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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课 

彼得被复兴；耶稣颁布大使命并升天 

 

在耶稣复活后逗留在地上的四十天期间，祂多次向门徒们显现。当一群门

徒在提比哩亚海边捕鱼时，耶稣与他们相遇。在那次会面中，彼得作为使徒的

职分得到恢复。他和其余的使徒一同受命去传扬福音。 

当耶稣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和门徒相见时，祂应许和他们同在，又赐下大

使命，吩咐他们去教导万国万民，并给信的人施洗。 

复活四十天之后，耶稣带领祂的门徒来到一座山上。在那里耶稣告诉他们

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祂差遣圣灵降临。当耶稣祝福他们之后，祂被接升

天，离开了他们的视线。 

 

 

A. 彼得被复兴–《约翰福音》21:1-23 

填空。 

__________________(1) 和其他几位门徒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2) 海上打鱼。 

但那一夜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3). 当他们在黎明时分返回，快要靠岸时， 

_________________(4) 站在岸上，问他们有没有捕到什么。他们不得不承认一无所

获。耶稣于是吩咐他们把网撒在船的 ________________(5)，他们遵命而行，就捕获了 

_______________(6) 的鱼。 ____________(7) 最先认出岸上那人是耶稣，并且告诉了

彼得；后者立刻跳入 _____________( 8)，向耶稣游去。当门徒上了岸，就看见耶稣准

备好了一堆 _______________(9) ，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吩咐他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

条过来，于是 _______________(10) 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 

__________________(11) 条。接着，门徒被邀请来吃早饭。 

他们吃完早饭后，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 ____________ (12)更深

吗？”当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告诉他：“你喂养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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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13) 当耶稣第 ____________(14) 次问同样的问题，彼得就很忧

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 ___________________(15)；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

告诉他：“你喂养我的 ___________。”(16)  

耶稣也告诉彼得，当他 ______________(17) 的时候会遭遇何事，并且他要怎样死。当

彼得问耶稣，_______________(18) 将来会怎么样，耶稣的回答让门徒以为这人不死，

然而耶稣实际上是说，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事。  

 

B.大使命 - 《马太福音》28:16-20 

问答题。 

1. 十一个门徒要去哪里遇见耶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耶稣之前什么时候告诉门徒说，祂要在加利利和他们相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关于祂的权柄能力，耶稣是怎么对门徒说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什么是大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耶稣升天 - 《路加福音》24:50-53；《使徒行传》1:1-14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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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1. 耶稣把祂的门徒带到伯大尼附近的橄榄山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2. 耶稣复活后，有四十天的时间和门徒呆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 耶稣指示门徒回到加利利，在那里等候圣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4. 门徒仍然在问耶稣，祂是否会马上复兴以色列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5. 门徒将只在犹太地区为耶稣作见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6. 耶稣被一朵云彩接走，升入了天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7. 两位天使出现并应许说，耶稣将来会再次驾着云彩降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8.  门徒返回耶路撒冷，等候耶稣再次降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顾复习题 

1. 根据那些表明祂降卑和升高的事件，耶稣的生平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请将以下

列出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作正确的排列，并放到合适的归类标题下。  

a) 复活         b) 卑微的降生        c) 埋葬        d) 升天  

e) 受苦         f) 再临审判世界      g) 降入阴间       

h) 死亡         i)   坐在上帝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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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卑的状态            升高的状态 

                        

  

  

  

  

 

2. 基督怎样以下列三种身份一直与祂的教会同在？ 

a) 先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祭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君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