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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课 耶稣复活后的最初几次显现 

逐字稿 

 

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第 29 课。本课内容是

主耶稣复活后最初的几次显现。我们首先会提到耶稣向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

显现，你在《路加福音》24 章 13-35 节会看到对此的记载。在第二部分，

我们会根据《约翰福音》20 章 19-31 节的记录来看耶稣其他的几次显现。 

首先，耶稣向以马忤斯路上的旅行者显现。我们知道，耶稣在祂复活的

那天清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纪念的复活节早上，已经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和

其他的妇女们显现。这些妇女们跑去告诉门徒，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们

都亲眼看见了祂。但门徒们中间仍然有人对耶稣复活这件事不能理解，觉得

难以置信。他们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样的事，于是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门徒们

所聚集的房间。 

其中有两个人是革流巴和他的朋友。他们离开了其他的门徒，启程去

往他们在以马忤斯的家。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七英里或者十公里之

遥。行路之间，他们不停地谈论着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正聊得很投入的时

候，有一个陌生人遇见了他们，加入他们中间，和他们同行。这个陌生人实

际上就是耶稣，但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所以认不出祂来，不知道祂是谁。

耶稣问他们：“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革流巴回答说：“你是初

来乍到的外乡人吗？难道你没有听说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吗？”

耶稣说：“什么事？” 革流巴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祂是一位大有

能力的先知，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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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然把祂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令人大惑不

解的是，我们听说祂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是祂死后第三天，有几位妇女来到

我们中间，报告说埋葬祂的坟墓是空的，祂的身体不见了，并且有天使显现，

说祂复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

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责备了他们，然后开始教导他们。祂从摩西和先知书

讲起，指明圣经上所有的预言都必要应验，并且这些预言都与主耶稣基督的

死亡和复活有直接的关联。 

说话间，他们已经走到了以马忤斯的村外。当门徒想要进村的时候，耶

稣似乎还要往前行。两个门徒一方面觉得天色已晚，不应该让这位陌生人继

续行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路上听祂讲论的时候，内心十分火热，所

以他们希望能够和祂多相处一会儿。因此二人强留耶稣和他们同住。他们对

耶稣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你就不要再赶路了。”于是耶稣和他

们一起进了屋子。门徒预备了晚餐，然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拿起饼来，祝

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吃。当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

这位陌生人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擘完饼之后，耶稣忽然就从他们

眼前消失了。两位门徒片刻也没有耽搁，决定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去告

知众门徒，他们亲眼看见了主耶稣。 

他们一到城里，正遇见众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

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读到主耶稣单独向

西门显现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祂确实向西门显现了。两个人就把以马

忤斯路上所遭遇的经历，以及在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被打开，认出了耶

稣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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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我们要来叙述，耶稣复活之后，留在地上 40 天的时间里，

另外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向人显现的事实。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次，是耶稣向

聚在耶路撒冷的十位门徒显现。这件事记载于《约翰福音》的 20 章 19-35

节。这些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房间中，紧闭房门躲在室内，因为他们惧怕

犹太人，再加上兵丁编造的故事已经传遍全城，说门徒偷了耶稣的身体；所

以门徒害怕犹太人会来抓捕他们，故而紧闭房门惶惶不安。但只有十位使徒

聚在一起，多马不在其中。为什么？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多马被称为“多

疑的门徒”，他需要亲眼看见才能相信。当他听到有关耶稣复活的报告，深

感困惑，觉得十分荒唐，所以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们在一起。

回到正题，耶稣突然出现在门徒们所呆的房间里。祂没有开门，而是穿过紧

闭的大门直接进来了。耶稣把自己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说：“愿你们平

安！”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但他们仍然需要证据来确认耶稣是真的以祂

自己的血肉之躯复活了，或者说他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一个魂。于是耶稣问他

们：“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了他一片烧鱼和一块蜂房。耶

稣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证明了祂不是一个魂，而是带着祂人性的身体

来造访他们。魂是不会吃东西、也不能吃东西的。 

隔天这些门徒就去告诉多马，他们已经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了。多马怎么

回应呢？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祂手上的钉痕，并且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信。” 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

和他们同在。我们需要注意，这又是七日的头一日。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

算日子总是会把事情发生的当天都算在内，而耶稣上次遇见他们，是七日的

头一日，所以那天算为第一天。按这种算法，到下一个主日就是第八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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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多马和其他的门徒呆在一起。耶稣照样穿过紧闭的房门来到他们中间，

然后立刻对多马说：“多马，你过来，过来看一看。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

的手，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凭着信心终于能够宣告说：

“我的主，我的上帝！” 他注视着耶稣基督，他的主，他的救主，他的上帝。

然后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我们已经看过了耶稣在更多的场合向人显现的事实。在本课的最后，我

们对这些事实做一个简单的概括。耶稣首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其次是

向来到墓地的一群妇女。第三次是向西门彼得。第四次是向以马忤斯路上的

两位旅行者。第五次是向聚集在一起的使徒们，其中多马不在场。第六次仍

然是向使徒们，但这一次多马在场。在以后的课程中，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加

利利的山上向十一位门徒显现，而且在加利利海（提比哩亚海）的岸边显现，

又一次性向五百多弟兄显现，也向雅各显现。最后当祂升天的时候，祂在橄

榄山向门徒们显现。使徒保罗说，末后主也向他显现。保罗是透过信心这样

宣告的，因为保罗并没有和十一位使徒在一起。通过本课的学习，我们看到

耶稣复活后只向祂的百姓显现，而不再向公众显现。公众曾经看到耶稣在他

们面前行走，但现在他们没有机会了。如今耶稣只向祂的百姓、向祂的门徒、

向那些跟随祂的妇女们显现，为要建立他们的信心，并且证实祂真的是那位

复活的救主。愿我们不仅能够通过耶稣的死亡来认识祂，也能够通过祂的复

活来认识祂。愿祂向我们显现，成为我们的主和我们的上帝，正如多马所宣

告的。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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