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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妇女名叫马利亚， 
她极度的悲伤。 
她的儿子， 
耶稣被钉在 
十字架上 
奄奄一息了。 



耶稣怎么会遭遇 
到这样的悲剧呢？ 
神怎能让耶 
稣被钉死呢？ 



其实耶稣一早就知
道将来要在他身上
发生的事情。当耶
稣还是一个婴孩的
时侯，有一个名叫
西面的，他预知耶
稣成长后的遭遇，
都把这些事情告诉
了耶稣的父母。 



在耶稣被杀的前几天，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 
贵的香膏来，倒在耶稣的脚上。 



门徒见了就说： 
“何用这样的 
枉费呢！” 
耶稣回答说： 
“她做了一件好事， 
因为她是为我安葬作的。” 



这事过了不久后，耶
稣其中的一个门徒名
叫犹大，他答应祭 
司长以三十块钱 
来出卖耶稣。 



逾越节到的时侯，耶稣
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吃喝。他们吃的时侯， 
耶稣拿起饼和杯来， 
祝谢了，就递给门徒。 



耶稣这样做是要门徒
纪念耶稣的血将为众
人流，使罪得赦。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们其中有一个将
出卖他。耶稣又说, 他们将抛弃他而
分散。 彼得说：“我不会抛弃你。”
耶稣对彼得说：“今日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 
不认我。” 



过后，耶稣来到
一个名叫客西马
尼的地方来祷告。
跟随耶稣祷告的
门徒因疲劳而睡
着了。 



耶稣祷告说：“父
阿！在你凡事都
能，求你将这杯
除去；然 
而不要照我的 
意思，只要 
照你的意思。” 



忽然间，来了许多带着刀棒的人， 
那出卖耶稣的犹大走在前头。 
耶稣没有与他们斗， 
彼得却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仆人 
的右耳削掉。 
耶稣上前来摸 
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他们把耶稣捉拿到大祭司的住宅去。
那里，众祭司长控告耶稣， 

要将他治死。 
同时，彼得在 
外面院子里坐 

着烤火。 



三次有人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
门徒吗？”彼得却一一 

的否认，正如耶 
稣所说的。 



立时，鸡就叫了。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 
的话，他就出去痛哭。 



这时侯，犹大看见耶稣被
定罪，就后悔。他把那 

三十块钱拿来还给祭 
司长，但是祭司长 

不要收回犹大 
               的钱。 



犹大就把钱丢下，
出去吊死了。 



众祭司长把耶稣带到彼
拉多那里去审问。彼拉

多说：“我查不出他 
有什么罪来。” 

       但是众人 
       却喊叫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
们去钉十字架。兵丁用荆
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 
的头上。他们又鞭打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过后，
他们便把耶稣交 
给人钉十字架。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耶稣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其中 

一个讥诮耶稣， 
但另一个就 
责备他说： 



“我们受刑，是应该的。但这个人没有
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 

啊！你得国降临的时侯， 
                   求你记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 

乐园里了。” 



申初的时侯， 
耶稣大声喊叫着说： 
“成了！” 



便低下头，断了气。 
过后，有人取下 
耶稣的身体， 
安放在坟墓里。 



祭司长吩咐罗马
兵丁将坟墓把守
妥当，确保没有
人可以进去。 



如果耶稣依然埋葬在 
坟墓里死了，这真 
的是一个悲剧。 
事实上，神 
就快要大显 
奇事了！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有些耶稣的信徒到 
坟墓去。他们看 
见石头已经从 
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耶 
            稣的身体。 



有一个妇女站在坟外哭泣。
就在这时侯，耶稣显 
现在她的面前！ 



于是她兴奋地跑回去将这好
消息告诉其他的信徒: 
“耶稣正活着， 
耶稣已经复活了！” 



过了不久后，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
他把手伸出来,给他们看他手上的
钉痕。没错，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
耶稣叫他的使徒到遍地为他从死里
复活的事作见证，凡那些相信的人
可以因他的名得救。之后,耶稣就
被接回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第一个复活节 
 

这故事是取自于圣经，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章、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一章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节 



终止   



神知道我们每人都做错事， 
神称这为罪。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而神却非常爱你， 
他甚至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了你，

使他担当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担当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能得救。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 
你可以作这样的祷告： 

“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替我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为我流血、受死、 

埋葬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赐给我救恩和永生。 

阿们。”你只有藉着对神话语和救恩 
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为了使你灵性长进， 

你每天应当  
（1）祷告 --- 你对神说话。 

   （2）读 圣经 --- 神向你说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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