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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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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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班 學 習

因著相信耶穌為我們被釘十架，罪得赦免。

透明膠帶 ,剪刀 ,美工刀 ,字卡
找單字
是否被羔羊洗淨
希伯來書 4章 14 節
製作永遠的大祭司耶穌這本書
耶穌是中保和代禱者
我的禱告題目

確定永遠的大祭司耶穌成為我的中保和代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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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一 想
實    踐

已信主的小朋友

第二課
主耶穌基督
是大祭司

1.許多問題發生在我們身上。

2.你也需要中保。(賽 59:2)

3.從前祭司的人數很多。(來 9:22)

4.耶穌基督是永遠的大祭司。(約 14:6)

5.耶穌用自己當作犧牲的祭物。(來 10:12)

6.耶穌坐在神的右邊。(來 9:24)

7.耶穌正在為你們禱告。(羅 8:34)

8.耶穌成為你的祭司了嗎 ?( 來 7:25)

課程

   許多問題發生在我們身上
　　婷秀去叔叔的家裡玩球的時候，突然闖禍了。婷秀很氣

餒的說：“完蛋了！打破了兩片玻璃！”婷秀很擔心又很不

安的說：“怎麼辦？若叔叔知道了，我會被罵的很慘！”婷

秀小心的說：“漢娜，你可以幫我跟叔叔說這件事嗎？”安

靜了片時，漢娜應該好好的跟爸爸說婷秀打破玻璃的事情，

幫助婷秀不會被罵，而漢娜將會成為婷秀和爸爸中間的中

保。漢娜想現在婷秀真的需要這樣的中保，所以漢娜回答說 

:“好啊！我可以幫你說這件事。”

       你也需要一位中保
　　你知道你也需要一位中保嗎？婷秀和叔叔之間產生了問

題，而你也和神之間產生了問題。聖經命令我們，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愛主你的神，可是你沒有做到，甚至你根本沒想

到神，還做了很多神不喜歡的事！也許你把腳踏車、洋娃娃

看得比神更重要。聖經又命令我們：“當愛人如己。”但是

你們怎麼做呢？真的愛朋友嗎？有一天在學校裡，有一個小

朋友因為很討厭別人亂畫他的本子，因此他也去亂畫那個孩

子的圖畫本。這樣的事情就是違反神的命令，在聖經裡神這樣說：“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

與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祂掩面不聽你們。” ( 賽 59:2) 如果你想了、說了、做了一些不對

不好的事，你會跟神離得越來越遠。你也要承擔犯罪的後果。為了改善你和神的關係，你

需要一位中保。

　　很久很久以前，被神揀選的一個民族叫猶太人。他們也有犯罪的問題，因為他們對神

也不順從。罪使他們和神的關係越來越遠了。那時神對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說：為了他們和

神之間有和好的關係，需要一位中保。

       從前，祭司的人數很多
　　人們為了使自己的罪得赦免，而帶著動物到稱為中保的

祭司面前。祭司就接受且殺了這些動物，代替了這些人的

罪，並拿牠們的血獻給神。神說：“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

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這意思就是：若沒有

獻上血的犧牲祭，罪就不能被赦免。當然用動物的血絕不能

赦免人的罪，其實這是神計畫的影子。殺動物的事情被稱為

獻祭，做這事情的人叫祭司，祭司就是在神和人的中間，服

事並遵從神命令的人。

  

       耶穌基督是永遠的大祭司
　　耶穌在世上的時候，當時大概有兩萬名祭司。他們每天

很忙的服事，為了那些需要赦罪的人，祭司每天用動物的祭

物向神獻祭，那麼有誰能為眾祭司獻祭呢？就是這位永遠真

正的祭司，耶穌。聖經說：“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

裡去。”（約 14:6 下）只有耶穌基督是唯一可以拉近神和

人們關係的中保。

　　只有耶穌可以解決罪的問題，罪就是使你跟神分開的原

因，主耶穌是真正的祭司，所以祂獻上最完美的犧牲祭。祂獻了什麼呢？是動物嗎？不是，

課

綱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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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祭物就是耶穌自己。耶穌來到這個世上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成為犧牲祭物。祂為了

將祂的生命賜給你，使你的罪得赦免，祂把自己獻為祭，流血以致於死。

       耶穌用自己當犧牲祭物
　　這件事情是事實，無罪的耶穌基督，神的兒子被釘十字

架死了。祂代替了所有人的罪，受了可怕的刑罰而死。耶穌

基督流了寶血又賜給你生命，使你的罪被赦免。這是最後且

永恆的犧牲祭，所以以後不需要再獻祭了，因為耶穌基督在

死前喊說：“成了。” ( 約 19:30) 聖經說：“但基督獻了一

次永遠的贖罪祭。” ( 來 10:12 上 ) 只有祂可以使你和神的

關係和好。若你來到耶穌面前求祂赦免你，因為祂甘心地犧

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此祂可以赦免你的罪。多麼奇妙的祭司啊？耶穌成為每一個人所需要

的中保。

　　以前的祭司非常的忙，他們不只要獻上犧牲祭，還要替人們向神禱告。在祭司們中最

重要的大祭司，每年必須要進去幔子裡面一次，就是至聖所，在那裡為百姓向神禱告。

現在因著耶穌基督的犧牲，已經不再需要祭司們，也不再需要犧牲祭物了。因為唯有耶穌

基督的犧牲可以赦免我們的罪，神使祂的兒子從死裡復活，祂復活後顯現給許多人看，達

四十天之久，後來升到天堂。耶穌基督成為永遠的祭司，祂天天為了祂的百姓向神禱告。

      耶穌坐在神的右邊
　　耶穌是奇妙的祭司，天天在神的右邊，為那些屬祂的人

禱告。“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來 9:24 下）了解你的那位神，常和你同在，這是多麼感

恩的事呢！你已經知道了耶穌降生為人的事情，祂現在在天

堂，祂是真正的神，同時也是真正的人。

　　那位了解疲倦，也了解饑餓痛苦的主。祂知道你的問

題，也明白你的傷心；更了解你需要作對的事－是何等不容

易！耶穌知道該怎麼為你禱告。祂是神的獨生子，全然地順服神，又成為完美的犧牲祭；

所以你要相信，神一定會垂聽且答應耶穌的禱告。

　　因為你會受到來自撒旦的許多攻擊，牠是與神為敵的，所以你需要耶穌為你禱告。撒

旦想阻擋你跟隨耶穌基督，牠希望你不聽神的話；牠曾阻擋彼得跟隨耶穌：叫彼得對耶穌說：

千萬不可以死！牠還叫彼得三次否認主！

      耶穌正在為你禱告
　　後來彼得悔改痛哭，之後神使他改變了，成為勇敢地見

證人，他向很多人傳講主耶穌基督，最後彼得為主殉道。為

什麼你信主後會失敗呢？聖經上告訴我們這件事的答案，有

一天，耶穌向彼得講了這秘密，說：“彼得，撒但想要你倒

下，可是我已經為你禱告，使你不會失去信心。”

　　已經信主耶穌的小朋友，不管你遇到多麼困難的事情，

絕不要失望也不要放棄。你的祭司主耶穌，常常在為你禱告

( 羅 8:34)。所以基督徒可以來向耶穌祈求，求祂赦免你不信靠祂的罪。赦罪的主耶穌，常

常幫助那些信靠祂的人，直到將他們帶到天國。耶穌常常這樣為你禱告，而且祂的禱告絕

對不會失敗。

       耶穌成為你的祭司了嗎 ?
　　這故事的開始，是從神和你之間需要一位能夠處理罪的

問題的中保，耶穌基督是唯一能承擔這事的中保。這位耶穌 

，祂也是你們的祭司。

　　你相信耶穌，為了你的罪，成了犧牲祭嗎？若你希望你

不要再倚靠自己，而是要倚靠神、為神活，那麼從現在起，

你需要時刻依靠耶穌。你可以感謝這位甘心犧牲自己、為要

將你的罪除掉的耶穌，並且為了神和你之間的和好來禱告。

聖經說 :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 來 7:25 上 ) 

　　如果你承認自己是個罪人、相信耶穌為你的罪死且復活，並接受耶穌進入你心裡，你

可以確信你的罪已經被除掉了。你可以確信耶穌一定會帶領你與神合好，並且祂是你的大

祭司，一直不斷地為你的需要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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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祭司非常的忙，他們不只要獻上犧牲祭，還要替人們向神禱告。在祭司們中最

重要的大祭司，每年必須要進去幔子裡面一次，就是至聖所，在那裡為百姓向神禱告。

現在因著耶穌基督的犧牲，已經不再需要祭司們，也不再需要犧牲祭物了。因為唯有耶穌

基督的犧牲可以赦免我們的罪，神使祂的兒子從死裡復活，祂復活後顯現給許多人看，達

四十天之久，後來升到天堂。耶穌基督成為永遠的祭司，祂天天為了祂的百姓向神禱告。

      耶穌坐在神的右邊
　　耶穌是奇妙的祭司，天天在神的右邊，為那些屬祂的人

禱告。“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來 9:24 下）了解你的那位神，常和你同在，這是多麼感

恩的事呢！你已經知道了耶穌降生為人的事情，祂現在在天

堂，祂是真正的神，同時也是真正的人。

　　那位了解疲倦，也了解饑餓痛苦的主。祂知道你的問

題，也明白你的傷心；更了解你需要作對的事－是何等不容

易！耶穌知道該怎麼為你禱告。祂是神的獨生子，全然地順服神，又成為完美的犧牲祭；

所以你要相信，神一定會垂聽且答應耶穌的禱告。

　　因為你會受到來自撒旦的許多攻擊，牠是與神為敵的，所以你需要耶穌為你禱告。撒

旦想阻擋你跟隨耶穌基督，牠希望你不聽神的話；牠曾阻擋彼得跟隨耶穌：叫彼得對耶穌說：

千萬不可以死！牠還叫彼得三次否認主！

      耶穌正在為你禱告
　　後來彼得悔改痛哭，之後神使他改變了，成為勇敢地見

證人，他向很多人傳講主耶穌基督，最後彼得為主殉道。為

什麼你信主後會失敗呢？聖經上告訴我們這件事的答案，有

一天，耶穌向彼得講了這秘密，說：“彼得，撒但想要你倒

下，可是我已經為你禱告，使你不會失去信心。”

　　已經信主耶穌的小朋友，不管你遇到多麼困難的事情，

絕不要失望也不要放棄。你的祭司主耶穌，常常在為你禱告

( 羅 8:34)。所以基督徒可以來向耶穌祈求，求祂赦免你不信靠祂的罪。赦罪的主耶穌，常

常幫助那些信靠祂的人，直到將他們帶到天國。耶穌常常這樣為你禱告，而且祂的禱告絕

對不會失敗。

       耶穌成為你的祭司了嗎 ?
　　這故事的開始，是從神和你之間需要一位能夠處理罪的

問題的中保，耶穌基督是唯一能承擔這事的中保。這位耶穌 

，祂也是你們的祭司。

　　你相信耶穌，為了你的罪，成了犧牲祭嗎？若你希望你

不要再倚靠自己，而是要倚靠神、為神活，那麼從現在起，

你需要時刻依靠耶穌。你可以感謝這位甘心犧牲自己、為要

將你的罪除掉的耶穌，並且為了神和你之間的和好來禱告。

聖經說 :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 來 7:25 上 ) 

　　如果你承認自己是個罪人、相信耶穌為你的罪死且復活，並接受耶穌進入你心裡，你

可以確信你的罪已經被除掉了。你可以確信耶穌一定會帶領你與神合好，並且祂是你的大

祭司，一直不斷地為你的需要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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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

金句背誦

1.找出聖經希伯來書 4章 14 節大家一起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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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圖片上的字再反覆讀一遍。

預備物品：把今天照著題目寫的字卡和跟題目無關的字卡混在一起
1.讓小朋友們圍成圓圈坐下，把字卡放在中間弄亂。
2.讓小朋友們找出，今天所學的課題字卡。
  跟小朋友們一起讀出課題和教學核心。
   我們一起唸今天的課題“主耶穌基督是大祭司”和
  今天的教學核心：“大祭司主耶穌基督時常為我們禱告”。 

3.解釋金句。

   們我固堅要更們我以所，穌耶子兒的神是就，司祭大的天高上升位一有經已們我  
  的信仰。

大祭司、耶穌

*請求主幫助我能儘快作
出選擇並有行動出來
*請求主賜給我能有傳福
音的勇氣

1.完成第 2課附錄裡的拼圖“永遠的大
  祭司耶穌”，老師完成後給小朋友看，
  教導孩子並帶著他們完成。
2.完成一本書後，按照順序翻開，和小 
   朋友們一起完成故事。

3.和小朋友把書翻開後，一起讀出裡面的內容。

想一想

1.填寫空格裡面的問題

2.小朋友把自己的禱告事項，寫在空格內後，請小朋友起來發表一下，之後大家
  再一起禱告。
3.要感謝耶穌成為我們的中保，一直為我們禱告。

大祭司代替人們得到了神的赦免

現在已經不再需要把羊殺死來當作祭物了

因為耶穌已經成為我們與神之間的中保

耶穌成為大祭司後，替我們洗淨所有的罪，也成了我們和神之間的中保。

1

2

3

4

小朋友的回答：中保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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