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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 7:41-44引起群眾紛爭的主要原
因是什麼 ?

2.差役為什麼沒有逮捕耶穌？原因是
什麼 ?

3.尼哥底母指出法利賽人矛盾的地方
是什麼 ?按照祭司長和法利賽人的
觀點，什麼樣的人才能相信耶穌 ?
(參考約 3:2尼哥底母的話語 )

你是否把耶穌的教導當作最高
權威來接受並順從呢 ?請寫下
來要以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最
高權威聖經的教導 ?

【本默想問題摘錄於 IVP（韓國基督學生會出版社）的“清
晨與主相會”內容】
  
附註：清晨與主相會一書尚無中文本

主耶穌基督是教師

經文:約翰福音 7:40-52

教師默想

1.逮捕耶穌。

2.耶穌是奇妙偉大的教師。

3.耶穌帶著神的話語來。

4.耶穌就是真理。(約 14:6)

5.耶穌的話語就是永生之道。(約 6:68)

6.耶穌是最重要的教師。

7.耶穌成為你的教師。

8.要效法我們的教師耶穌。(林後 6:2)

大綱

12

怎樣帶領兒童歸主

怎樣帶領兒童獻身

讓他看見救恩的需要:不是所有人也可以上天堂；每個人都不足以靠自己得救；
要永遠與神分隔 (羅馬書 3:23；啟示綠 21:27；約翰福音 8:21、24）。

讓他看見得救的方法 :救恩是一份禮物，因為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擔當了我們
的罪，埋葬了和從死裡復活了 (約翰福音 3:16；以弗所書 2:8；哥林多前書
15:3-4）。

帶領他接受救恩的禮物－耶穌基督，信靠祂做個人救主。（約翰福音 1:12；
啟示錄 3:20）。

幫助他從神的話語中得著得救確據（約翰福音 3:36；啟示錄 3:20；希伯來書
13:5）。

帶領他承認基督（馬太福音 10:32）。他可以向你和其他導師承認，稍後向他
朋友承認，若環境許可，在教會的崇拜中承認。

問兒童有關救恩的問題：給他機會向你表明，他已經接受耶穌為救主。如果
他還不清楚得救，就不能夠獻身，導師要一步步帶領他接受主耶穌為救主。

如果他對救恩已十分清楚，讓他完全順福神要他做的事。（羅馬書 12:1；哥
林多前書 6:19-20）立刻帶領他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神。

讓他明白聖靈住在他裡面。聖靈會藉著神的話語，叫他知道神每天所要他做
的事（約翰福音 14:26）。例如：聽從父母（歌羅西書 3:20），為主作見證（使
徒行傳 1:8）、讀經、禱告（提摩太前書 2:1-5、4:15；提摩太後書 2:15）在
凡事上討神喜悅（提摩太前書 4:12）。

導師跟孩子談過以上數點以後，帶領他作獻身的禱告。「親愛的主耶穌，今
天我將自己奉獻給你，求你掌管我的生命，幫助我每一天討你的喜悅。幫助
我忠心地讀你的話語，叫我知道你對我的計劃，感謝你掌管我的生命，阿們!」

幫助兒童瞭解：從今以後，若再自己掌管自己，就是犯罪。他要趕快向神認罪，
相信神必會赦免，並且再次讓神掌管他的生命（約翰壹書 1:9；箴言 3:5-6）。

1

2

3

4

5

1

2

3

4

5

經文：馬太福音 7:28,29;約翰福音 7:40-52,6:66-68;希伯來書 1:1-2
金句：“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祂的教訓；因為祂教訓他們，
      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馬太福音7章 28-29節 )
教學核心：我們要每天學習效法耶穌。

喜樂葡萄樹（教師版）版權歸屬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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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耶穌( 約翰福音7:40-52)
　　宗教的領袖命令僕人，說 :“去逮捕耶穌 !”僕人發現

了耶穌，可是祂的旁邊有很多人圍著祂，沒辦法靠近祂，

所以只好等待。那時候他們聽到了耶穌說的話，竟然對耶

穌的教導有很深的回應。甚至有時候，他們很靠近耶穌可

以輕而易舉逮捕祂，但是沒有大膽的逮捕，結果空手而回

。領袖們對他們大聲說：“為什麼沒有帶祂回來呢？”僕

人們回答說：“從未看過跟祂一樣的人。”是的，這就是

不能逮捕耶穌的理由。這位耶穌是很奇妙的教師， 讓想要來抓祂的人都沒辦法大膽的直接

逮捕。

 

       耶穌是奇妙偉大的教師
　　主耶穌基督是奇妙的教師，祂雖然沒有在學校裡教課

，可是在野外教得很精采。有時候，幾千個人坐在小山丘

的草地上聽祂的教訓；有時候只有聚集十二個門徒，教導

適合的真理給他們聽；有時候，有非常多的人在海邊聚集

，為了要聽到祂的話語。耶穌會坐在小船上，隔開群眾一

段距離來教導；有時候，耶穌會在神的聖殿裡教導。

　　耶穌暗暗地去朋友家的時候，許多人很快地就知道耶

穌去的地方，然後在那個家裡就擠滿了很多人，而耶穌總是會教導他們。所以，耶穌幾乎

沒有休息的時間，雖然疲倦，但是耶穌卻絲毫沒有對他們說：“我需要休息，你們回去吧

！”只要有人想要聽，耶穌都會開心的教導他們。他去的每一個地方，都有許多人聚集。

那時候耶穌教導天國的福音，有的時候，人們坐著聽一整天，他們從來沒聽過這麼好的教

師說出來如此奇妙的話。（他們知道耶穌說話真正有權柄）所以他們很認真聽，不想漏掉

任何一句話。

       耶穌帶著神的話語來
　　主耶穌基督對圍在祂身邊的人都教些什麼呢？耶穌並

非使用又唸又寫的方法來教導數學、科學等等，好像你們

在學校裡讀的一樣。然而耶穌教導的是比你所學的更重要

，那就是怎麼認識神。

　　有一次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祂的教導很

清楚，因為只有藉著主耶穌基督這一條路才能到神那裡去

。為什麼只有藉著主耶穌才可以讓人認識神呢？為什麼只有藉著主耶穌才能傳神的話語？

因為耶穌就是被神派遣的，只有祂才是被神派遣的先知。先知是將神的話傳達給人的，也

是神特別揀選的人。從數百年以前神派遣先知，向人們說神的話語，而耶穌基督就是眾先

知中唯一且最奇妙的先知，因為耶穌是神的兒子。因此祂所傳達的話，就是神親口所說的

話。直到現在沒有任何教師能像耶穌所教導的一樣，人們對耶穌說的話會有驚訝的反應一

點也不足為奇。

　　如果你們想要耶穌基督作你個人的教師，你們要讀聖經，要跟從耶穌的教導，而且當

牧師或教師在講解聖經的時候要注意聽。

　　搞不好你們會說：“哇！如果我也在那裡，該有多好呢 ? 如果祂就是我的教師，該有

多好呢？”但是不用擔心，主耶穌現在透過聖經仍然在說話。讀聖經的時候，耶穌在聖經

裡告訴你，祂對你的期望。甚至藉由聖經，你可以了解祂在世上的時候，做過的事和所教

導的話語。如果你希望耶穌作你的教師，你就要認真讀聖經，就像當年跟從耶穌的門徒聽

從耶穌所說的話一樣，仔細地聽從牧師或教師所說的話。

       耶穌就是真理
　　有一天，恩智在電視上看到關於魚類的新聞覺得很好

奇。主持人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各位！你們都聽過一條

非常大的魚，吞吃了約拿的故事，這是捏造出來的。”恩智

想一想說：“是捏造出來的？約拿的故事不是真的嗎？我以

為是真的！”想了又想，一直很疑惑，只好問爸爸，爸爸說：

“恩智啊！我們來看一看，耶穌怎麼說的吧！”爸爸和恩智

一起打開聖經來讀：“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

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馬太福音 12:40）“耶穌知道約拿的故事，那就是真的！”

恩智大聲說：“耶穌所說的沒錯！”爸爸向恩智仔細說明 :“是的！耶穌相信祂當時所引用

的舊約聖經上的話。”恩智知道了，耶穌基督就是那位對我們教導神話語的教師。

　　如果一個人說的話，跟耶穌所教導的不一樣，我們不要相信那個人，一定要相信耶穌

基督的話。耶穌說：“我就是真理。”我們只需要相信並跟從耶穌基督的教導，而且不要

忘記，只有耶穌基督所說的真理才是我們可以依靠的，祂是真理的教師。

　　如果你聽到一些對真理有不一樣的解釋的時候，該怎麼分辨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呢？你

應該先看聖經怎麼說，然後就可以知道在聖經中這位最偉大的教師，耶穌的教導。如果你

相信且順從耶穌，你就是順從真理。

      耶穌的話語就是永生之道
　　耶穌的門徒們，終於明白了只有耶穌才擁有永生的真

道。從那時起，每一天聽到耶穌說話的時候，門徒們了解祂

所說的話是真正從神來的話，可是並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有

的人不願意順從耶穌的話，說：“我沒辦法相信祂的話。”

然後離開了，不再跟從耶穌。

　　耶穌問門徒們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祂說：“你們也要

離去嗎？”那時，彼得回答說：“主阿！祢有永生之道，我

們還歸從誰呢？”（約 6:68）。彼得和門徒們知道耶穌曾教導他們如何認識神，如何擁有

永生的生命，這位耶穌才是真正的教師，所以門徒們不願意離開祂。

      耶穌是最重要的教師
　　想像一下，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在學校裡，常常不注意聽

老師的教導，因此他不懂他所學的科目，而且考試也考不

好，所以他有可能會被罵。所以，上課仔細聽講，是很重要

的。但是耶穌所教導的，比你在學校所學的更重要。

　　如果你仔細聽且順從耶穌的教導，會發現你的思想和行

為會變得越來越好，因為耶穌能改變你的一生。萬一你犯罪

了，你要趕快離開罪，並且相信耶穌基督可以赦免你的罪。

另外在家裡、學校裡、跟朋友一起玩的時候，你要選擇順從耶穌的話。因為你有永生的生

命，永活的耶穌與你同在，祂會幫助你作討神喜悅的事。還有甚麼呢？你還可以享受永遠

的喜樂並將來和神在天堂裡永永遠遠的生活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只是聽耶穌的教導卻不願意順從祂，你不可能得到神所賜的喜樂生活。因

為不順從耶穌所說的真理，就得不到神的赦免，也沒辦法領受永恆的生命，甚至於不能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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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呢？”但是不用擔心，主耶穌現在透過聖經仍然在說話。讀聖經的時候，耶穌在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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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是真理
　　有一天，恩智在電視上看到關於魚類的新聞覺得很好

奇。主持人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各位！你們都聽過一條

非常大的魚，吞吃了約拿的故事，這是捏造出來的。”恩智

想一想說：“是捏造出來的？約拿的故事不是真的嗎？我以

為是真的！”想了又想，一直很疑惑，只好問爸爸，爸爸說：

“恩智啊！我們來看一看，耶穌怎麼說的吧！”爸爸和恩智

一起打開聖經來讀：“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

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馬太福音 12:40）“耶穌知道約拿的故事，那就是真的！”

恩智大聲說：“耶穌所說的沒錯！”爸爸向恩智仔細說明 :“是的！耶穌相信祂當時所引用

的舊約聖經上的話。”恩智知道了，耶穌基督就是那位對我們教導神話語的教師。

　　如果一個人說的話，跟耶穌所教導的不一樣，我們不要相信那個人，一定要相信耶穌

基督的話。耶穌說：“我就是真理。”我們只需要相信並跟從耶穌基督的教導，而且不要

忘記，只有耶穌基督所說的真理才是我們可以依靠的，祂是真理的教師。

　　如果你聽到一些對真理有不一樣的解釋的時候，該怎麼分辨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呢？你

應該先看聖經怎麼說，然後就可以知道在聖經中這位最偉大的教師，耶穌的教導。如果你

相信且順從耶穌，你就是順從真理。

      耶穌的話語就是永生之道
　　耶穌的門徒們，終於明白了只有耶穌才擁有永生的真

道。從那時起，每一天聽到耶穌說話的時候，門徒們了解祂

所說的話是真正從神來的話，可是並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有

的人不願意順從耶穌的話，說：“我沒辦法相信祂的話。”

然後離開了，不再跟從耶穌。

　　耶穌問門徒們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祂說：“你們也要

離去嗎？”那時，彼得回答說：“主阿！祢有永生之道，我

們還歸從誰呢？”（約 6:68）。彼得和門徒們知道耶穌曾教導他們如何認識神，如何擁有

永生的生命，這位耶穌才是真正的教師，所以門徒們不願意離開祂。

      耶穌是最重要的教師
　　想像一下，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在學校裡，常常不注意聽

老師的教導，因此他不懂他所學的科目，而且考試也考不

好，所以他有可能會被罵。所以，上課仔細聽講，是很重要

的。但是耶穌所教導的，比你在學校所學的更重要。

　　如果你仔細聽且順從耶穌的教導，會發現你的思想和行

為會變得越來越好，因為耶穌能改變你的一生。萬一你犯罪

了，你要趕快離開罪，並且相信耶穌基督可以赦免你的罪。

另外在家裡、學校裡、跟朋友一起玩的時候，你要選擇順從耶穌的話。因為你有永生的生

命，永活的耶穌與你同在，祂會幫助你作討神喜悅的事。還有甚麼呢？你還可以享受永遠

的喜樂並將來和神在天堂裡永永遠遠的生活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只是聽耶穌的教導卻不願意順從祂，你不可能得到神所賜的喜樂生活。因

為不順從耶穌所說的真理，就得不到神的赦免，也沒辦法領受永恆的生命，甚至於不能和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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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遠在一起生活。

　　各位，你想要聽，並願意順從耶穌的話嗎？你真心想要耶穌成為你的教師嗎？下次的

故事對你非常的重要。

        耶穌成為你的教師                           

　　你有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上課有多好呢？或者你有想過 

，如果不用讀書、沒有功課那有多好呢？但是從耶穌基督

成為你的教師的那一刻起，你絕對不會想要再換教師了，

而且耶穌絕對不會停止對你的教導。耶穌常常教你又新又

重要的真理，如果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要記得每天聽

從耶穌的教導。那就是每天認真的讀聖經，並要以行動照

著祂所教的話去做，你還要參加教會的主日學和喜樂團，

去更多認識耶穌。

       要效法我們的教師耶穌                       

　　有的時候，有些人以為就只要努力去做耶穌教導中的某

些部份，這真是大錯了。也許他們很努力的去愛那些討厭自

己的人，這樣做很好，可是他們不了解耶穌的教導中比較重

要的是什麼。耶穌完全沒有教導我們要用行善成為基督徒，

耶穌教導人們若想要得到永生，必須先相信耶穌和倚靠祂。

而且祂還教導 :如果你想要服事耶穌，必須先接受耶穌成為

你的救主。

　　孩子們，你們當中有沒有人到現在還沒接受耶穌作自己的救主呢？耶穌想要當你們的

救主和教師。所以今天你願意馬上離開罪而且接受耶穌為你們的救主嗎？你要相信耶穌而

順從祂嗎 ?如果你願意的，現在可以告訴耶穌說：“耶穌，我想要你作我的救主並且成為

我的朋友。我想要過順從你話語的生活。”聖經說 :現在就是你被拯救的時候 (林後 6:2)。

1.耶穌傳道的地點在哪裡呢 ?請貼上貼紙後   
   分享一下 .( 第 1 課附錄的貼紙 )

耶穌在任何時間，都會教導眾人，那祂會在

什麼地方教導我們 ?我們來貼貼紙看看。

( 第 1課附錄的貼紙 )

耶穌是藉由什麼來對我們說話 ?請跟著虛線來寫寫看。

1.

2.

讓學生們自行貼上貼紙，給他們機會說說看

耶穌是在哪裡傳道的？之後教師們再強調說

明。

耶穌教導我們永生的話語。

耶穌是最重要的教師。我們如果好好順從耶穌的話語，我們的思想、話語、

行為，都會變得有所不同，還有我們也會從罪惡中離開，也會相信我們的罪

會被原諒，不管什麼時候只要順從耶穌的話語，就能和神一起在永恆的王國

裡。

耶穌常常在我們的身邊成我們的教師，耶穌每天都教導我們新鮮和重要的話

語。

接受主耶穌成為自己的教師之前，首先需學會事奉我們的主耶穌。

耶穌在什麼地方傳道？在草地上、海

邊、在小船上 (貼上貼紙 )。在聖殿裡

還有在家庭中，不管什麼時候，都會有

人一整天在那裡坐著聽道。

耶穌所傳講的話語都是神的話語。只要

相信和順從耶穌所傳的話語，耶穌是我

們能信靠的教師。

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

進行

進行

查看聖經

活出神的話

貼貼紙

進行出神的話

1

2

3

4

5

6

教導耶穌當時所傳的話語。

　(貼上貼紙 )教導學生能充分理解耶穌

  所傳的話語。

在遊戲的同時也向學生教導耶穌。

　(貼上貼紙 )教導學生耶穌能和所有的

人有很親密的關係，以及很有趣的同樂。

唱讚美詩歌時也向學生教導耶穌。

　

耶穌是藉由聖經來跟我們傳講神的話語。多看看耶穌在聖經裡所說的話語時，

可以學習到很多耶穌所教導的事情。

(貼上貼紙 )教導學生要好好的唱詩讚美耶穌，耶穌非常喜歡小朋友的讚美。

1

1

2

3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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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遠在一起生活。

　　各位，你想要聽，並願意順從耶穌的話嗎？你真心想要耶穌成為你的教師嗎？下次的

故事對你非常的重要。

        耶穌成為你的教師                           

　　你有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上課有多好呢？或者你有想過 

，如果不用讀書、沒有功課那有多好呢？但是從耶穌基督

成為你的教師的那一刻起，你絕對不會想要再換教師了，

而且耶穌絕對不會停止對你的教導。耶穌常常教你又新又

重要的真理，如果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要記得每天聽

從耶穌的教導。那就是每天認真的讀聖經，並要以行動照

著祂所教的話去做，你還要參加教會的主日學和喜樂團，

去更多認識耶穌。

       要效法我們的教師耶穌                       

　　有的時候，有些人以為就只要努力去做耶穌教導中的某

些部份，這真是大錯了。也許他們很努力的去愛那些討厭自

己的人，這樣做很好，可是他們不了解耶穌的教導中比較重

要的是什麼。耶穌完全沒有教導我們要用行善成為基督徒，

耶穌教導人們若想要得到永生，必須先相信耶穌和倚靠祂。

而且祂還教導 :如果你想要服事耶穌，必須先接受耶穌成為

你的救主。

　　孩子們，你們當中有沒有人到現在還沒接受耶穌作自己的救主呢？耶穌想要當你們的

救主和教師。所以今天你願意馬上離開罪而且接受耶穌為你們的救主嗎？你要相信耶穌而

順從祂嗎 ?如果你願意的，現在可以告訴耶穌說：“耶穌，我想要你作我的救主並且成為

我的朋友。我想要過順從你話語的生活。”聖經說 :現在就是你被拯救的時候 (林後 6:2)。

1.耶穌傳道的地點在哪裡呢 ?請貼上貼紙後   
   分享一下 .( 第 1 課附錄的貼紙 )

耶穌在任何時間，都會教導眾人，那祂會在

什麼地方教導我們 ?我們來貼貼紙看看。

( 第 1課附錄的貼紙 )

耶穌是藉由什麼來對我們說話 ?請跟著虛線來寫寫看。

1.

2.

讓學生們自行貼上貼紙，給他們機會說說看

耶穌是在哪裡傳道的？之後教師們再強調說

明。

耶穌教導我們永生的話語。

耶穌是最重要的教師。我們如果好好順從耶穌的話語，我們的思想、話語、

行為，都會變得有所不同，還有我們也會從罪惡中離開，也會相信我們的罪

會被原諒，不管什麼時候只要順從耶穌的話語，就能和神一起在永恆的王國

裡。

耶穌常常在我們的身邊成我們的教師，耶穌每天都教導我們新鮮和重要的話

語。

接受主耶穌成為自己的教師之前，首先需學會事奉我們的主耶穌。

耶穌在什麼地方傳道？在草地上、海

邊、在小船上 (貼上貼紙 )。在聖殿裡

還有在家庭中，不管什麼時候，都會有

人一整天在那裡坐著聽道。

耶穌所傳講的話語都是神的話語。只要

相信和順從耶穌所傳的話語，耶穌是我

們能信靠的教師。

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

進行

進行

查看聖經

活出神的話

貼貼紙

進行出神的話

1

2

3

4

5

6

教導耶穌當時所傳的話語。

　(貼上貼紙 )教導學生能充分理解耶穌

  所傳的話語。

在遊戲的同時也向學生教導耶穌。

　(貼上貼紙 )教導學生耶穌能和所有的

人有很親密的關係，以及很有趣的同樂。

唱讚美詩歌時也向學生教導耶穌。

　

耶穌是藉由聖經來跟我們傳講神的話語。多看看耶穌在聖經裡所說的話語時，

可以學習到很多耶穌所教導的事情。

(貼上貼紙 )教導學生要好好的唱詩讚美耶穌，耶穌非常喜歡小朋友的讚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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