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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看見主 
就喜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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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20:1-10 
• 1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
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墳墓
挪開了， 2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
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
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裡！」 3彼得和那門
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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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20:1-10 

• 4 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
到了墳墓，5 低頭往裡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
那裡，只是沒有進去。 6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
進墳墓裡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 7 又
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
是另在一處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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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20:1-10 

•8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
9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
要從死裡復活。10 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
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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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利亞最先見主 
•馬可福音11∶9-11 
•9 前行後隨的人都喊著說：「和散那！奉主
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10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
之國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11耶
穌進了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
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往
伯大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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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利亞最先見主 

•約翰福音20∶1-18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
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2 就跑
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
「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
裡！」 3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 4 兩
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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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利亞最先見主 

• 5 低頭往裡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
進去。 6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就看
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 7 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
和細麻布放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著。8 先到墳墓的
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 9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
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10 於是兩
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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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利亞最先見主 

•11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
墓裡看，12 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
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13 天使對
她說：「婦人，你為什麼哭？」她說：「因為有人
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裡。」14說了這話，
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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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利亞最先見主 

• 15耶穌問她說：「婦人，為什麼哭？你找誰呢？」
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
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我便去
取他。」16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
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
是「夫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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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利亞最先見主 

•17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
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
裡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
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
也是你們的神。」18抹大拉的馬利
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
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
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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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眾婦女群體見主 
•馬太福音28∶9-10 
•9 忽然，耶穌遇見她們，說：「願你們平
安！」她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拜他。10 耶穌
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
兄，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裡必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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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往以馬忤斯的兩個門徒 
•馬可福音16∶12-13 
•12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
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
耶穌變了形象，向他們顯現。
13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
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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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往以馬忤斯的兩個門徒 

•路加福音24∶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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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彼得單獨見主  
•路加福音24∶33-34 
• 33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
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34 說：
「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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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彼得單獨見主  

•哥林多前書15∶5 
•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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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眾使徒集體見主(多馬不在) 
•馬可福音16∶14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
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裡剛硬，因為他們
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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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眾使徒集體見主(多馬不在) 

•路加福音24∶36-43 
•36 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
說：「願你們平安！」 37他們卻驚慌害怕，
以為所看見的是魂。38耶穌說：「你們為什麼
愁煩？為什麼心裡起疑念呢？39你們看我的手、
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
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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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眾使徒集體見主(多馬不在) 

•40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41他們正
喜得不敢信，並且稀奇，耶穌就說：「你們
這裡有什麼吃的沒有？」42他們便給他一片燒
魚，43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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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眾使徒再次見主(多馬同在) 
•約翰福音20∶26-31 
•26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也和他們
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
你們平安！」27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
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
旁！不要疑惑，總要信！」28多馬說：「我的
主！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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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眾使徒再次見主(多馬同在) 

•29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
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30耶穌在門徒面前另
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這書上。31但記這
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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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邊七門徒蒙主指示捕魚 
•約翰福音21章1-3節 
•  1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
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2 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
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
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 3 西門彼得對他們
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
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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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向五百人頒佈大使命 
•馬太福音28∶16-20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18耶穌進
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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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向五百人頒佈大使命 

•馬可福音16∶15-18 
•15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
萬民聽。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17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
名趕鬼；說新方言；18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
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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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耶穌向大弟雅各顯現 
•哥林多前書15∶7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 
  使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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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再見使徒們重述大使命 
•路加福音24∶44-49 
•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
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
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
聖經，46 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
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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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再見使徒們重述大使命 
•47並且人要奉祂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
撒冷起直傳到萬邦。48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
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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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再見使徒們重述大使命 

•使徒行傳1∶3-8 
•3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
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
國的事。 4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
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
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5 約翰是用水施
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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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再見使徒們重述大使命 

•6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
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7耶穌對他們說：
「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
是你們可以知道的。8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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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最後的顯現與升天 
•馬可福音16∶19-20 
•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
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
的，在天上也要釋放。」20當下，耶穌囑咐門
徒，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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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最後的顯現與升天 

•路加福音24∶50-53 
•50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 
，就舉手給他們祝福。51正祝福的時候，祂就
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52他們就拜，大
大地歡喜，回耶路撒冷去，53常在殿裡稱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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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領」他們出城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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