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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使徒跟随耶稣 

 

尽管耶稣已经呼召了一些门徒，但他们还没有在事工中来跟随祂。这时，

耶稣要呼召十二个门徒来成为祂的使徒。他们要在耶稣的事工期间来跟随祂，

为的是来熟知祂，并领受祂的教导。  

尤其在祂事工的开端，祂向犹太人显明祂不仅有大能拯救他们的灵魂，也

能够并乐意医治他们的身体。 

 

 

A. 呼召门徒 – 阅读《路加福音》5:1-11 和 6:12-16 

 

填空  

西门彼得、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刚从革尼撒勒湖打鱼回来，这湖也叫

_____________________海。他们正__________________渔网，这时，耶稣上了

_____________的船。当耶稣结束对众人的______________ 后，祂吩咐西门开船并

_____________。西门回答说，他们已经整夜劳力，但_________________。然而，

他还是顺服了。接着，他们打到了那么多鱼，以至网________________。他们不得

不叫其他的船只来帮忙。 

当西门承认自己是一个________________的时候，耶稣对他说：“_________________！

从今以后，你要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了。”随后，他们把_____________

靠了岸，并撇下了所有的来跟从_______________。  

耶稣上______________祷告。第二天，祂叫来了自己的________________，从他们

中间挑选了_________________个人，称他们为 _________________。 

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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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 – 也叫_______________。彼得_____________次否认耶稣，但后来成为

________________教会的领袖。 

2. 安得烈 – ______________的兄弟，来自迦百农的一个_____________。 

3. 雅各 – __________的兄弟，也是______________的一个儿子。他也是第一个以

__________________身份死去的门徒。 

4. 约翰 – 也被称为__________________的门徒。约翰、_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_____组成了一个三人组，在一些场合里耶稣常常带着他们三人。他

写下了《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和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腓力 – 当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带着___________________来见耶稣。 

6. 拿但业 – 也叫___________________。耶稣说他是一个真_________________，

心里没有诡诈。  

7. 多马 – 也叫低土马和______________的门徒，因为他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8. 马太 – 一个_______________，也叫利未。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为

____________收_________________。 

9. 雅各 – 亚勒腓的儿子， 也叫___________雅各。 

10. 犹大 – 有时也叫达太。 

11. 西门 – 路加叫他_________________。 

12. 加略人犹大 – 替门徒管钱的。他_______________了耶稣。 

耶稣一一召他们 

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约翰 

腓力与多马 

马太与巴多罗买 

小雅各、西门与达太 

第十二位是犹大 

卖主求荣就是他 

 

B. 神迹 – 阅读《马可福音》1:21 –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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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号入座  

请将以下四个神迹与符合它们的描述对号入座。 

A) 被污鬼附着的人                       C) 西门的岳母     

B) 长大麻风的人                           D) 瘫子 

1. ____ 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2. ____ 祂进前拉着她的手，她的热立刻就退了。 

3. ____ 别管我们，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拿撒勒人耶稣？  

4. ____ 他们拆了房顶，把瘫子连他的床缒了下去 

5. ____ 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6. ____ 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 

7. ____ 小子，你的罪赦了。 

8. ____ 去给祭司察看你的身体 

 

问题讨论 

阅读《马太福音》第 16 章 24-25 节，耶稣所说的对真门徒的要求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