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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 24 章 

背景 

在这本福音书的最后段落中，路加记载了早期使徒的一个确信：“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

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徒三：15）” 。除此之外，他也也记述了主耶稣复活的

两个重要证据：耶稣的空坟墓（1～12），以及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13～49）。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你有没有过兴奋的告诉别人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别人听了不信？ 

分段 

一、耶稣复活 （二十四 1～12） 

二、以马忤斯路上的相遇 （二十四 13～35） 

三、耶稣向门徒显现、耶稣升天 （二十四 36～53） 

读经（默读「整章」以取得整体概念，3 分钟） 

一、耶稣复活 （二十四 1～12） 

读 经（再次默读本段经文，1 分钟） 

1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2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3 他们就进去，只

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4 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5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

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6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 

7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8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9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

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10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马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

妇女。 11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 12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

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请讨论耶稣复活是怎么被发现的？是谁先去？ 

有谁在那里对她们说话？ 

说了几句什么重要的话？ (24:1~7)  《重要讨论题》 

 发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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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那些妇女在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o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她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o 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o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o 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带领大家阅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说的： 

o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

活。(9:22) 

 

2. 为什么耶稣「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24:7)  

 《重要讨论题》 

 强调了这一切的事，都是依照神的计划发生。 

 这救赎计划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智慧。神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所流的血洗

净我们的罪。因祂的复活，我们的永生盼望得到确据。常人所问的“为什么不…？” “为

什么…？”因为： 

o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 55:8~9)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二、以马忤斯路上的相遇 （二十四 13～35） 

读 经（默读 1 分钟） 

13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14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

这一切事。 15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16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17 耶稣对他们

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18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

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19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

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20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21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

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 22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

坟墓那里， 23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24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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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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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

白了。 28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29 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

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30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 31 他们的眼睛明亮

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 32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

热的吗﹖ 33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34 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

西门看了。 35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这二个门徒一时没有认出复活后的耶稣，经过一番的形容那几天在耶路撒冷发

生的事，耶稣怎么责备他们？(24:13~24;25~26) 

(先让组员讨论一下以上问题，然后讨论以下二个问题 )  《重要讨论题》 

为什么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 

为什么责备他们「信得太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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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的人： 

o 是指不愿意信赖福音和神的应许的人，不是学识的浅薄。 

o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 3:1,3)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 

o 人要在心中对神的道，应当做出适当的回应。 

o 例如耶稣所说过土壤的比喻，及上文的警告：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

他们信了得救。(8:12)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

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21:34) 

 

2.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与前面天使说的：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意义上相似

吗﹖ 

哪些相同的地方？(24:7;26)  

 受害，就是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荣耀，是指耶稣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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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请组员参考英文新国际版 NIV 或钦定版 KJV，讨论

门徒的眼睛怎么变「明亮」了？(24:31~4)  

 Then their eyes were opened (KJV); And their eyes were opened (KJV) 

 路加要强调这是神的作为：他们的眼睛「被开」了。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动词背后的主词

是神。意思是，因为神开启他们的眼睛。 

 

4.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火热是什么意思？ (24:32)  

 是神与他们同在，与他们说话，讲解圣经的经历，他们当然心里火热。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三、耶稣向门徒显现、耶稣升天 （二十四 36～53） 

读 经（默读 1 分钟） 

36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37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38 耶稣说：你们

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39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

有的。 40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41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42 他

们便给他一片烧鱼。（有古卷在此有：和一块蜜房。） 43 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44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

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45 于是耶稣开他们

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46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47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

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48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49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

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50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51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52 他们就拜他，

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53 常在殿里称颂神。 

观察： （1 分钟） 

 问组员看到些什么引起注意，特别醒目的？ 

解释： （25 分钟） 

1. 复活的耶稣在门徒当中显现时，门徒愁烦、惊慌害怕。(24:36~43) 

他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惊慌害怕」？ 

耶稣如何证实来安抚他们？ 

耶稣这样的证实，是有什么重要性？ 《重要讨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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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愁烦、惊慌害怕，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复活仍然有疑惑。对耶稣带着复活后的，有血

肉之躯，站在他们当中，感到惊慌。 

 耶稣就在他们面前，证实祂肉身的复活： 

o 耶稣要他们看祂的手脚，并且摸祂。 

o 解释魂是没有骨和肉。 

o 耶稣和常人一样，跟他们一起吃。 

 耶稣的复活，重要的不只是一个灵，而是有复活的身体。 

o 应验了：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诗 16:10) 

o 也一再被强调：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

见朽坏。(徒 2:31) 

 因为祂的复活，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同样有肉身复活的确据： 

o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

耀的身体相似。(腓 3:21) 

 

2. 耶稣又做了什么，使门徒们能明白圣经？ 

「心窍」是什么？(24:1~4)  《重要讨论题》 

 「心窍」的意思，就是「心智」。 

 上文提到神使门徒「眼睛明亮」，在这里耶稣使门徒有心智明白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不是靠人的智慧可以掌握，靠人的力量可以精通。必须靠神的带领，神赐的智

慧及启示，才能明白祂的话语。 

 

3. 耶稣如何吩咐门徒传福音？ 《重要讨论题》 

什么是这些事的「见证」？ 

「所应许的」是什么？ (24:47~49)  

 耶稣所吩咐的，也就是路加福音的大使命： 

o 要奉他的名：不是靠自己的名或力量，而是依靠神。 

o 传悔改、赦罪的道： 

 延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5:32)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

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4:18) 

o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如同路加所写使徒行传的「直到地极」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

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见证：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也就是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 

 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使徒身上的同在与作为。 



查经材料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6] 

 

 

4. 耶稣在升天前，举手给他们「祝福」，是什么意思？ (24:50~51)  

 这「福」是神所赐下的福分。 

 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西面向约瑟和马利亚预言神要藉耶稣去拯救祂的子民后，就给他们

祝福。 

 在福音书的结尾，耶稣成全救恩之后，也给门徒祝福。 

 

归纳： （2 分钟） 

 问组员在这几段经文中，可以综合出哪几个重点？ 

 

应用： （3 分钟） 

 问组员所归纳出的重点，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分享这星期的代祷事项 

結束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