聲地喊

叫：「小烏龜！快起床！」然而，小烏龜一點反應也沒有。小白兔找了一個大枕頭，「啪！啪！啪！」很大力打在龜殼上。

這時，貓頭鷹先生聽見屋裡的吵鬧聲，就飛進來看個究竟。貓頭鷹先生問小兔子：「你為甚麼打小烏龜？」小兔子氣呼呼地說：

「我找他去堆雪人，他都不理會我！」貓頭鷹先生問：「小烏龜是你的好朋友嗎？」「當然！」「你珍惜這個朋友嗎？」「那還用說嗎？」

「那你就應以小烏龜的角度出發，不是以自己的啊！」

小白兔雙眼瞪大了一下，愧疚地低下頭來。他如夢初醒，立刻把小烏龜抬到火爐邊；幾分鐘後，小烏龜身體暖和了，把頭和手腳伸

出來。原來天氣太寒冷，小烏龜被凍僵了。小白兔拿來了大褸、帽子、頸巾給小烏龜穿上，然後他們就一

起到公園玩了。他們玩得不亦樂乎，享受了美好的冬日。

孩子，你的好朋友是誰？你最喜歡跟他一起做甚麼？

故事中的小兔子起初只以自己的角度出發—要快點

去玩。小烏龜對他來說只是陪伴者，他沒有想過小烏

龜的需要，只想到拉他出去玩，又粗魯地對待他。 

後來，他以小烏龜的角度出發，照顧、關心、愛護

他。小烏龜不只是「陪伴者」了，而是小兔子珍惜的朋

友。孩子，當你與好朋友一起時，如果只想他是陪伴你的一

個角色，你很容易只顧自己，忽略了他的需要和感受。反而，你想

著他是「同行者」，與你一起分享、分擔、分憂，彼此珍惜有著對方的每一個時光，你就會學著以對

方的角度出發。正如聖經上記著：「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和先知的

總綱。」（太七 12）這樣，相信你和你的好朋友必定有更多、更美好的經歷！

Dino was really pissed off when he saw someone cut 
in the long queue at the bus stop yesterday. There was a 
long queue waiting for the bus. Dino had been there for 
almost half an hour. So did everybody there! A man, out 
of nowhere, suddenly sneaked in and stood in front of 
Dino. That person did it only out of his own convenience. 
He did not care how many people were there or how long 
they had been waiting. He just pretended that he didn’t 
see. He only cared about himself. How selfish! Dino was 
very angry about such inconsiderate behavior!

Dino wanted to smack him with his tail! Or 
blow fire to burn off his hair!

Have you ever witnessed anything similar? How 
would you react to it? Will it make you angry too? 
What will you do when you are angry like Dino?

小烏龜
睡著了？

Tommy陳志耀

A3www.rainbow.org.hk　彩虹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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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掃是雅各的哥哥，有一天他打獵後回家，感到十分飢

餓。弟弟雅各在煮紅豆湯，他要求雅各給他喝湯，雅各就要求

他將長子名份讓給自己，才給他喝。以掃沒有多想，便答應

了。從此，以掃失去了長子名份，即失去繼承家業的權利。以

掃的事告訴我們，要珍惜擁有的東西。我們有生命、潛能、興

趣、專長、學習機會等，要好好把握，發揮自己。

下圖藏著10粒
紅豆(     )，

試試你的觀察力，把它們找出來吧！

請將遊戲答案於5月1日或之前寄回來，
得獎者可獲精美禮品乙份。(名額限5名)

A4 彩虹遊戲　www.rainbow.org.hk

●《傳基號》適合小學三年級或以上同學閱讀                          ●　聖經經文引用《聖經新譯本》
●　學校／團體訂閱可於 www.rainbow.org.hk/rainbow/support/join.asp 下載表格

你有甚麼意見？有甚麼心聲？

可以寫信給小羊。你可以留下

個人資料，也可以保密。

《傳基號》信箱

銅鑼灣 糖街3號銅鑼灣商業大廈11樓3室 2895 5877
荃灣 綠楊坊商場2樓S9舖 2498 1931
沙田 新城市中央廣場第一座13樓1313室 2691 7666
太子 西洋菜街北215號四方大廈地下 2776 6887
新蒲崗 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22樓 2362 3903

天道書樓地址

designed by ire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