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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课 

耶稣复活后的最初几次显现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下葬后，祂的门徒非常沮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

期盼耶稣把他们从罗马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建立一个属地的国度。他们有

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还不明白圣经。现在他们被告知，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有两个人离开了众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团体，结伴返回在以马忤斯的

家。耶稣在途中加入了他们的行程。他们没有认出这位同路人是谁。然后耶稣

开始给他们讲解圣经，告诉他们：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一切，都早已在经上预言

了。当耶稣将自己显明给这两个门徒之后，他们立刻返回耶路撒冷告知其他的

门徒。 

在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门徒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聚集的时候，耶稣

又向他们显现。当门徒确知复活的主真的现身眼前时，他们的心充满了喜乐。 

 

 

A. 以马忤斯路上的旅行者–《路加福音》24:13-35 

完成句子。 

1. 有耶稣的两个门徒走在去 __________________ 的路上。 

2. 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约有 __________________ 里路。 

3. 当二人行路时，他们彼此谈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他们不知道和他们同行的人是耶稣，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 _________________ 的问耶稣说：你是外乡人吗？难道不知

道这几天在 ________________ 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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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人告诉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有几个上坟的妇女们报告说，祂 

____________________。 

7. 耶稣对他们说：“____________________ 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了。” 

8. 于是耶稣从 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讲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

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9.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0.两位门徒强留耶稣和他们同住，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1.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他们的 _____________ 明亮了，这才认出祂来。忽然耶稣_______________。 

13.当他们认出是耶稣，就彼此说：“在路上，祂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

候，我们的 __________ 岂不是火热的吗？” 

14.他们立刻起身返回 __________________ ，去告诉 ___________________。 

15.当二人回到耶路撒冷遇见众门徒，就听说耶稣已经显现给 ___________ 看了。 

 

 

B. 耶稣另外的显现–《约翰福音》20:19-31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____ 1. 门徒们聚集在室内，房门紧闭，因为他们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2. 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晚上，向聚集在一间楼房里的门徒们显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 当耶稣显现时，门徒打开门让祂进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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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4. 耶稣向众门徒展示自己的手和脚，证明实在是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5. 耶稣差派门徒去传扬福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6. 当耶稣那天晚上在门徒聚集的房间里显现时，多马没有和众人在一起；他

不相信那些门徒所看见的是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7. 过了一周，又到了七日的头一日，当多马和门徒在一起时，耶稣再次向他

们显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8. 这一次，多马将手指探入了耶稣手上的钉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9. 现在多马能够相信并宣告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0. 耶稣说那些看见祂就相信的人有福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整理：耶稣向人显现的场合 

1. 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约 20:1） 

2. 向几位 _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 路 24:10) 

3. 向 _________________ 显现。 ( 路 24:34) 

4. 向 _________________ 路上的 __________ 位门徒显现。 ( 路 24:13) 

5. 向 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其中 ____________ 不在场。 ( 约 20:19,24) 

6. 向 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其中 ____________ 在场。 ( 约 2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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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加利利湖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 位门徒显现。 ( 约 21:2) 

8. 向 _________ 位门徒显现，在加利利的 ______________ 上。( 太 28:16) 

9. 一次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弟兄显现。( 林前 15:6) 

10. 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 ( 林前 15:7) 

11.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向 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 可 16:19-20) 

12. 向 ___________________ 显现。 ( 林前 15:8) 

 

讨论题 

1. 你如何看出：门徒们虽然知道圣经的内容但却不解其意？我们需要什么才能真正明

白圣经的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们如何证明：耶稣已经复活并在肉身显现，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