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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 為人正直不偏倚(上) 

負擔：為人正直、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成為世上的光。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禱告：主耶穌，使我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神。 

 

內容： 

一、詩歌：兒詩 1101 首  我是世上光 

 

二、引題：當你被人冤枉時，你的心情如何？你會怎麼做？ 

三、故事：神拯救心裏正直的人 (故事內容取材自”性格的培養 4 純正靜”p57) 

圖一：一位任職海關的弟兄，平日為人公正不阿，認真勤奮。有一天，在執行通關檢查時，

因對某立委挾帶菸品入關，依法行事，秉公處理，而得罪了當事人。 

圖二：後來，該立委心有不甘，竟向弟兄的長官施壓，將弟兄調職；同時，弟兄還得上立法

院接受質詢。 

圖三：前一晚，弟兄迫切禱告，並未與任何人交通，只想獨自默默承擔壓力。 

圖四：質詢當天，面對立委、部長、官員、媒體，他一面回答，一面心裏不住的禱告仰望主。

當立委連番指責他時，弟兄陷入兩難；因為他若當場照事實反駁，必得罪在場多數人；

若隱瞞事實，又違背他裡面的主和自己的良心。最後，他選擇聖經的路：「逼迫你們

的，要為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羅十二 14)於是，他簡單的回答質詢

者：「願主耶穌賜你平安喜樂！」當時，他只想以此祝福大家，也祝福自己。 

圖五：沒想到，這簡單的祝福，在當天傍晚，透過電視頻道播送出去。聖徒們得知此事，便

迫切為弟兄代禱，求神管制環境，保守弟兄脫離一切的兇惡和不法，平靜所有的風浪。 

圖六：隔天，煤體的報導全面支持弟兄的正義與勇氣，並有多位具正義感的立委，透過媒體

表達他們對這位弟兄的支持。 

圖七：一位女立委甚至在記者會上起立，為國家社會禱告，求神使維護國家立法的人，能有

力量面對邪惡的勢力。 

圖八：網路上也塞爆民眾對這位弟兄的支持，和對不法官員的撻伐。最終，在輿論壓力下，

當事人向弟兄道歉，弟兄也得到遲來的正義，官復原職。 

     

小結  

因著這位弟兄將主擺在第一位，所以他能在關鍵時刻，高舉主名榮耀神。他的遭遇鼓勵我們

在遇到不法或不公的事，只該有一個態度，就是緊緊抓住主，信靠主；主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正 兒童排教案 

 2 

 

問題單 

1. 在海關任職的這位弟兄，平日為人如何？公正不阿，認真勤奮。 

2. 他為何得罪了某位立委？因為有一天，在執行通關檢查時，他發現這位立委挾帶菸品入

關，所以他依法行事，秉公處理，而得罪了該立委。 

3. 被得罪的立委如何向弟兄報復？ 該立委心有不甘，竟向弟兄的長官施壓，將弟兄調職；

同時，弟兄還得上立法院接受質詢。 

4. 這位弟兄如何面對眾人的質詢？ 

他一面回答，一面心裏不住的禱告仰望主。他選擇聖經的路：「逼迫你們的，要為他們

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於是，他簡單的回答質詢者：「願主耶穌賜你平安喜樂！」

當時，他只想以此祝福大家，也祝福自己。 

5. 最後，這位弟兄如何脫離一切的不法和兇惡？ 

藉著聖徒的代禱，以及媒體、多位立委、民眾的支持，最終，在輿論壓力下，當事人向

弟兄道歉，弟兄也得到遲來的正義，官復原職。 

6. 如果你被人打小報告，但是事情不是你做的，是有人想推卸責任，故意誣賴你的，你該

怎麼辦？ (服事者就著孩子的回答給予適當的幫助，不採取報復或言語攻擊，也不是怯

懦的只是哭泣、不知所措；引導他們要禱告依靠主，因為我們的智慧、謀略、盾牌和幫

助都在於神，祂拯救心裡正直的人；另外，也可交通給弟兄姊妹，請他們為你代禱。)( 不

採取報復或言語攻擊就是不倚靠自己的方法，不採取以惡報惡的態度。) 

 

四、經節：詩七 10 「我的盾牌是在於神，祂拯救心裏正直的人。」 

        

五、生活操練：為人正直，遇到有不義的事或不公平的對待時，學習依靠神，經歷祂的拯救。 

 

當你遇到不公平被人冤枉時， 

 

 

1.請分享你當時的感覺 2.你要如何倚靠主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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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正(一)為人正直不偏倚(上) 

◎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 負擔：為人正直、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成為世上的光。 

◎ 詩歌：兒詩 1101 首 我是世上光 

我是世上光，純淨又明亮 

像一枝小蠟燭在夜裡發光 

要將黑暗世界照耀輝煌 

我是世上明光，純淨明亮 

 

◎ 故事：神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 經節：詩篇七篇 10節 

        「我的盾牌是在於神，祂拯救心裏正直的人。」 

◎ 生活操練： 

   為人正直，遇到有不義的事或不公平的對待時，學習依靠神，經

歷祂的拯救。 

◎ 禱告：主耶穌，使我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學習顧到良心的

感覺並聽從神。 

                  



                                                                                 正 兒童排教案 

 4 

 分享：  

1當你遇到不公平，被人冤枉時，請你分享當時的感覺。 

 

 

 

 

 

2 你要如何倚靠主來處理？ 

 

 

 

 

 

 

每週一善 

(做家事或 

幫助同學) 

       

服事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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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二) 為人正直不偏倚(中) 

負擔：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禱告：主耶穌，使我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神。 

 

內容： 

一、詩歌：兒詩 1101 首  我是世上光 

 

二、引題：如果你是一家超商的老闆，你要雇用員工，你雇用的條件是什麼呢？ 

 

三、故事：公義蜂 (性格的培養 4 純正靜 親子圖畫書 臺灣福音書房) 

圖一：喬治、亨利和查理，三人從小結伴上學，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上了國中，喬治和亨利

經常在放學後，一起出去玩，到很晚才回家。查理則像以前一樣，放學後直接回家複

習功課。查理的功課很好，而喬治和亨利的成績變得很差。 

圖二：考試快到，喬治和亨利請求查理，考試時幫他們的忙。「不行，媽媽說作人要誠實正

直。」「唉！你媽媽又不會知道。」亨利說。「在考試時，幫朋友的忙是可以的。」

喬治理直氣壯的說。「這是作弊，我不能答應你們。」查理認真的說。考試成績公佈

了，查理以高分通過所有的考試；喬治和亨利卻都不及格。不久，他們開始找查理麻

煩，給他取各種怪綽號。 

圖三：媽媽發現查理的神色不對，就關心的問查理：「孩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於是，

查理一五一十的說出事情的經過。媽媽聽完後，欣慰的說：「我很高興你沒有作錯誤

的事，我因你感到驕傲。當你嘗試去作正當的事，有時你會發現很困難，但是過一陣

子，你就會看到結果。」 

圖四：暑假到了，同學們都想打工賺零用錢。一天，亨利路過一家雜貨店，看見「徵工讀生」

的告示，就走進去應徵。老闆派他把一箱的鐵釘和螺絲釘作分類，亨利作了一會兒，

就對老闆說：「我不想作這無聊的工作。」亨利從老闆領了工錢，就回家去了，留下

一地板的螺絲釘和鐵釘。 

第二天，喬治也去應徵那分工作。過不久，他也領工資離開了，留下散落滿地的鐵釘

和螺絲釘。老闆邊收拾，邊自言自語的說：「我願意花更多的錢，雇用一個正確的人

來作事。」 

圖五：幾天後，查理路過那家雜貨店，也看到門上的告示。他走進店裡，應徵工作。老闆用

銳利的眼光打量著查理：「喬治和亨利是你的朋友麼？」「喔，不是的，先生，」查

理回答：「我們以前是好朋友，但自從發生了一些事以後，我們就不再在一起了。」

老闆說：「我很高興聽到這些話。好吧，你試試看，希望你是我想要雇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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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查理口裡哼著歌，耐心的工作了兩三個小時，終於完成了。老闆走進小房間，看見查 

 

理細心的把螺絲帽、鐵釘、和螺絲釘分開，放在不同的箱子裡。忽然，查理叫了起來：

「怎麼會有錢壓在箱子底下？！」查理遞給老闆一張五元的鈔票，老闆收下鈔票，微

笑的說:「現在，你可以將箱子裡的螺絲帽、鐵釘和螺絲釘，分別裝進小盒子裡。」

查理依照老闆的指示，完成了當天的工作。 

圖七：一天早晨，查理正在清洗地板，發現牆角有一些一分的硬幣，他就撿起來放在架子上，

並告訴了老闆。過了幾天，他又發現一些一分的，和兩個二角五分的硬幣。他照樣把

錢放在架子上，告訴了老闆。一個月後，一天早晨他正在打掃時，發現了一張嶄新的

一元鈔票，他很想佔為己有。「老闆不會發現，」他心裡盤算著。 

圖八：就在這時，有一隻「公義蜂」的聲音，(本則故事將人的良心比喻作『公義蜂』；良

心會適時的題醒人，使人知道甚麼是神所稱義的，甚麼是神所定罪的。)在他耳邊嗡

嗡響起：「千萬別忘了媽媽的話，她因你感到驕傲，因為你總是竭盡所能的作正當的

事。」查理手中拿著一元鈔票，翻來覆去，心裡也翻騰著，公義蜂又繼續嗡嗡的對他

說：「不要作任何事讓媽媽以你為恥，要作對的事！要作正當的事！」最後查理不再

猶豫，堅定的說：「是的，我會的。」他把一元鈔票放在架子上，等著報告老闆。老

闆知道這事後，拍拍查理的肩膀，說：「你真是個好孩子。」到了週末，查理的薪水

袋中，除了應有的工錢之外，竟多了一張嶄新的一元鈔票。整個暑假，查理都在這家

店裡工作。開學後，查理繼續到店裡打工，幫忙分擔家計。 

圖九：畢業以後，老闆請查理留在店裡擔任正式的職員，待遇也很好。有一天，老闆問查理，

是否記得第一次到店裡工作的情形。原來，查理發現的五元鈔票，是老闆故意放的，

為要試驗來應徵的人，是否值得信任。 

圖十：查理好奇的問：「當亨利和喬治在分釘子時，五元鈔票也壓在箱子底下麼？」「是的，

他們都發現了一張五元鈔票，也都拿走了。」老闆回答說。「那麼，你豈不是損失了

拾元！」查理驚訝的說。「不錯，為了找到誠實、正直、可信託的人，我寧願花那拾

元。我相信這是值得的，而且我也的確找到了！」 

問題單 

1. 上了國中，喬治、亨利和查理在讀書態度上有何不同？  

喬治和亨利經常在放學後一起出去玩，很晚才回家；查理則直接回家複習功課。 

2. 喬治和亨利為什麼要找查理麻煩？他們請求查理幫忙作弊，查理沒有答應。 

3. 暑假到了，他們三人都到同一家店去應徵工作，為何喬治和亨利很快就離開了？他們還

作了甚麼不對的事？  

沒有耐心作完老闆分派的工作，甚至拿走老闆放在箱子底下的五元鈔票。 

4. 一天早晨，查理在打掃時，發現一張嶄新的一元鈔票。他很想佔為己有，後來為何會改

變主意，把錢交給老闆？ 

 有『公義蜂』題醒他，不要作任何讓媽媽以他為恥的事，要作對的、正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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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事中的公義蜂代表什麼？  人的良心。  

 

6. 雜貨店的老闆為何履次在店裡放硬弊或鈔票？ 

為要試驗所雇用的人是否誠實、正直、可信託。 

7. 從哪裡可以看出查理的誠實、正直？ 

   a. 考試不幫忙作弊。  

   b. 撿到錢不佔為己有，並交還給老闆。 

 

四、經節：詩篇十一篇 7 節 「耶和華是公義的；祂愛公義的行為。正直人必得見祂的面。」 

 

五、生活操練：1. 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2. 請將生活中公義蜂(良心)對你提醒的話寫下來。 

 

日 期 事  件 良心提醒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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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正(二)為人正直不偏倚(中) 

◎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 負擔：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 詩歌：兒詩 1101 首 我是世上光 

我是世上光，純淨又明亮 

像一枝小蠟燭在夜裡發光 

要將黑暗世界照耀輝煌 

我是世上明光，純淨明亮 

 

◎ 故事：公義蜂 

◎ 經節：詩篇十一篇 7節 

   「耶和華是公義的；祂愛公義的行為。正直人必得見祂的面。」 

◎ 生活操練：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請將生活中公義蜂(良心)對你提醒的話寫下來。 

◎ 禱告：主耶穌，使我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學習顧到良心的

感覺並聽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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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日  期 事件 良心提醒的話 

   

   

   

   

   

   

   

每週一善 

(做家事或 

幫助同學) 

       

服事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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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三) 為人正直不偏倚(下) 

負擔：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禱告：主耶穌，使我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神。 

 

內容： 

一、詩歌：兒詩 1101 首  我是世上光 

 

二、引題：如果你是一家員工，你會堅持你的態度或專業，還是迎合老闆的想法？ 

 

三、故事：瑞典人的政治勇氣  

圖一：中國旅客曾家一家人，誣賴瑞典旅館欺負他們一家人。事實上旅店一開始是允許他們

一家在大廳休息，且特意調低了背景音樂。直到他們一家得寸進尺大聲喧嘩，要求立

刻給他們房間，才惹毛了工作人員，請警方將他們抬走。結果，大鬧瑞典的飯店的事

件，引起中國政府宣稱瑞典「辱華」，在國際間吵得沸沸揚揚。中國外交部卻死不認

錯，繼續逼瑞典道歉。但瑞典人真是好欺負嗎？ 

圖二：瑞典人尊重事實，他們藐視為了利益而撒謊的人。這是有歷史典故的。瑞典有一個著

名的景點“瓦薩沈船博物馆＂。 

圖三：瑞典是一個以海軍起家的國家，無論在防衛國家或波羅的海上跟其他國家爭奪領地都

需要強大的海軍實力。因此在 1625 年(距今 393 年前)瑞典國王就命令人打造一艘超

級戰艦，除了可以跟敵國波蘭一較高下之外，還可以跟其他國家炫耀。 

圖四：超級戰艦委由荷蘭一家經驗豐富的造船廠來製作，期間花費三年，砍倒上千棵櫲樹來

打造，雇用了各行各業來打造，包括泥匠、鐵匠、木工、細木工、玻璃工、製繩工、

雕塑家、藝術家、縫帆工、畫家等等，期間動用了超過 400人力，歷時三年建造完成。

瓦薩號全長 69 公尺、寬 11.7 公尺、高度 52.5 公尺 (大約十五樓高)。當時在十

七世紀可以在三年內把這軍艦 “完工＂，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圖五：但由於國王當時並沒有聽從設計師建議，硬要加更多砲台，和許多精美的雕塑，所以

船的設計以及平衡感出了問題，導致在首航的時候，瓦薩號才行駛 1300 公尺被風一

吹就沉船了。 

圖六：最初的結構，是一艘單層炮艦。造船期間，國王知道丹麥已經修了雙層炮艦，於是修

改原始設計，把單層改成雙層，並且增加許多炮口和精美的雕飾。並且把重量較重的

軍火砲都放在頂層，雖然艙底加了很多大石頭增加重量，但仍然不足以平衡船殼，使

得船頭重腳輕，趕工期間又取消很多安全測試，使得船一落水就註定無法平衡，風一

颳就使船偏倒。再加上原本是單層炮口改雙層炮口，使得船艙在風吹偏倒時，加速從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91%9e%e5%85%b8.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be%b1%e8%8f%af%e4%ba%8b%e4%bb%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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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口進水，以上總總造成沈船的失誤。 

圖七：一艘精美而武力強悍的戰艦一仗未打，一炮未發，剛剛下水行駛一公里就沉了。當然

主要責任在當時的國王，但其中負責驗收的戰艦海軍部長本可以阻止這場災難，但他

因為沒有講事實的勇氣，明明知道戰艦品質不合格，也不敢如實報告。结果造成了惨

重的損失和三十多名水手的死亡。 

圖八：瑞典人以此為教訓，把這個海軍部長作為「缺乏政治勇氣」的典型代表，記入史冊。

每一個參觀這個戰艦的瑞典中小學生，都熟知這段典故。要敢於講真話——成了他們

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所以他們的新聞自由度才名列前茅，所以他們的政府清廉度才穩

居世界前五位—所以他們不懂得為照顧面子而撒謊。由此可知，我們也要有說實話的

用氣，不要屈服壓力而選擇順從潮流。 

 

問題單 

1. 瑞典是一個以什麼起家的國家，所以需要要強大的艦隊？ 海軍 

2. 當時的國王為了打造一艘超級戰艦，委由荷蘭一家經驗豐富的造船廠來製作，雇用了各

行各業來打造，包括泥匠、鐵匠、木工、細木工、玻璃工、製繩工、雕塑家、藝術家、

縫帆工、畫家等等，歷時三年建造完成，但是國王為了炫耀這艘華麗的船，更改了設計，

他有沒有聽從設計師的建議？ 沒有 

3. 根據上題，國王增加了什麼？          

硬要加更多砲台,和許多精美的雕塑，所以船的設計以及平衡感出了問題。       

4. 這艘船為什麼會沈船？ 

 最初的結構，是一艘單層炮艦。造船期間，國王把單層改成雙層，並且增加許多炮

口和精美的雕飾。 

 重量較重的軍火砲都放在頂層，雖然艙底加了很多大石頭增加重量，但仍然不足以

平衡船殼，船頭重腳輕 

 趕工期間又取消很多安全測試，使得船一落水就註定無法平衡，風一颳就使船偏倒 

5. 當然主要責任在當時的國王，但關鍵人物是誰？ 負責驗收的戰艦海軍部長 

6. 原本他可以阻止這一場災難的發生，可是他欠缺什麼，導致戰艦一仗未打，一炮未發，

剛剛下水行駛一公里就沉了，還造成了惨重的損失和三十多名水手的死亡？ 

   講事實的勇氣 

7. 從這個故事我們學到了什麼？ 

   我們要練習「有說實話的勇氣」，不要選擇屈服壓力而順從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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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節：詩篇十一篇 7 節 「耶和華是公義的；祂愛公義的行為。正直人必得見祂的面。」 

 

五、生活操練：1. 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2. 請將生活中你的「瑞典人的政治勇氣」經驗寫下來。 

 

日 期 事  件 我的「瑞典人的政治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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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正(三)為人正直不偏倚(下) 

◎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 負擔：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 詩歌：兒詩 1101 首  我是世上光 

我是世上光，純淨又明亮 

像一枝小蠟燭在夜裡發光 

要將黑暗世界照耀輝煌 

我是世上明光，純淨明亮 

 

◎ 故事：瑞典人的政治勇氣 

◎ 經節：詩篇十一篇 7節 

   「耶和華是公義的；祂愛公義的行為。正直人必得見祂的面。」 

◎ 生活操練：1行事正直不彎曲，學習顧到良心的感覺並聽從。 

2請將生活中你的「瑞典人的政治勇氣」經驗寫下來。 

 

◎ 禱告：主耶穌，使我信靠神，行事討神的喜悅，學習顧到良心的

感覺並聽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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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日  期 事件 我的「瑞典人的政治勇氣」 

   

   

   

   

   

   

   

每週一善 

(做家事或 

幫助同學) 

       

服事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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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四) 有正確的心並正直的靈 

負擔：藉著悔改、認罪，求主賜給我們一顆正確的心，一個正直的靈，使我們經歷並享受祂。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禱告：主耶穌，修直我的心，使我處事正直榮耀神。 

 

內容： 

一、詩歌：路加福音三章 5 節 (調用兒童詩歌 205 首) 

 

二、引題：在班上選模範生你會選怎樣的人？能否找到一個同學是完全正直、毫無缺點？ 

 

三、故事：勇於認錯的年輕人 (聖靈的果子 親子圖畫書甲本 臺灣福音書房) 

圖一：距今約一百年前，有許多傳教士飄洋過海，到中國來傳福音；他們殷勤的撒種，使福

音的門在中國打開，千千萬萬的人，被引到神面前，接受了救恩。主也在中國信徒中，

興起有能力的傳福音者。有位名叫余慈度的女子，自年幼起就是個愛主的基督徒。家

人要她去英國學醫，她卻在搭船赴英途中，答應聖靈的呼召，而放棄學醫；她回到中

國，四處傳揚福音，領人歸主。 

圖二：有一天，余小姐應邀到近海的福州城傳福音，老老少少的人來聽福音，許多人都感動

落淚；其中有一位女子，名叫林和平，雖自稱為教友，卻未清楚得救。她聽余小姐傳

福音，裏面被光照，清楚得救了。誰也沒有想到，林女士的得救，竟然帶給全家，甚

至全中國，一道最明亮的曙光。 

圖三：林和平女士有九個孩子，倪述祖排行老三，他十分聰明，卻也調皮得很。他總是孩子

群中的老大哥，帶頭鬧事。儘管媽媽管教嚴格，他還是常惹禍；不是弄壞名貴的裝飾

品，就是打破了漂亮的花瓶，只好常挨媽媽打。 

圖四：這一天，不知誰把花瓶弄破了。林女士從外面回來，看見家中散落的花瓶碎片，第一

個就想到老三。「老三，你怎麼又打破了花瓶？」「不，不，這花瓶不是我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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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述祖無辜的望著媽媽。「你還敢辯嘴？」媽媽正在氣頭上，不由分說的就狠狠打了

下去。老三無緣無故的挨打，嘴上不說甚麼，心裡卻忿怒極了。「為什麼媽媽不相信

我的話呢？」他越想，心裡越傷心。 

圖五：沒想到媽媽去聽了余小姐的福音，回來後，態度竟和以前大大不同了。「述祖，想起

那天的事，真覺得對不起，我沒有問清楚，就打了你一頓，請你原諒媽媽。」倪述祖

驚訝極了，媽媽竟然向他認錯，這是從來沒發生過的事。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媽媽改

變了？ 

圖六：倪述祖十分受感動，就跟著媽媽去聽福音，當天倪述祖接受了主耶穌，作他的救主。

從此以後，這位調皮搗蛋的年輕人，無論在家，或是在學校，都大大的改變了。 

圖七：倪述祖在福州有名的三一中學念書，因為天資聰穎，念書不花功夫，也能名列前茅；

獨有聖經這一科，他最不愛讀。他很好勝，不願因一科考不好，而輸給別人。聰明的

倪述祖，想了一個辦法，每次考聖經這一科，他就將重要的經節，抄在手掌上；那時

衣服的袖子很長，可以將手掌遮住。這樣試了好幾次，竟然都沒有被人發現。 

圖八：信主以後，聖靈在倪述祖裡說話，要他去向老師及校長，承認作弊的事。這怎麼行呢？

在這所名校，作弊是要被開除的。何況，大家都認為他是好學生，若是知道他作弊，

會怎樣嘲笑他？倪述祖掙扎不已，最後，神的愛感動他，叫他看見，耶穌基督比一切

更寶貴。他終於下定決心，去向校長自首，承認作弊的罪。校長見他如此誠實，也深

受感動，原諒了他。 

圖九：從此以後，倪述祖完全改變了，他不再浪費片刻光陰，專心認真的讀書，並且熱切向

同學傳福音，帶領許多人得救。他更蒙主呼召，傳福音事奉主，建立許多召會，他將

自己的名字改為「倪柝聲」，意思是儆醒打更的更夫，向黑夜裡的人，發出打更的聲

音。最後，他因為愛主的緣故，忠心的為主殉道了。 

 

問題單 

1. 倪述祖的母親叫什麼名字？ 林和平女士 誰傳福音給她，使她清楚得救？ 余慈度小姐 

2. 倪述祖在家中排行老幾？老三  他未得救前的情形如何？ 十分聰明，卻也調皮得很。他

總是孩子群中的老大哥，帶頭鬧事。儘管媽媽管教嚴格，他還是常惹禍；不是弄壞名貴

的裝飾品，就是打破了漂亮的花瓶，只好常挨媽媽打。 

3. 林和平女士清楚得救後，有什麼改變，以至影響了倪述祖？她向這個最調皮的兒子認錯。 

4. 倪述祖接受耶穌作救主後，面對之前考試作弊的事，他如何操練有正確的心？ 

神的愛感動他，叫他看見，耶穌基督比一切更寶貴。他終於下定決心，去向校長自首，

承認作弊的罪。 

5. 倪述祖得救後有哪些改變？ 

   a. 在神和人面前承認自己的罪，保持自己的良心清潔，有正確的心並正直的靈。 

   b. 他不再浪費片刻光陰，專心認真的讀書。 

c. 熱切向同學傳福音，帶領許多人得救。 

d. 蒙主呼召，傳福音事奉主，建立許多召會，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倪柝聲」，意思是

儆醒打更的更夫，向黑夜裡的人，發出打更的聲音。 

e. 最後，他因為愛主的緣故，忠心的為主殉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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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節：路加福音三章 5 節「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曲的要修為直路，

崎嶇的要改為坦途。」 

 小結  

    要成為一個正的人，我們需要有正確的心並正直的靈。當施浸者約翰在曠野傳福音叫人

悔改時，他喊著：「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曲的要修為直路，崎嶇的要

改為坦途。」(路三 5)山漥、山岡、彎曲的、崎嶇的，都是比喻的說法，描述人心的光景。

當我們的心有山漥、山岡時，我們的心就成了彎曲、崎嶇的，這就限制主在你裡面作工。 

    我們的心也許有許多的大小山岡，就如：驕傲、自誇、好顯揚…；或是許多的山漥，就

如：軟弱害怕、空虛、憂慮、下沉…。為此，我們需要藉著悔改轉向主，把心裡一切的山岡、

山漥，都一一削平、填滿，使我們心裡的每一部分，都變為正直、平坦，讓主有路進到我們

心裏做工，使我們有正確的心、正直的靈，經歷並享受祂。 

 

五、生活操練：操練悔改和認罪(向神、向人)，使我們有一顆正確的心，正直的靈。 

 

日 期 蒙光照的事 悔改認罪的對象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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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正(四)有正確的心並正直的靈 

◎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 負擔：藉著悔改、認罪，求主賜給我們一顆正確的心，一個正直

的靈，使我們經歷並享受祂。 

◎ 詩歌： 路加福音三章 5節 (調用兒童詩歌 205首)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彎曲的要修為直路，崎嶇的要改為坦途。 

◎ 故事：勇於認錯的年輕人 

◎ 經節：路加福音三章 5節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曲的要修為直

路，崎嶇的要改為坦途。」 

◎ 生活操練：操練悔改和認罪(向神、向人)，使我們有一顆正確的

心，正直的靈。 

 

◎ 禱告：主耶穌，修直我的心，使我處事正直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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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日  期 蒙光照的事 悔改認罪的對象及內容 

   

   

   

   

   

   

   

每週一善 

(做家事或 

幫助同學) 

       

服事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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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五) 處事正中不偏重 

負擔：求主時時光照我們，賜給我們一顆正確的心，正直的行事為人。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禱告：主耶穌，修直我的心，使我處事正直榮耀神。 

 

內容： 

 

一、詩歌：路加福音三章 5 節 (調用兒童詩歌 205 首) 

 

二、引題：想像一下，如果你剛剛釣到的都是真的魚，你會不會想帶回家呢? (辛苦釣到的，

當然想帶回家囉！)只是我們等一下要聽的故事是”他們何須放棄那條魚?”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聽故事囉！ 

 

三、故事：他們何須放棄那條魚 ? 

(文字取材自網路流傳故事，圖-高雄市召會 兒童教務繪圖小組) 

圖 1：有一位美國人利用週末帶著九歲的孩子去釣魚，河邊有塊告示牌寫著：「釣魚

時間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止。」一到河邊，父親就提醒孩子要先讀清楚告示

牌上的警示文字。那位孩子很清楚只能垂釣至下午四點。 

圖 2：父子倆從上午十點半開始垂釣，直到下午三點四十七分左右，突然間孩子發

現釣竿的末端已彎曲到快要碰觸水面，而且水面下魚餌那端的拉力很強，他

大聲喊叫父親過去幫忙，這種情形顯示應該是釣到了一條大魚。  

圖 3：父親一邊協助孩子收線，一邊利用機會教導孩子如何跟大魚搏鬥，兩人經過

一段時間的拉、放之後，終於將一條長約 65 公分、寬約 22 公分、重約七、

八斤的大魚釣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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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父親雙手緊緊捧著大魚，跟孩子一起欣賞著，孩子顯得非常高興又很得意。 

圖 5：不料突然之間，父親看了一眼手錶，收起笑容對孩子正色地說：「親愛的，

你看看手錶，現在已經是四點十二分了，按照規定只能釣到四點正，因此我

們必須將這條魚放回河裡去。」 

圖 6：孩子一聽，趕緊看著自己腕上的手錶，證實確是四點十二分，但卻很不以為

然地對父親說：「可是我們釣到的時候，還沒到四點啊！這條魚我們應該可

以帶回家。」 

圖 7：孩子一面說，同時露出一臉渴望的表情，加上懇求的語氣看著父親，可是父

親隨即回答說：「規定只能釣到四點，我們不能違背規定。不論這條魚上鉤

的時候是否在四點以前，我們釣上來的時間已經超過四點，就應該要放回

去。」 

圖 8：孩子聽了之後，再次對父親要求：「爸爸，就這麼一次啦！我也是第一次釣

到這麼大的魚，媽媽一定很高興。這裡又沒有人看到，就讓我帶回家去吧！」 

圖 9：父親斬釘截鐵回答說：「不可以因為沒有人看到就說要帶回去。不要忘記，

神在看啊！祂知道我們做了什麼。」說著，隨即與孩子捧起那條魚，將它放

回河裡去。孩子眼裡含著淚水望著大魚離去，沒有再說一句話，默默跟著父

親收拾起釣具回家了。 

圖 10：十多年後，這個孩子成為一位口碑很好的律師。在他的事務所客廳裡掛著

一幅匾額，寫著：「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

就是出於那惡者。」（出自聖經馬太福音五:37）每個來找他辦案的人，他

都要求當事人必須先讀一次這句話，然後對他們說：「若是被我發現你有隱

藏案情，或是不誠實，我會立即拒絕為你辯護。因為我無法替不誠實的人

伸冤，那會違背我的信仰良知。」 

圖 11：這位律師名叫喬治．漢彌爾頓（George Hamilton），在紐約市執業，他最

出名的一句話是：「我從不強辯，只照實說出事實真相，因為神知道我所說

的每句話。」 

 

問題單 

1 父親帶孩子到河邊釣魚時，首先要孩子做哪一件事?  (先讀清楚告示牌上的警示文字。)

告示牌上寫了什麼?  (釣魚時間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止。) 

 

2 父子倆在幾點釣到魚呢?  (三點四十七分) 

但他們幾點才把魚釣起來?  (四點十二分) 

這時候，對於能不能把魚帶回家，父子倆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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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子覺得：釣到魚的時候，還沒到四點，所以可以帶回家。 

父親教導：該誠實照著告示牌上的規定，既然釣上來的時間已經超過四點，就應

該把魚放回去。 

(2)孩子要求：爸爸，就這麼一次啦！我也是第一次釣到這麼大的魚，媽媽一定很

高興。這裡又沒有人看到，就讓我帶回家去吧！  

父親教導：不可以因為沒有人看到就把魚帶回去。不要忘記，神在看啊！祂知

道我們做了什麼。 

末了，他們有把魚帶回家嗎?  (沒有，孩子眼裡含著淚水望著大魚離去。) 

 

3 十多年後，這個孩子成為一位口碑很好的律師。每個來找他辦案的人，他都要

求當事人必須先讀哪一句話 ?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負擔的話】 

    父親帶孩子去釣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孩子讀清楚告示牌上的警示文字。這表示父

親非常看重告示牌上所立下的釣魚原則。後來當他們在時間內釣到魚，卻在過了時間才將魚

釣起時，這考驗著父子倆。父親幫助孩子不為了將魚帶回，就給自己理由“我 3 點 47 分就

釣到魚啦”，“又沒人看到”…。 

這使他成為一位好律師，只為誠實的人辯護。他自己也在神面前照實說話，

他最出名的一句話是：「我從不強辯，只照實說出事實真相，因為神知道我所說的

每句話。」  

 

四、經節：歷代志上二十九章 17 節  「我的神阿，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 

 

五、生活操練：在生活中行事為人與說話上有正確的心和正直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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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正(五) 處事正中不徧重 

◎ 口訣：為人正直不偏倚，處事正中不偏重 

◎ 負擔：求主時時光照我們，賜給我們有一顆正確的心，正直的行

事為人。 

◎ 詩歌：路加福音三章 5節 (調用兒童詩歌 205首) 

 

◎ 故事：他們何須放棄那條魚? 

◎ 經節：歷代志上二十九章 17節 

        「我的神阿，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 

 

◎ 生活操練：在生活中行事為人與說話上有正確的心，正直的靈。 

 

◎ 禱告：主耶穌，修直我的心，使我處事正直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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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1.你覺得父親在釣魚這件事上對兒子的教導，對他之後成為好律師

有什麼影響? 

 

 

 

 

2.你有曾經想做的事，但心裡不平安，良心有感覺而決定做正確的

事情嗎？請寫下來 

 

 

 

 

 

每週一善 

(做家事或 

幫助同學) 

       

服事者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