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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成為有平安的人

成為有平安的人
本課目的：

孩子們將會學習得到平安的方法是信靠神，學習在憂慮時先轉

向神並且禱告。孩子們也會學到其他實用的方法來管理憂慮。

聖經學習層級：個人

1～3年級：學習把擔心的事告訴耶穌。

4～6年級：學習相信耶穌的話，以聖經的教導面對憂慮的情緒。

聖經材料：

不要憂慮（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活動老師站在終點線，遠離入口，當孩子們進入場地時說：

「紅燈」。這表示他們要停止前進。如果他們不懂，就叫他們不許

動。在學員都靜止不動時，教他們玩「紅綠燈」。

玩的時候，請一名學員當「發令者」，站在終點線，其他孩子

則在起點線排好。「發令者」對孩子們說「綠燈」，所有學員就朝

終點線前進（不可奔跑），只要「發令者」還沒有下達不同命令，

就可以持續移動。

當「發令者」說「紅燈」時，所有人都必須靜止不動，如果有

人動了，動了的人就要回到起點線，重新開始。

所有學員在起點排好開始，一直玩到所有人都抵達終點線為止。

1. 玩遊戲

說明：「當我說『綠燈』，你們要盡可能把兒童團隊口號多唸

幾遍，直到我說『紅燈』為止。」開始遊戲，這樣玩幾遍。

第 5 課

金句：

腓立比書四章6節

附加金句：

彼得前書五章7節

兒童團隊口號：

學聖經

愛耶穌

為品格加加油

團隊經文：

箴言三章5～6節

預備

□寬膠帶

執行

□用膠帶在地板上貼出起點線

和終點線，盡量把終點線

貼在遠離入口的地方。

預備

□兒童團隊口號大字報

□膠帶

執行

□展示兒童團隊口號。

 熱身
參與活動（20分鐘）

 練習
團體研習（40分鐘）



42 品格挑戰 快樂假日

2. 繼續玩遊戲

帶領學員一起大聲唸出金句：箴言三章5～6節。

小隊兩人一組，指示兩人輪流向對方背誦金句，告訴各組：

「站在老師右手邊當紅燈，左手邊為綠燈，當我說『綠燈』的時

候，綠燈的人就開始背誦金句；當我說『紅燈』的時候，綠燈的

同學要立刻停止，由紅燈的人接著背完。要仔細聽你的同伴說到哪

裡，好讓你能夠接著背完金句喔。」

遊戲開始。

3. 介紹聖經故事

集合孩子們，說明：「團隊經文說要信靠神，而不是靠自己。

神愛我們，祂對我們每個人都有計畫，祂不要我們擔心任何事。孩

子們，你們曾經為什麼事情擔憂過呢？請把它寫在白板上」。

問：「當你們擔心時，那個感覺可以怎樣形容呢？」給大家一

些時間回應。

說：「在我們的世界、學校和家裡，有很多事不斷發生，有許

多事會令我們擔憂。」「耶穌瞭解這一切，祂知道人們會憂慮，但

祂說不要憂慮。」

4. 說聖經故事

對大家說：「耶穌說了一個很特別的故事，讓我們來聽吧。」

（演員開始演出獨角戲）

不要憂慮
你們聽見耶穌說了什麼嗎？我聽到了！耶穌在山上的時候教導

了很多人。

（與每個孩子眼神交會，用碰碰手臂、拍拍肩膀、握握手、或

其他動作來為孩子將這個故事擬人化。）

耶穌說：「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

耶穌說：「不要憂慮你們要吃什麼或喝什麼。」

耶穌說：「不要憂慮你們要穿什麼。」

耶穌說：「生命勝於食物或衣裳。」

舉例來說，看看外面的飛鳥，牠們種食物或收割嗎？（讓孩子

們回應。）沒有，但是父神餵養牠們。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對神來

說更加重要嗎？

想想看，思慮可以給你們的生命增加時間嗎？（搖頭並且微

笑。）不能。

你們為所穿的衣服擔憂嗎？野外的百合花需要自己做衣服嗎？

不用。

預備

□團隊經文海報

□膠帶

執行

□展示團隊經文。

預備

□白板

□白板筆

注意：

白板列出的憂慮事項會在「練

習」時段的步驟10中使用。

預備

□聖經時代的戲服

執行

□一位老師擔任旁白，唸出

「聖經故事」。

□一位演員著戲服，配合旁白

演出獨角戲。

你也可以：

在獨角戲時放映不同圖片的投

影片，例如：百合花、鳥、草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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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所羅門王呢？

他雖然衣著華美，但耶穌卻說，他的穿戴還比不上這些花朵

呢。

想一想那些青草，今天還在，隔天可能就被燒了，但神還是為

它們配上各種青綠鮮豔的顏色。所以你們不必擔憂要吃什麼、喝什

麼、或穿什麼，因為神都知道。

事實上，祂知道你們的一切需用，不要為明天憂慮，只要好好

度過每一個今天。

你們看重錢財的投資，所以你們的心思就會關注在錢財。然

而，服事神和服務人，才是神看為有價值的事。（演員退場。）

─取材自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5. 應用聖經

翻開學生本，看本課聖經故事的標題和經文章節。

請學生翻開聖經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和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

節，告訴孩子們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寫到這段耶穌的教導。

講解：「神要我們成為有平安的人，耶穌要我們相信神會供應

我們一切的需要。祂要我們專注於服事神和服務人，因為那才是真

正有價值的事。」

告訴孩子們，如果對於成為基督徒有任何疑問，輔導老師都會

很樂意和他們交談。

6. 複習聖經故事

兒童團隊們退到「遊戲場」外圈一起進行。

遊戲場內圈以顏色膠帶貼地分成「綠燈」及「紅燈」二邊，孩

子先站在遊戲場外圈。

說明：「『綠燈』代表『對』，『紅燈』代表『錯』。當老

師說出一個題目，比如『今天的聖經故事，在馬可福音書裡有記

載』。請保持安靜，並且選擇站在『綠燈』或『紅燈』的地方來

表達你們的答案。答對了，就可以繼續比賽。答錯了，就被淘汰

囉。」老師請答錯學員離開內圈。

遊戲中，老師可針對剛才回答的問題，請孩子們發表正確的答

案。之後，再接續下一題。

遊戲結束。小隊留下來的人數最多為勝，得一百分。

複習問題

1. 今天的聖經故事，在馬可福音書裡有記載。（紅燈，否）

（在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有記載）

預備

□聖經

□學生本

預備

□顏色膠帶

執行

□用膠帶將場地貼分為「綠

燈」及「紅燈」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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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說不要為「衣服、飲食、玩樂」憂慮。（紅燈，否）

（不要為「衣服、飲食、明天」憂慮，可以訪問孩子他會為

何事憂慮～）

3. 耶穌提到不種也不收的動物是飛鳥。（綠燈，是） 

（神透過大自然，親自供應飛鳥及一切生物所需要的食物及

養分，祂也供應我門的需要）

4.  憂慮不能為我們的生命增加時間。（綠燈，是） 

（因為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

5. 當耶穌說到花朵的衣裳時，祂以所羅門王的穿著來比擬。

（綠燈，是）（所羅門是當時最富有的國王，他的衣著極其

華麗，然而，神也讓花朵以美麗多彩的樣貌呈現自己）

6. 今天的課程「耶穌說不要傷心」。（紅燈，否） 

（「耶穌說不要憂慮」）

7. 耶穌知道我們的一切需要。（綠燈，是）

【8～9為自由發揮題 （沒有對錯）】

8. 正在為某事擔心的人，請站在「紅燈」的地方。不為任何事

擔心的人，站在「綠燈」處。（孩子分別站定後，訪問幾位

孩子了解他們所擔心的事，及不擔心的原因）

9. 今天我們學到可以做什麼讓自己不憂慮呢？知道的人站在

「綠燈」，不知道的人站在「紅燈」處。 

（請綠燈處的孩子回答，如，讀聖經信靠神的話、禱告神把

憂慮告訴神，及其他適當的答案。之後，請「紅燈」處的孩

子重複剛才的「答案」或現在他能想到的，讓孩子也進到

「綠燈」處）

10. 當我們服事神和人的時候，就是把財富存在天上。（綠燈，

是）（人覺得金錢很有價值，但耶穌告訴我們服事神和服務

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7. 應用聖經真理

對大家說：「神不要我們憂慮，看看學生本的『號誌』單

元。」帶領孩子們完成「號誌」單元，核對答案。

8. 唱詩歌

對大家說：「我們是兒童團隊，我們可以成為有平安的人！我

們不需要憂慮！神愛我們。我們來唱歌吧！」帶領孩子們唱《兒童

團隊主題歌》。

9. 帶出金句

請學員將聖經翻到腓立比書四章6節，大聲讀金句。

告訴孩子們，保羅勸腓立比教會不要憂慮，只要在禱告中，將

問題告訴神，並且信靠祂。

預備

□聖經

□學生本

□鉛筆

預備

□詩歌音樂／歌譜

□音樂播放器

執行

□播放《兒童團隊主題歌》。

預備

□聖經

□海報紙

□麥克筆

□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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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孩子們：「我們常常會為什麼事情憂慮呢？」（戰爭、病

毒、沒有錢……）

講解：「是的。確實有許多事讓我們感到憂慮，要平安，很不

容易。但耶穌告訴我們，祂在乎我們，祂愛我們。我們可以把憂慮

的事告訴耶穌，並且祈求祂的幫助。耶穌會聽我們的禱告，祂會使

我們感受平安。」

問孩子們：「除了禱告祈求，還要做什麼呢？」（感謝）

「是的。除了禱告祈求，還要感謝神。」

說明：「神知道我們會為許多事擔心。所以祂要我們要相信神

的話『應當一無掛慮』。當我們為著生命中的好事，來感謝神的時

候，我們就能感受到神的平安。」

請一位學員來讀腓立比書四章7節。提醒孩子們，當我們憂慮

時，平安就消失了。鼓勵孩子們，用感謝來取代擔心和焦慮的心情。

帶領孩子們一起唸金句。

10. 評定狀況等級

小隊進行。

請翻開學生本的「號誌」單元，並請孩子們把手指放在左邊的

憂慮刻度底部。

老師逐次唸出憂慮事項，給孩子們一點時間來決定他們的憂慮

等級。

讓孩子的手指沿著刻度滑動，來表示他們對事情的憂慮等級，

並且邀請孩子分享當時感到憂慮的事情。

總結：「當我們為著某些狀況感到憂慮，我們向神禱告也信靠

祂。但這不表示憂慮就會自動消失。聖經說：『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神會幫助我們面對每個

狀況，也就是不論好事或壞事，神都愛我們，祂讓我們在任何環境

中，都能因此成長，得著好處。」

11. 寫一篇禱告文

對大家說：「回想今天的聖經故事，耶穌愛我們，祂告訴我們

不要憂慮，祂要我們信賴祂。我們可以藉著禱告，讓祂知道我們的

擔憂，學習信賴祂。耶穌樂意傾聽我們的心聲。」

請孩子們完成學生本的「寫一篇禱告文」，每個人都可以挑選

不同的詞句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請輔導老師協助有需要的1～3年級兒童團隊們。

＊幫助4～6年級的孩子們找到聖經經文。

孩子們完成禱告文之後，安靜地讀自己的禱告文，向神說話。

執行

□把腓立比書四章6節的經文

和章節寫在海報紙上並且

展示。

預備

□學生本

□白板

□「練習」時段步驟3的憂慮

事項

執行

□展示「練習」時段步驟3介

紹聖經故事時，孩子們所

列的憂慮事項。

□主領老師逐次唸出白板所列

的憂慮事情。

預備

□聖經

□學生本

□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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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唱詩歌

告訴孩子們：「神是平安的神，神愛我們，要我們有平安，祂

不要我們憂慮。向神唱這首歌。」

帶領孩子們唱《耶穌的小孩》。

帶領學員一起唸出金句腓立比書四章6節。

說明：「之前我們玩了『紅綠燈』，現在，我要挑戰你們用金

句玩個類似的遊戲。」

將各小隊分別指派綠色、黃色或紅色。給孩子們看展示的經

文，說明當你舉起一種顏色的紙張時，那顏色的小隊就開始讀經

文，接著說：「當我換哪個顏色，哪個顏色的小隊就要接續之前的

金句讀，一直到金句結束。」

舉起一種色紙，派定這顏色的隊伍開始讀經文，改變顏色，讓

每小隊都讀到經文的一部分，重複幾遍。

拿開金句海報，帶孩子們進入下一階段，在沒有海報的情況下

重複整個過程，鼓勵孩子們在色紙舉起來時背出金句。如果孩子們

有困難，稍微給他們看一下金句海報。

吹哨子開始「比賽」時段，從下列遊戲和活動中挑選進行。

平安大使

讓孩子牽起手來圍成一圈坐下，並閉上眼睛。

由一位老師先當「平安大使」在外圈走動，只要他摸了某位孩

子的頭，被摸的人就要同時緊握左右兩邊人的手一下。然後，左手

的學員，再將握手訊號傳給另一邊的人一下。右邊的學員也將握手

訊號傳給另一邊的同學，像接龍一樣一個一個人把「平安訊號」傳

出去，最後某個孩子的雙手會同時被握到，而他就要起立大喊：

「我平安了！」在他左右兩邊的人，即刻起立以彼此反方向繞外圈

跑回空位；而「平安大使」也趁機搶進空位。形成三人搶兩個位

置，沒搶到位子的人，就成為下一輪的「平安大使」。

預備

□詩歌音樂／歌譜

□音樂播放器

執行

□播放《耶穌的小孩》。

預備

□書面紙（綠色、黃色、紅色

各一張）

□「練習」時段的金句海報

□膠帶

執行

□展示金句海報。

預備

□哨子

執行

□二小隊一起進行，16～20人

圍成圓形。

 延伸
背金句時間（10分鐘）

 比賽
遊戲與活動（50分鐘）



475-成為有平安的人

結束遊戲，提醒孩子們不要憂慮，藉著禱告和感恩，我們就能

得著神所賜的平安。我們可以信靠神，神要我們成為有平安的人。

馬蹄鐵

說明：「住在阿帕拉契山脈的人都喜歡玩『馬蹄鐵』。計分方

式：各小隊每次派出一人進行。站在起點線，把『馬蹄鐵』扔向瓶

子，說出今天學到的一件事、一個聖經故事情節或金句，就可以得

到一百分。『馬蹄鐵』扔得最靠近瓶子的人，可以得到額外的五十

分。」

給每小隊一枚「馬蹄鐵」，然後開始比賽。

在計分紙記下各小隊得分。

一抹微笑

由小隊各自進行，小隊員圍成一圈。

輔導老師示範：先露齒微笑，然後用手遮住嘴將臉上的微笑

「抹掉」，不再露齒微笑的走到一個孩子旁邊，把你的微笑「用手

傳」給他，然後學員把手蓋住自己的嘴把微笑裝上去；微笑幾秒後

再把微笑抹下來傳給另一個人。在圈裡的每個人都不可以笑，任何

被抓到偷笑的人必須坐到圈子中央，扮鬼臉逗別人笑來加入他。

結束遊戲，說：「憂慮並不好玩，憂慮使負面的想法影響我

們。神愛我們，要我們成為有平安的人，神要我們信靠祂而不是憂

慮。」

分發杯子蛋糕，在小隊享用的時候，請孩子們說出今天學到了

什麼。複習今天的聖經故事、金句和團隊經文。提醒孩子們，神愛

他們。

總結：「神要給我們最好的，我們可以帶著自己的憂慮去投靠

祂。」

帶領孩子們用腓立比書四章6節來禱告，結束課程。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緩和
茶點與總結（30分鐘）

預備

□裝滿水的塑膠瓶（一隊一

個）

□塑膠馬蹄鐵或半圓形的物品

（一隊一個）

□膠帶

□麥克筆

□半張白紙

執行

□把瓶子放在場地的不同地

點。

□在距離瓶子約三公尺遠的地

方用膠帶貼出起點線。

預備

□綴有紅色、黃色和綠色糖霜

的杯子蛋糕

□餐巾

□果汁

□紙杯



48 品格挑戰 快樂假日

第五課：學生本解答

1～3年級

「號誌」

禱告並且說出來。

禱告並且讀聖經。

禱告並且唱詩歌。

4～6年級

「號誌」

回答會有各式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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