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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课 

耶稣的复活 

 

在七日的头一日大清早，几位妇女带着她们所买的香料，去膏抹耶稣的身

体。正行路的时候，她们开始疑惑谁能将墓门的石头挪开。不料，当她们进了

墓园，却惊奇地发现，坟墓的门已经被打开了。 

当天使从天降临，挪开了封住墓门的石头，守卫吓得跟死人一样。耶稣从

死里复活了。 

妇女们看到了空坟墓，并被天使吩咐去告知主的门徒。尽管不是所有的门

徒都相信耶稣已经活过来了，耶稣仍然向他们显现。这些显现是基督留给我们

的见证，表明祂已经胜过了死亡和坟墓，并回到天上，去为祂的教会预备一个

与父同在的住处。 

 

 

A. 耶稣的复活–《马太福音》28:1-15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____ 1.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其他几位妇女在安息日那天去坟墓膏抹耶稣的身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2. 当天使降临，把石头从墓门移开的时候，发生了地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 当把守坟墓的兵丁看到天使的那一刻，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甚至和死人一

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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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4. 祭司长和长老给了兵丁们一大笔钱，要他们向外界这样说：有一位天使将

耶稣的身体从坟墓里取走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5. 妇女们看到了天使，以及耶稣在坟墓中所躺卧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6. 天使告诉妇女们去转告门徒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和他们相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7. 正当妇女们要赶回去告诉门徒有关耶稣复活的好消息，耶稣遇见了她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耶稣的复活（续）–《约翰福音》20:1-18 

完成故事 – 填空。 

当抹大拉的马利亚看见 _________(1) 被挪开了，她立刻跑到 _________________(2) 

那里并告诉了他们。 听说坟墓是空的，___________(3) 和约翰就向坟墓跑去。当约翰

低头向坟墓里看时，他看见 ____________________(4)。 接着，_______________(5) 

走进了坟墓，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又看见 _______________(6), 靠近头部所在的地

方， _______________(7) 在一起。当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就___________(8) 

耶稣已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9)。 

与此同时，抹大拉的马利亚回到坟墓那里，站在 ___________________(10)。当她低头

往坟墓里看，就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11)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当他们问

她为什么哭，她回答说，因为有人把 _________________(12)挪了去，她不知道放在哪

里。 当她转身的时候，看见了 ___________(13)；但她以为是 _____________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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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问她说：“妇人，为什么 ___________(15)?” 马利亚说：“先生，若是你把他

___________________(16), 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  ___________(17)他。 

当耶稣说：“________________”(18)，她就认出是主，于是呼喊： 

“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马利亚就跑去告诉门徒说，她已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20) ，又将主对她 ______________________(21)告诉他们。 

 

讨论题 

1. 为什么基督教会把七日的头一日（一周的第一天），或者说星期天，守为主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为什么门徒们不相信妇女们的报告（约 2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