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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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班 學 習

承認耶穌是我們的救主，也讓耶穌成為我們的教
師。

聖經、實踐部分的影印本
我最喜歡的老師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馬太福音 7章 28-29節
跟著綠色的字看一看
教師、真理
什麼時候？在哪裡？
學習到了什麼？

了解耶穌在聖經所說的話語並且順從。

教學目標

教學計畫

未信主的小朋友

預備物品
暖    身
詩    歌
金句背誦
察    看
聖經博士
想 一 想
實    踐

已信主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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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第一課
主耶穌基督
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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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橄欖樹（教師版）版權歸屬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課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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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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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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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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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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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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

金句背誦

察看

1.請找出聖經馬太福音 7章 28-29節，並且一起讀
2.那一群人為什麼受到驚嚇呢 ?

1.大家最喜歡的老師是誰？理由是什麼呢？
2.老師本身除外，問一下小朋友在其他老師中喜歡哪一個老師，理由是什麼 ?
3.仔細聽小朋友說明的理由。(也要讓小朋友了解世上沒有完美的老師 )
   跟小朋友一起讀出課題和教學核心。
我們一起唸今天的課題“主耶穌基督是教師”和今天的教學核心：
“我們要每天學習效法耶穌”。

1.跟著綠色的字，來查看耶穌是一位什麼樣的神？
2.從最大的字“耶”開始，往右的方向順著看。

3.聖經說明—耶穌所教導的不同於那些文士、律法師、學者們，因為祂是以自己  
  的權柄來教導他們。

祂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師教的害厲很是穌耶.3    語話的神導教穌耶.2　理真是穌耶.1
4.耶穌教導永生的真理  5.耶穌是我的教師

祂教訓他們，正像有
權柄的人，不像他們
的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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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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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耶穌不管是在早上，中午或晚上，都是教導我們的教師

在哪裡：耶穌在學校藉著老師們，一點一滴的教導我們知識，在教會藉著聽
   講道的時間來教導我們，在家藉著父母教導我們怎樣行動，
 也藉著大自然來教導我們認識神。

透過誰：父母、長輩們、教會的老師在教導我。
用什麼：神的話語 (聖經 )

聖經博士

實踐

教師：在新約使徒保羅是教師，與先知一樣是被神設立的僕人，專門負責教導信徒。

真理：聖經所說的真理是有關神的屬性和神的旨意，同時展現出永恆不變的本質。

1.讓小朋友們讀完經文以後，透過經文所學到的部份簡單的記一下。
沒有固定的正確答案，讀完經文後，請小朋友將感想寫下來。

在和小朋友對話時，使用圖片出題目讓小朋友回答。

3.把耶穌在船上教導的貼紙貼上，讓每一個小朋友一人講一句耶穌所說的話，來
提高學習效率。

想一想

*沒有帶習作的小朋友，也複印一張給他，
讓小朋友也可以貼上貼紙做看看。

饒恕

善事

接待別人

恆久忍耐

信心禱告

孝敬父母

1.對照亞倫和耶穌“大祭司”的作用與職責。(參考出埃及記 )

2.請說明大祭司的資格和所做的事？

3.作為大祭司的耶穌和亞倫，在體恤人的軟弱上有什麼不同？

4.要出於什麼樣的觀點，才能像經文裡 4:16大祭司耶穌所行的一樣 ?

當你知道耶穌是你永遠的大祭司時，你的想法和生活會有什麼影響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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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希伯來書 4:14-5:4,7:18-28教師默想

主 耶 穌 基 督 是 大 祭 司

經文：希伯來書 2:17-18,4:14-16,7:23-28,10:11-12;路加福音
  22:31-34,54-62

金句：“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希伯來書 4章 14 節 )

教學核心：大祭司主耶穌基督時常為我們禱告。

喜樂橄欖樹（教師版）版權歸屬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