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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使怎樣啟示耶穌的身份以及神對耶穌的旨意是什麼？ (路 1:31-33)

2.請說明耶穌的王國。(參考 約 18:33-37,6:15,12:13-15)

3.耶穌是如何說明來這世上的目的呢？

你有讓耶穌來掌管你的一生嗎 ?有什麼可以証明呢？

主 耶 穌 基 督 是 君 王

經文：路加福音 1:32-33;腓立比書 2:1-11;歌羅西書 1:13;約翰福
     音 18:36;啟示錄 7:14-17;希伯來書 1:8-14
金句：耶穌回答：“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 
      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約翰福音 18
      章 37節下 )
教學核心：我們要永遠順從掌管宇宙萬物的君王主耶穌基督。

教師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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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1:31-33;約翰福音 18:33-38

分 班 學 習

相信耶穌是永遠的救主。

貼紙
選國王遊戲
擁戴祂為王
約翰福音 18 章 37節下
真正的王
回答拼圖問題，貼貼紙
讓耶穌掌管我們的生活
改變我的生活

知道我們的君王主耶穌會掌管我們的生活 , 我
們也要順從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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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博士
察    看
想 一 想
實    踐

已信主的小朋友

第三課
主耶穌基督
是君王

1.耶穌是什麼樣的君王呢 ?

2.世界上有兩個王國。

3.耶穌會掌管你的一生。

4.耶穌會改變你的生命。

5.君王耶穌保守屬祂的子民。

6.耶穌掌管世界萬物。

7.耶穌是永恆的君王。(腓 2:10-11)

8.你有接受耶穌作你心中的王嗎 ?

課程

喜樂橄欖樹（教師版）版權歸屬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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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是什麼樣的君王呢 ?
　　“看啊！耶穌來是要滅掉羅馬，那搶走我們國家的。

這樣我們就不用再對羅馬繳稅了。耶穌就是掌管耶路撒冷

的偉大君王，沒有任何軍隊比祂更厲害。這位君王一定會

給我們很高的官位。想到這些就覺得非常地開心！”當耶

穌活在世上時，那些看見耶穌的人，一定會抱著這樣的期

望。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夢想，可是神的計畫卻不是這樣。

這位真實、又雄壯美麗的君王，來到這個世界，目的是為

了要統率一個真實的、潔淨的、剛強的軍隊而來。這軍隊的成員就是那些活在這世上、他

們願意將自己的罪交給耶穌，求主耶穌赦免的人。這些人是屬於神的王國，因為耶穌掌管

了他們的心思意念。

       世界上有兩個王國
　　可是有許多人並不屬於耶穌基督的王國，因為他們不

願意相信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那麼，他們屬於哪個王

國呢 ? 因為他們一生下來會作不討神喜悅的事，因此屬於

神的仇敵，也就是撒但的王國。所以他們容易欺騙人、而

且發生困難的時候會說謊。

　　如果你是屬於撒但的王國，你想要靠自己的能力脫離

牠的王國是絕不可能的。所以你需要一位比撒但更有能力

的來拯救你，才可以使你脫離撒但的王國。在世上唯一有能力勝過撒但的，就是主耶穌基

督。祂比撒但更有能力；為了救你脫離撒但的王國，使你得著自由，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

上死了、埋葬、三天後復活。耶穌現在仍然活著，如果你是真心誠意地想要從撒但的王國

裡被拯救，而且你也願意歸屬於耶穌基督美麗的王國的話，你可以對耶穌說：“救我吧！”

當你憑信心邀請主耶穌進入你心的時候，立刻，你就會經歷到耶穌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使

你得救了。從那時起，你就完全屬於耶穌的王國了。從此，耶穌掌管了你的生命。那麼，

這是指什麼意思呢？接下來，珉浩漸漸地瞭解了這個涵意。

   　耶穌會掌管你的一生
　　在珉浩的班上，有一個孩子，名字叫德強。有的時候

德強會故意惹珉浩生氣，如果老師面向黑板、背對孩子的

時候，德強就會用拳頭打珉浩，或拉珉浩的頭髮，甚至還

用很兇的眼神瞪珉浩，讓他害怕。

　　有一天，上課的時候，珉浩畫了一艘很帥的戰艦。沒

想到下課時，珉浩去廁所回來之後，那張圖居然不見了，

不管珉浩怎麼找都找不到，而且竟然沒有一個小朋友知道

珉浩的圖在哪裡？那時珉浩看到德強用怪怪的眼神和嘲笑的表情看著他，這時珉浩猜想 : 

德強應該知道關於圖的事情。

　　到了星期六，珉浩和智秀一起到河邊玩，那時智秀邊走邊喊：“看啊！這是德強的腳

踏車啊！”珉浩停下腳步仔細的看，真的是德強的腳踏車。原來德強在不遠的河邊坐著釣

魚啊！瞬間，珉浩的心中閃過了好幾個念頭，他想到：“好啊！這次換你被整了，這樣你

才能體會到這個滋味吧！我要先把腳踏車藏起來，再拿掉鈴鐺，然後對德強丟石頭來妨礙

他釣魚。”但這時珉浩聽到了一個聲音，就像來自掌管珉浩心裡的那位耶穌所說的一樣，

他聽到：“等一下！”。然後想起聖經的話說：“不要以惡報惡”（羅 12:17 上）。珉浩

默默的想著神的話，然後他安靜地從德強的腳踏車旁走過去了。珉浩剛剛順從了掌管他的

君王耶穌。 

   　耶穌會改變你的生活
　　小慧已經相信又依靠耶穌基督為救主，所以她就是屬

於主耶穌王國裡的孩子了。可是為什麼現在小慧不肯跟任

何人說話呢？甚至還把嘴巴閉得緊緊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是媽媽不准她去朋友家玩，所以她很生氣。吃完晚餐，

小慧就進去她的房間，她也決定不要幫媽媽洗碗了。在小

慧的生活裡，如果耶穌基督是她的君王，那麼耶穌會希望

小慧怎麼做呢 ? 如果小慧順從主耶穌，現在她該怎麼改變

她的行為呢？（給孩子們回答的機會）沒錯！小慧的內心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感到難過，並

且她會樂意接受媽媽的話，去幫媽媽洗碗，而且不再鬧彆扭。同樣，如果主耶穌是你的君

王，祂會引導你的思想、言語和行為。在讀聖經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這位君王耶穌所說的

話，藉由聖經告訴你祂希望你怎麼生活。小慧現在需要立刻向主耶穌禱告，求耶穌赦免她

的罪，並幫助她可以順從聖經的話去做。

   　君王耶穌保守屬祂的子民
　　從前的人認為，能得到好的君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當仇敵來攻擊的時候，君王能保護他的百姓安全無虞。

甚至祂還要供應豐富的糧食給百姓們。而我們的主耶穌就

是所有君王中最優秀的，因為祂是那位真正照顧屬於祂王

國裡的每一個人。祂常常在發生危險時，主動保護祂的百

姓，甚至沒有經過祂允許的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在祂百姓

的身上。

　　但是有時候耶穌允許祂的百姓面臨困難，因為聖經羅馬書應許說：“我們曉得萬事都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 羅 8:28) 有的時候人們不了解

為什麼他會遇到這麼傷心和令人難過的事情，可是他必需確信身為君王的耶穌知道答案，

祂使萬事互相效力來成就祂的美意。

　　祂能夠滿足你所有的需要。祂認識你，也了解你生命中所有的事。即使你在玩、讀書

或睡覺的時候，祂仍是一直照顧著你的偉大又奇妙的君王。現在，你願意將你的生命交給

耶穌嗎 ?

   　耶穌掌管世界萬物
　　耶穌基督不只掌管你的生命，也是掌管著你的心思意

念的君王，祂是萬王之王也是掌管這世界最高的統治者。

你認為今天在這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哪一國呢？（給孩

子們回答的機會）。你可能會認為那個國家的總統、君王

或統治者，一定是又偉大、又強壯、而且很有能力。

　　其實他們若和耶穌相比，就變得微不足道了。除非耶

穌允許，否則他們沒辦法得到君王或總統這個職位來統治

國家的。只有耶穌才是萬王之王，掌管這世界直到永遠。按著祂那奇妙又特別的旨意，祂

一定會成就祂對這世界上每個人的心意。而且只有經過祂的允許，事情才會發生。沒有人

能攔阻祂的作為。可是許多人不認識這位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萬王之王，在你們當中有沒

有人不認識這位君王耶穌呢？那一天來到時，所有的人，一定會承認耶穌就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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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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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

金句背誦

1.找出約翰福音 18 章 37節下的經文並且一起讀
  耶穌回答：“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 
  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約翰福音 18 章 37節下 )
2.請在聖經裡找出 (   )該填寫的字詞

1.剪刀石頭布後，最後剩下的小朋友就是國王。
2.當國王的小朋友可以請其他小朋友做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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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是君王”和
  今天的教學核心：
  “我們要永遠順從掌管宇宙萬物的君王主耶穌基督”。

王、生、世間

   　耶穌是永恆的君王
　　雖然，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時候，可是耶穌再來掌管

這世界的那日子，一定會來到。現在驕傲又自以為是的統

治者們說：“我就是能力最大的人！”或“我就是最偉大

的統治者 !”另外還有的人說：“聖經不是真實的！”可能

你們中間有的人也許會說：“我不要耶穌！”可是當那日

來到時，萬膝必跪拜，萬口必稱頌耶穌是萬王之王。聖經

說：“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

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 2:10，11）那時耶穌基督會

使撒旦和屬於撒但王國所有的人永遠滅亡，祂也會掌管祂的仇敵。是的！只有耶穌才是永

恆的君王。

   　你願意接受耶穌作你心中的王嗎 ?
　　任何人如果讓耶穌掌管他的生命，耶穌就會永遠和祂

在一起。想像愛主耶穌的人，從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國家來，

在一起聚會吧！這是很奇妙的事，所有信耶穌的人，來與

大君王耶穌見面，祂也會與這些人永遠在一起。不再有罪

惡、傷心或痛苦、死亡，而且是絕對完美的王國。 

　　接受主耶穌成為你個人的君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還沒有讓耶穌作你心中的君王的小朋友，你今天可以信靠

主耶穌，這樣你就可以從撒旦的王國裡得拯救，進入神的王國了。 

　　現在你可以誠心對耶穌說：“耶穌！我不要再住在撒但的王國，請帶領我脫離牠。赦

免我的罪，掌管我的生命。”如果現在你這樣說的話，耶穌一定會成為你永恆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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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

1.讓小朋友回答拼圖裡所寫的問題

2.貼上貼紙完成圖片之後，再反覆讓小朋友來回答。

誰是王呢？耶穌基督
誰是百姓呢？相信耶穌的兒女們
百姓們是怎麼生活的呢？愛我們的王也順從我們的王
創造宇宙萬物的王是誰呢？永遠的王耶穌

想一想

1.讓小朋友確認自己在生活中，有沒有做到讓耶穌來掌管？用 Yes/No來選擇。

2.全部回答 Yes讓耶穌基督掌管的小朋友，幾乎是沒有。但教師千萬不要責備小
朋友，要用引導的方式來教導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去作改變。

聖經博士

真正的王：以色列的律法當中有提到神是王，詩篇的大部分也講述這位王，耶穌

就是王，祂應允了舊約聖經裡的立約，掌管著宇宙萬物和祂的百姓。耶穌是真正的
王。

早上我會看聖經和禱告 (Yes/No)。
--小朋友可能沒有辦法利用早上的時間，那如果晚上睡前有讀聖經和禱告的話，也可 

  以標示為 Yes。

在學校讀書時我會祈求神給我智慧，用心去學習 (Yes/No)。
--小朋友到學校會先做禱告，為今天一整天的開始禱告的話，標示為 yes

在吃午餐之前，就算其他同學看我，我也會先向神作感謝禱告之後才吃飯
(Yes/No)。
--亦即在所有午餐時間禱告。

在玩樂的時間我也相信神會看顧我，我也會做出神所喜悅的行為 (Yes/No)。
--就算跟朋友一起玩耍的過程當中引起爭執，或是玩耍的方式不同時 ,都會想到神也
  在看顧著我們。

實踐

1.如果小朋友有選擇 NO的話，讓小朋友禱告請耶穌來掌管他一週的生活，教導小
   朋友以喜樂的心作正確的選擇，來榮耀神。
2.小朋友在回答並貼上皇冠的貼紙時，可多稱讚他們。
3.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下週要實踐的內容。

我在睡前會作今天該認罪的禱告 (Yes/No)。
--每天晚上睡前作認罪禱告。

放學去補習班學習時，我會祈求神來幫助我，盡最大的努力來學習
(Yes/No)。
--大部分的小朋友都覺得去補習班感到壓力和重擔，儘管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要
教小朋友們時常想到神，以感謝的心來面對這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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