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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有平安的人
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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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著紅綠燈走，從第一個字開始，每隔一個字劃掉一個字，

走完一圈後，將剩下來的字填入下面的空格中。

非
常
憂
慮

中
等
憂
慮

稍
微
憂
慮

第5課

（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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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神：

祢是
慈愛的，有能力的，美好的，仁慈的

當我想到祢的時候，

我感到
被愛，安全，很好，很平安

有時，我擔心

請幫助我

愛祢的

敬上

把適當的字句填入空格，如果需要協助，可以挑選空格線下的字詞。

本課
金句 附加金句

腓立比書四章節 彼得前書五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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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創意，完成聖經故事圖畫～

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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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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四章節

Don’t worry about anything.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ell God about everything. 
Ask and pray, and give thanks to him. 

Turn all your worries over to him. He cares about you. - 1 Peter 5:7 -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五章節

附加金句

- Philippians 4:6 -

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