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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破冰的帶領 

王道仁 
一、小組破冰的功能：可拉近關係、跨越尷尬，加速小組度過摸索期，並輔助後續小組討論和分享。

另可配合主題或信息進行破冰活動，更能加強該次主題 

二、小組破冰的種類 

1. 點心、聚餐：會有一些花費，適用各年齡層 

2. 破冰遊戲：適合大專(含)以下，可帶動氣氛。國小同學中年級(含)以下要注意是否會讓孩子們

靜不下心，低年級則可採用畫圖分享 

3. 破冰活動：有些分享性活動也適合成人 

三、小組破冰的準備：可搜尋「破冰」。許多遊戲帶領都有訣竅，多看、多帶會慢慢掌握 

四、小組破冰的演練：分享這期課程收穫 

五、小組破冰遊戲分享 

1. 熱身： 

(1) 丟帽子(5min)： 

人數：5-10 人 

效果：熟悉名字、促進氣氛 

基本型：先簡單自我介紹名字，然後用一頂帽子丟來丟去，要丟給一個人必須先講出他的名字才

能丟給他。 

變化型：玩一會兒大家比較熟之後，可以偷偷多加幾頂帽子同時丟。 

要訣：主持人需小心被圍攻，被圍攻時可把丟過來的所有的帽子快速的丟給一位小組員。 

道具：各色帽子 

(2) 比手畫腳： 

人數：人多時可分組，人少時就不分組直接玩，至少 2-3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可設計和聖經、教會或主題相關的句子來猜 

基本型：小組派一代表到主持人那裏看題目，然後比給大家猜是什麼句子。 

要訣：可出小組員或契友的名字、流行用語、聖經相關人物內容等。難易須適中。 

道具：題目 

(3) 畫圖猜句(10min 以上)： 

人數：人多時可分組，人少時就不分組直接玩，至少 2-3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可設計和聖經相關的句子來猜 

基本型：類似比手畫腳，小組派一代表到主持人那裏看題目，然後用畫圖的方式給大家猜是什麼

句子，但是圖上不能寫字。 

要訣：可出小組員或契友的名字、流行用語、聖經相關人物內容等。難易須適中。 

道具：題目、紙、筆 

(4) 背後畫圖(或寫字)(10min，適人數多寡而定)：  

人數：4-10 人 

效果：分享直接溝通的重要。 

基本型：所有人排成一排面對同一方向，主持人在最後一人背上畫圖或寫字，然後依序向前傳。 

要訣：不能設計太難或太簡單的圖形或字。最後主持人要做總結：話語經過一群人的傳達，很容

易造成許多扭曲和誤解，正如背後畫圖、寫字傳到後來會亂七八糟一樣。因此一些事情直接

溝通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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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紙、彩色筆或蠟筆 

(5) 完全的七(6min 以上)： 

人數：5-25 人 

效果：促進氣氛 

基本型：全體坐成一圈，開始輪流數 1、2、3、4……，但是數到 7(例如 17、27、37)或 7 的倍數(例

如 14、21、28)就不能數出來，以拍手代替。 

變化型：大家熟練幾次之後，可規定數到 7 或 7 的倍數時，除了拍手之外還要迴轉，就是往反方

向數回去。 

要訣：27、28 是很容易錯的地方，尤其是加上迴轉以後：數到 26 以後 27 的人要拍手，然後迴

轉因此換剛剛數 26 的人，不過因 28 是 7 的倍數，因此他也要拍手且迴轉。然後又輪回 27

的人要念出 29。另外就是因為很容易錯，所以如果時間比較短的話目標不要定太高，大家

能數到 30 或 40 就可以停止遊戲了。 

(6) 走到對面(25min)： 

人數：8-40 人 

效果：講合作的重要，促進團體關係 

基本型：所有圍成一大圓圈(要圓喔…)，然後主持人宣佈規則：「大家的目標就是要走到正對面那

個人的位置。不過眼睛閉起來，然後在走的時候雙手要做保護動作(雙手放胸前)避免受傷。

希望在最少的碰撞下能完成目標。」然後讓大家走走看。第一次做完之後(這一次應該有不

少碰撞吧….)，主持人要提示大家討論思考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把碰撞再減到最小。 

要訣：要讓大家自己想出最好的方法就是：手牽起來大家一起繞半圈。然後做完之後要講解：我

們這一個團體，如果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目標，就很容易會有很多摩擦和碰撞，

就像剛剛第一次一樣。但是當我們彼此合作，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標時，就能減少摩擦並達成

任務。 

(7) 尋寶遊戲： 

    人數：1-很多人 

    效果：增加趣味、凝聚感情 

基本型：可藏好很多寶物(例如復活蛋)，限時讓大家蒐集，找到最多寶物的可兌換禮物及分享題

目。 

變化型：可將分享題目剪成多塊拼圖，分別藏在各處讓大家蒐集，最後找齊即可分享。 

要訣：必須事先準備，準備者自己要紀錄才不會最後無法回收。若太難找不到，主持人可在旁提

示，或可規定有幾次求救機會。 

2. 分享遊戲： 

(1) 猜猜我是誰(15min 以上，視人數和題目數而定)： 

人數：4-10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分享 

基本型：事先預備分享題目，然後發紙給大家寫分享題目(可 3 選 2)，不過請大家不要寫上名字。

寫好後請大家把紙摺起來並集中給主持人，主持人就一張一張拿起來唸，給大家猜是誰寫的。

猜到之後把紙還給寫的人並請他分享。 

要訣：分享題目要出得好。在念的時候可以每念一題就看有沒有人要猜。要跟大家講猜錯沒關係，

大家才會敢猜。 

道具：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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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曲線圖(25min 以上，視人數而定)： 

人數：4-8 人 

效果：深入分享 

基本型：發紙給大家，然後請大家畫出自己的生命曲線圖：以縱軸為心情，以橫軸為年齡來畫出

曲線。 

變化型：可以改成信仰曲線圖(分享自己的信仰高低起伏)、人際曲線圖(分享自己人際) 

要訣：事先隨便畫一張示範讓大家明白怎麼畫。分享的時候要提醒大家保密，並且組長要先深入

坦誠分享，組員才會跟進。這個遊戲可以分享到非常深入，但也不要太逼迫人分享得過深。 

道具：紙、筆 

(3) 彼此認識(20min 以上，視人數而定)： 

人數：5 人以上 

效果：促進氣氛及認識 

基本型：先發給每人到三(或四)張大小相同的紙，請大家分別寫上每人的興趣、願望、才藝(也可

以改成想擁有的優點、不想擁有的缺點等等)，並且請大家標出這張是寫興趣、願望還是才

藝(不然如果有人寫「睡覺」就不知道是興趣、願望還是才藝)。全部摺起來並蒐集在一起，

然後隨機發還給每個人三張。此時請大家把手上拿到的三張看一下，如果和自己的相符就保

留，和自己不符的就還給組長(例如假設 A 組員抽到某組員寫的興趣是打球，正好 A 組員也

喜歡打球，他就保留下來。如果他的興趣不是打球的話，就把那張還給組長)。組長此時就

把大家拿給組長的那幾張一一念出，請大家猜是誰寫的，猜出來以後發還給原主。此時大家

手上就會有別人的還有自己寫的紙條，但是都是符合自己狀況的，因此就請大家就手上所拿

到的來分享。每分享一個人之後主持人也要問一下這張本來是誰寫的，讓大家知道哪些人有

共同的興趣等等。 

要訣：所出的題目必須是大家會有一樣的東西，例如興趣，這遊戲玩起來才好玩。不然隨機發給

大家的全部都還給原主，就失去這個活動的意義了。 

道具：大小相同的紙、筆 

(4) 換牌搶筆(15min 以上，視人數和題數而定)： 

人數：4-10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分享 

基本型：先講分享題目讓大家想或讓大家稍微寫一下，然後再進行遊戲。在桌上放置少於人數一

人的筆，準備撲克牌(所有牌均要成雙成對)，每個人隨機發四張，然後開始換牌：把一張排

放到右手邊的桌上，讓右手邊的人取走，然後拿取一張左手邊的人放在桌上的牌。如果手上

的牌換成兩對，那就趕快拿走一支筆，這時所有人都跟進搶走一支筆。因為筆數少於人數，

因此會有一人沒有搶到，這時請他分享。分享完再抽走一支筆，分享過的人休息，再來玩直

到所有人都分享過。一開始可以讓大家試玩一次熟悉一下。 

道具：紙、筆、事先揀好的撲克牌 

(5) 疊疊樂分享(20min 以上)： 

人數：4-8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認識 

基本型：給大家玩疊疊樂，每輪一圈就簡單分享一個題目，例如興趣、家鄉、願望、高興的事、

喜歡別人怎麼對待等等，講完才能抽。抽到倒的那個人則要把所有人剛剛講過的複習一遍。 

道具：層層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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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畫手掌分享(15min 以上，視人數和題數而定)： 

人數：3-9 人 

效果：促進氣氛、認識及小組向心力 

基本型：整個小組的人把自己的手描在一張海報紙上，然後每隻手指寫一個東西，例如最喜歡的

書、興趣、對小組的期待等等，再來一一分享。分享完組長可以勉勵大家彼此相愛，然後討

論訂出小組公約，例如組員秘密不得外傳、不可以讓小組冷掉等等。最後把小組公約寫在海

報紙上，然後每個人在自己的所描的手上面簽名立約。 

要訣：要營造出小組一體的氣氛，大家一同為小組彼此相愛而努力。 

道具：海報紙、彩色筆或蠟筆 

(7) 你真的認識我嗎？(15min 以上，視人數而定)： 

人數：3-7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認識 

基本型：先給大家一點時間預備，然後請大家分享自己三個特質，但是其中一個是錯的，要請其

他人猜出來是哪一個。要讓大部分的人猜過之後才公佈答案，如果猜得很準或差很多時可以

請他分享為什麼這樣猜。 

(8) 剪報介紹自己(20min 以上，視人數而定)： 

人數：3-8 人 

效果：促進氣氛、認識及分享 

基本型：發給大家報紙、膠水、剪刀還有圖畫紙，然後請大家任意剪報介紹自己、描述自己近況

並想對大家說的話。也可以剪圖，或是一整句話。通常都可以看到很多很有創意的呈現。 

道具：報紙、膠水、剪刀、圖畫紙 

(9) 喜歡什麼(10min 以上，視題數而定)： 

人數：4-20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認識 

基本型：把場地分成兩邊，然後說一些對立的題組：白天←→晚上、信件←→電話、晴天←→雨

天....等等，然後請大家喜歡什麼就站到哪一邊。站好之後可以問當中的人為什麼比較喜歡這

邊，這個遊戲也有助於讓大家知道哪些人有共同的喜好。 

題目：白天晚上 晴天雨天 出門在家 春夏秋冬 開學放假 文科理科 飯麵 fbline 電話見面 睡覺

起床 舊約新約 參與事奉 說話安靜 

(10) 撲克牌分享(10min 以上，視人數及題數而定)： 

人數：3-10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分享 

基本型：每個人隨機抽一張牌，抽到不同花色分別分享不同題目，例如抽到紅心就分享擇偶條件

等。第一輪完請大家抽第二張牌繼續分享，如果抽到和之前同花色可重抽。 

道具：撲克牌 

(11) 家的平面圖(15min 以上，視人數而定)： 

人數：3-8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認識家庭 

基本型：請大家畫自己的家的平面圖，或是理想中的家。畫好以後讓大家分享 

要訣：在分享家裡情形的時候，可以了解組員家中成員，並且也可以適度詢問組員跟誰關係最好

等等。透過平面圖或理想圖的旁敲側擊來認識組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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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紙、彩色筆或蠟筆 

(12) 家庭關係圖(15min 以上，視人數而定)： 

人數：3-8 人 

效果：促進氣氛及深入認識家庭 

基本型：請大家畫自己家庭關係，以圈或不同形狀代表家人。跟越親近的就畫越近，然後對自己

重要性大的就畫越大。畫好以後讓大家分享。 

變化型：也可準備色紙或色筆，以顏色表達跟家人的關係 

要訣：若要深入認識組員家庭，組長可帶頭坦誠分享，但也須小心有些人有特殊家庭狀況的時候

也不要太勉強他分享。要有一定的關係以後再帶此活動較好。 

道具：紙、筆 

(13) 完成任務(60min 以上)： 

人數：4 人以上，人很多時可分組競賽 

效果：促進氣氛及分享 

基本型：分好組後，每組發第一張任務紙條，上有提示第二張任務紙條的所在，以此類推找到最

後一張，上有分享題目一起分享。任務紙條可以藏在不同地方或人身上，可以用經文或大略

地點作提示。 

變化型：可把紙條和其他標示東西(例如剪刀、漿糊等)一起藏，然後提示上標明要找什麼東西。

也可以每個任務紙條附帶藏一塊拼圖，最後拼起來就顯示出分享題目。 

要訣：此遊戲適合長時間活動，任務紙條準備起來須很久的時間，且須事先藏好。 

道具：任務紙條，如有需要：聖經、拼圖、其他標示的東西 

 

破冰大全解密 

台北靈糧堂兒童牧區，《破冰大全(混齡版)》。靈糧堂出版，2000。 

熟悉姓名類：1, 2, 13, 15, 18, 73, 75 

遊戲類：3, 12, 14-17, 21, 27, 29, 35-45, 47-55, 57-63, 65-67, 69, 70, 72, 74, 76, 77-92, 94, 95, 98-100 

分享遊戲類：4-11, 20, 23-25, 28, 30-34, 46, 56, 64, 68, 71, 93, 96, 97 

提高向心力類：19 

鼓勵類：22,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