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amKid: Character Challenge – Activity Book Grades 4-6

Copyright© 2009 Life Way Press, One LifeWay Plaza, Nashville, TN 37234-0172, USA.

Chinese-traditional edition © 2012 by 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 Translated and used by permission.

P.O. Box 17-116 Taipei 10448,Taiwan, R.O.C.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 reserved.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快樂假日版選自《品格挑戰Go Go Go 4-6年級學生本》（中主，2012）第1、9、27-28、36課。

作　者：LifeWay編寫小組

　　　　金格‧柏茲 (Ginger Butts)

　　　　卡洛‧麥凱羅伊 (Carol Mcelroy)

　　　　凱西‧史卓恩 (Kathy Strawn)

　　　　馬諦斯 (G.G. Mathis)

　　　　莉蒂亞‧史普林絲 (Lydia Springs)

　　　　馬可‧史瓦利 (Mark Swadley)

譯　者：黃耀禮

發行人：鄭忠信

主　編：馬秀蘭

執　編：陳怡君

美　編：尹　東

出版及　財團法人基督教

發行所　中國主日學協會

地　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05號

電　話：(02)2571-1144    傳真：(02)2537-4069

電　郵：mkt@cssa.org.tw

網　址：https://www.cssa.org.tw

郵　撥：0001066-4 中國主日學協會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36號

二○二二年三月初版

ISBN：978-957-550-848-7

： 出版部

第 1 課　成為義人

目錄

 神看挪亞是個義人

創世記六章9節~八章22節；九章8~17節

第 2 課　成為滿懷希望的人 百夫長表現他的信心

馬太福音八章5~13節

第 3 課　成為有同情心的人 耶穌讓五千人吃飽

路加福音九章10~17節

第 4 課　成為喜樂的人 保羅在監獄裡仍然喜樂

腓立比書四章4~13節

第 5 課　成為有平安的人 不要憂慮

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1

5

9

13

17



TeamKid: Character Challenge – Activity Book Grades 4-6

Copyright© 2009 Life Way Press, One LifeWay Plaza, Nashville, TN 37234-0172, USA.

Chinese-traditional edition © 2012 by 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 Translated and used by permission.

P.O. Box 17-116 Taipei 10448,Taiwan, R.O.C.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 reserved.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快樂假日版選自《品格挑戰Go Go Go 4-6年級學生本》（中主，2012）第1、9、27-28、36課。

作　者：LifeWay編寫小組

　　　　金格‧柏茲 (Ginger Butts)

　　　　卡洛‧麥凱羅伊 (Carol Mcelroy)

　　　　凱西‧史卓恩 (Kathy Strawn)

　　　　馬諦斯 (G.G. Mathis)

　　　　莉蒂亞‧史普林絲 (Lydia Springs)

　　　　馬可‧史瓦利 (Mark Swadley)

譯　者：黃耀禮

發行人：鄭忠信

主　編：馬秀蘭

執　編：陳怡君

美　編：尹　東

出版及　財團法人基督教

發行所　中國主日學協會

地　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05號

電　話：(02)2571-1144    傳真：(02)2537-4069

電　郵：mkt@cssa.org.tw

網　址：https://www.cssa.org.tw

郵　撥：0001066-4 中國主日學協會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36號

二○二二年三月初版

ISBN：978-957-550-848-7

： 出版部

第 1 課　成為義人

目錄

 神看挪亞是個義人

創世記六章9節~八章22節；九章8~17節

第 2 課　成為滿懷希望的人 百夫長表現他的信心

馬太福音八章5~13節

第 3 課　成為有同情心的人 耶穌讓五千人吃飽

路加福音九章10~17節

第 4 課　成為喜樂的人 保羅在監獄裡仍然喜樂

腓立比書四章4~13節

第 5 課　成為有平安的人 不要憂慮

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1

5

9

13

17

照著以下的指示去做。

看箴言十一章節，

寫出你信任的智慧人

的名字。

看詩篇四十六篇，

寫出你最喜歡的部分。

看詩篇四十七篇節，

你可以唱哪些歌來聚焦

於神呢？

成為有平安的人
不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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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課

（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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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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適當的字句填入空格，如果需要協助，可以參考空格線下的點子。

親愛的神：

祢是
（點子：參考詩篇二十四篇節；七十篇節；九十九篇節）

當我想起祢保守挪亞的家庭安然無恙、祢如何使保羅在監獄

裡仍然喜樂，以及耶穌如何為我死在十字架上又復活的時候，

我感到
（點子：安全、被愛、幸福快樂、被保護）

有時，我擔心

（點子：被欺負、寂寞、被排擠、迷路、丟臉、父母親吵架、成績很差、
陌生人、恐怖份子、壞天氣）

請幫助我

寫出腓立比書四章節

愛祢的

敬上

寫一篇禱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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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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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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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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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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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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材自馬太福音六章25～34節；
路加福音十二章22～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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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符號標示出你的感受用符號標示出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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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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