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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耶耶耶    稣稣稣稣    复复复复    活活活活    了了了了 
Resurrection of Jesus 

作者：谢德华   

1. 耶稣具有超越死亡的能力: 

A. 主叫睚鲁的女儿复活 (马可福音 5:21-43；路加福音 8:41-56)。 

B. 耶稣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 (路加福音 7:11-17)。 

C. 耶 稣 叫 拉 撒 路 复 活  ( 约 翰 福 音 

11:43)。 

D. 耶稣无罪，不应该死 (罗马书 6:23；

使徒行传 2:27)。 

2. 耶稣复活的证据： 

A. 反对耶稣复活的学说： 

1. “耶稣昏厥”学说: 

a. 罗马兵丁说耶稣死了(马可福音 15:39,44-45;约翰福音

19:32-33)。 

b. 尸体“正常”就如一般的尸体 (约翰福音 19:34)。 

c. 尸体有细麻布裹好 (马太福音 27:59)。 

d. 士兵用枪刺耶稣的肋旁。在坟墓他的情况会好起来呢或会变

得更坏呢？他有力量出来呢？ 

e. 心脏被刺入；他死了！(约翰福音 19:34)。 

f. 耶稣在坟墓里，他怎么可能把封住坟墓的大石头滚开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刚“昏倒”的耶稣怎么可能有力量击败几位士兵？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请解释耶稣几次向人显现，一时在，一时不在，他从哪里来

呢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往 哪 里 去 的

呢!(路加福音 24:1-27,28-35,36-49; 约翰福音 21 章; 哥

林多前书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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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怎么解释使徒所看到，所记载的“主被带到天上去了”(路

加福音 24:51)。 

j. 如果耶稣只昏厥，之后他怎么样？去哪里？住哪里？怎么没

被人发现呢？当他活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他。如果大家认

为他死了，但被人发现他没有死，一定会令人暴动。 

2. “认错坟墓”学说: 

a. 妇女认清坟墓，都看见安放耶稣的地方。他们坐在坟墓的对

面 (马太福音 27:61; 马可福音 15:47; 路加福音 23:55)。 

b. 坟墓是约瑟的。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地在什么地方吗？

_____________ (马太福音 27:57-60; 马可福音 15:42-46; 

路加福音 23:50-55; 约翰福音 19:38-42)。 

c. 奇怪！使徒和门徒往坟墓去时，他们都去同一个“错的”坟

墓！(约翰福音 20:1-4)。 

d. 天使也在“错的”坟墓，连天使都对坟墓辨别不清吗？ 

3. “某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学说: 

a. 耶稣的门徒偷走尸体: 

1. 犹太人是这样说的 (马太福音 28:11-15)。我们看得出

来，说这话的人自己不相信此说法。 

2. 耶稣的门徒并没有想到耶稣要死要复活 

a. 女门徒 (路加福音 23:56; 马可福音 16:1-3)。 

b. 男门徒 (马太福音 16:21-23; 路加福音 24:10-11,36-

41; 约翰福音 20:9)。 

3. 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门徒绝望了 (约翰福音 21:3)。 

4. 兵士看守坟墓为了不让任何人把身体偷走 (马太福音

27:62-66)。 

5. 坟墓闭了之后，兵士用大石头封住 (马太福音 27:66)。 

6. 如果耶稣的门徒偷去了身体，之后他们会不会为此事 

(此谎言，此捏造之事）牺牲生命呢？________________ 

使徒行传 4:1-37; 7:1-60; 12:1-3; 22:1-30)。 

b. 耶稣的“敌人”偷走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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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稣的敌人怎么可能偷尸体呢？为了什么目的？犹太人

和罗马人尽可能的让耶稣身体留在坟墓里头 (马太福音 

27:62-66)。 

2. 如果他们偷身体，就会产生谎言，说耶稣复活了，就是

他们最想阻碍的事！ 

3. 兵士看守 

4. 石头封坟墓 

5. 如果他们偷走了尸体，到了五旬节时，当彼得站起来讲

道说“耶稣复活了”这句话时，犹太人必定把耶稣的身

体拿出来给众人看，证明彼得的不对，叫彼得住口不

言。犹太人的无声也是一种喊叫，说“耶稣复活了！” 

4. “耶稣精神”学说: 

a. 意思是耶稣没有复活，但他是个好人，是位英雄，他的门徒

以他的精神为精神；他的“灵”住在门徒们的心里。 

b. 可是，显而易见的是新约圣经的作者，耶稣的门徒，早期的

基督徒都深信耶稣复活了，相信他从坟墓里走出来的！门徒

听见耶稣说话，看见他，摸他的身体 (路加福音 24:36-43; 

约翰福音 20:24-29; 21:1-14)。 

5. “耶稣的门徒看见了幻像（或异像）”学说: 

a. 坟墓是空的，如果门徒只是看到异像，身体还会在坟墓里

头。尸体在哪里呢？_____________________ 犹太人会花很

多钱找到耶稣的尸体! 

b. 门徒都相信耶稣复活了。为了此信仰他们牺牲了生命。 

c. 奇怪！所有看见异像的人都看见了同样的异像(哥林多前书

15:3-8)。 

d. 奇怪！50 天后“异像”停止了，不再出现了。（例外：保

罗看见主耶稣） 

B. 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1. 耶稣自己讲的道，讲的预言，说的话，说他要死，要复活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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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福音 16:21-23)。 

2. 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马太福音 28:5-6; 马可福音 16:6; 路加

福音 24:5-6; 约翰福音 20:2,6-8,12; 使徒行转 2:24,29-32; 

17:31)。（本课已经谈到空的坟墓） 

3. 使徒，门徒和耶稣家人生命上并信仰上的大转变他们由 不相

信转变为相信；他们由否认耶稣，逃跑改为为耶稣说话。证明

他的复活，传扬他的福音，为他接受逼迫！ 

a. 门徒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 

1. 家人认为他发疯了 (马可福音 3:21)。 

2. 门徒预料不到他要复活 (马太福音 16:21-23)。 

3. 当兵士来下手时，门徒都逃跑了 (马太福音 26:56; 马可

福音 14:50-51)。 

b. 讲道词证明使徒深信耶稣复活了 

1. 使徒行传 2:14-39; 17:22-31; 26:1-29 

2. 罗马书 1:1-5; 哥林多前书 15:1-11 

c. 使徒，门徒，很多基督徒为耶稣的名，为信仰耶稣的复活都

接受逼迫 

1. 拘捕彼得，约翰 (使徒行转 4 章)。 

2. 用石头打死司提反 (使徒行转 7 章)。 

3. 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杀了 (使徒行转 12:1-5)。 

4. 保罗等基督徒在以弗所 (使徒行转 19:23-41)。 

5. 保罗所遇见的逼迫 (哥林多后书 11:23-28)。 

6. 很多基督徒被杀 (启示录 6:9-10)。 

4. 基督教会的建立，增长和存在 

a. 基督的教会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谁要建立教

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1900 年以来，教会不断的增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新约圣经的作者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这些见证人都说“我们相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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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犹太人的无声（当五旬节并五旬节之后）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犹太人怎么没有去坟墓找出耶稣的身体来

或花钱找到还活着的耶稣呢？如果犹太人真认为使徒已偷了耶

稣的身体，他怎么没有站起来与彼得辩论此事呢？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按照圣经所说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按照圣经所说的，他被埋

葬了，在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 15:3-4)。(请参阅马太福音 28; 

马可福音 16; 路加福音 24; 约翰福音 20; 使徒行传 2 等经文)。 

    

供讨论的问题供讨论的问题供讨论的问题供讨论的问题::::    

1. 为什么说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讨论一下圣经中关于复活的例子： 

A. 旧约 

1. 列王记下 4:8-37   书念妇人的儿子 

2. 列王记下 13:20-21   没有提及名字的人 

B. 新约 

1. 根据以前所学的课程： 拉撒路、寡妇之子、睚鲁的女儿 

2. 马太福音 27:52      耶稣死亡之时所发生的奇怪之事 

3. 使徒行传 9:36-43   彼得使大比大复活 

4. 使徒行传 20:7-12   保罗使犹推古复活 

C. 这些人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不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他们复活之后只是重新开始他们原来的生活。而耶稣复活之后

则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2. 他们复活但是最终还是死了，而耶稣复活之后却得到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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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们复活是人为的作为（人使用神的大能），而耶稣的复活是

神的大能直接的事工。 

4. 他们应该去死而不真正值得复活，耶稣不应该死（因为他从未

犯过罪）所以值得复活。 

3. 阅读并讨论哥林多前书 15: 

A. 1-8 节：讨论耶稣的显现。为什么这很重要?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12-19 节：讨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将会是什么样子？基

督教还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宗教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为何还要

作基督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19 节：有人说即使耶稣没有复活，他们还是愿意过基督徒的生

活。保罗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50-58 节：基督徒是否应该像非基督徒那样惧怕死亡？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从耶稣基督的复活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A. 死亡并不是我们存在的结束。 

B. 遭受苦难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坏的事。 

C. 我们也复活了（使徒行传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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