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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婦女名叫馬利亞， 
她極度的悲傷。 
她的兒子， 
耶穌被釘在 
十字架上就 
快要死了。 



耶穌怎麼會遭遇 
到這樣的悲劇呢？  
 神怎麼會讓耶 
 穌被釘死呢？ 



原來耶穌一早就知
道將來要在他身上
發生的事情。甚至
當耶穌還是一個嬰
孩的時侯，有一 
個名叫西面的人， 
把耶穌長大後將 
要遭遇的都告訴 
了耶穌的父母。 



在耶穌被殺的前幾天，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瓶極 
貴的香膏來，倒在耶穌的腳上。 



門徒見了就說： 
“何用這樣的枉 
費呢！” 耶穌回答說： 
“她做了一件好事， 
因為她是為我安葬作的。” 



這事過了不久後， 
耶穌其中的一個門 
徒名叫猶大，他答 
應祭司長以三十塊 
錢來出賣耶穌。 



逾越節到的時侯，耶 
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 
吃喝。他們吃的時侯， 
耶穌拿起餅和杯來， 
祝謝了，就遞給門徒。  
    耶穌這樣做是要門 
            徒紀念耶 
            穌的血將 
          為眾人流，         
          使罪得赦。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他們其中有一個將
出賣他。耶穌又說, 他們將拋棄他而
分散。 彼得說：“我不會拋棄你。”
耶穌對彼得說：“今日雞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 
認我。” 



過後，耶穌來到
一個名叫客西馬
尼的地方來禱告。
跟隨耶穌禱告的
門徒因疲勞而睡
著了。 



耶穌禱告說：
“父阿！在你凡
事都能，求你將
這杯除去﹔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
思。” 



忽然間，來了許多帶著
刀棒的人，那出賣耶 
穌的猶大走在前頭。 
耶穌沒有與他們鬥， 
彼得卻拔出刀來， 
將大祭司僕人 
的右耳削掉。 
耶穌上前來摸 
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他們把耶穌捉拿到大祭司的住宅去。
那裡，眾祭司長控告耶穌， 

                    要將他治死。 
                    同時，彼得在 
                    外面院子裡坐 
                         著烤火。 



三次有人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
的門徒嗎？”  

彼得卻一一 
                       的否認， 
                       正如耶穌 
                       所說的。 



立時，雞就叫了。 
彼得想起耶 
穌所說的話， 
他就出去痛哭。 



這時侯，猶大看
見耶穌被定罪，
就後悔。 



他把那三十塊錢 
拿來還給祭司長， 
但是祭司長不要 
收回猶大的錢。 



猶大就把錢丟下，   
    出去吊死了。 



眾祭司長把耶穌帶到彼
拉多那裡去審問。彼拉
多說：“我查不出他有

什麼罪來。”  
         但是眾人 
         卻喊叫說： 

 
 

“釘他十字架！ 
 

釘他十字架！” 



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
們去釘十字架。兵丁用荊
棘編作冠冕，戴在耶穌 
的頭上。他們又鞭打他,  
吐唾沫在他臉上。過後， 
他們便把耶穌交給 
人釘十字架。 



當時，有兩個強盜和耶穌同釘十字架，
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其中一個譏誚耶穌，但另一個就責 
備他說：“我們受刑，是應該的。 

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 
件不好的事，”  

就說： 



“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侯， 
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今日你要同我 

在樂園裡了。” 



申初的時侯， 
耶穌大聲喊叫著 
說：“成了！” 
便低下頭， 
斷了氣。             過後， 
                 有人取下耶 
                  穌的身體， 
                安放在墳墓裡。 



祭司長吩咐 
羅馬兵丁將 
墳墓把守妥當， 
確保沒有人 
可以進去。 



神就快要大顯 
奇事了，耶穌 
沒有停留在 
死亡狀態！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
早，有些耶穌的 
信徒到墳墓去。 



他們看見石頭已經
從墳墓滾開了， 
他們就進去， 
只是不見耶 
穌的身體。 



有一個婦女站在墳外 
哭泣。就在這時侯， 
耶穌顯現在她 
的面前！ 



於是她興奮地跑回去將
這好消息告訴其他的 
信徒:“耶穌正活著， 
耶穌已經復活了！” 



過了不久後，耶穌向他的門徒
顯現。他把手伸出來,給他們 
看他手上的釘痕。沒錯， 
耶穌真的從死裡復活！ 



耶穌叫他的使徒到遍地為他從死 
裡復活的事作見証，凡那些相信的 
人可以因他的名得救。 
之後,耶穌就被接回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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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故事是取自於聖經，那就是上帝的話語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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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一章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節 



終止 



神知道我們每人都做錯事，神稱這為罪。
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 

 
然而神卻非常愛你，他甚至把自己 
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你， 

使他擔當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擔當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才能得救。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你可以作這樣
的禱告：“神啊，我知道我是個罪人。 

我相信耶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穌為我流血、受死、埋葬和復活。 

我現在願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 

賜給我救恩和永生。阿們。”   
你只有藉著對神話語和救恩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為了使你靈性長進， 

你每天應當  
（1）禱告 --- 你對神說話。 

   （2）讀 聖經 --- 神向你說話。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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