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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复活的圣经记述的解析 
张成 

（2021.04） 

 

四福音书有关耶稣复活的记述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些自相矛

盾的记述不禁使人怀疑圣经的真实性。如何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

呢？我们尝试借着参照四福音书，对照有关耶稣复活的经文，重组耶

稣复活后的详情。 

妇女们什么时间来到耶稣的坟墓 

我们先从时间开始，究竟那些妇女是在什么时间去到耶稣的坟墓

的？四福音书在时间上的记载略有不同。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 28章 1
节：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

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 

“安息日将尽”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过了安息日”（参看新译本或

其它中译本）。安息日是犹太人的一周的第六天傍晚开始（就是我们的

星期五傍晚），一直到第七天的傍晚结束。过了安息日就是新一周的开

始，圣经称之为“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我们的星期天）。 

这里的描述是天快亮的时候。天快亮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参考

马可福音 16章 1-2节： 

1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并撒罗米，

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2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

的时候，她们来到坟墓那里。 

马可的描述是出太阳的时候。出太阳的时候应该是快六点了。我

们再参考约翰福音 20章 1节；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

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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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清早”和马可福音 16章 1-2节的“早”是同一个希腊字
（proi）。马可的描述是出太阳的时候，而约翰的描述是天还黑的时候，
也就是太阳还没有出来。那么究竟是几点呢？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大概

的时间，因为 proi 这个字是指凌晨三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
段还是挺长的，但如果综合福音书的描述（天还黑、天快亮的时候、

晨光初现的时候），一个合理的推测大概是五点到六点前这段时间。 

为什么说这是个合理的推测呢？当中还有其它的原因。根据马太

福音的记载，那些妇女见到天使时很害怕。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她们看到天使会害怕？因为当时的天还是漆黑的。那些妇女来

到坟墓时，坟墓的入口是敞开的，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而且坟墓中还

有声音。试想想她们当时会有什么反应。她们肯定是吓得魂不附体。

因此我觉得约翰福音 20章 1节的描述比较贴切：那些妇女是在清早太
阳快出来时，天还黑的时候，来到耶稣的坟墓的。 

福音书的在时间上的描述有少许出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人没

有钟表，他们只能凭个人感觉判断时间。普通老百姓是无法说明具体

时间的。 

总共几个妇女来到耶稣的坟墓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究竟有几个妇女去了耶稣的坟墓。四本福音书

的记述也各不相同： 

马太福音 抹大拉的马利亚、那个马利亚 

马可福音 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亲马利亚、撒罗米 

路加福音 抹大拉的马利亚、约亚拿、雅各的母亲马利亚，还有其他的妇女 

约翰福音 抹大拉的马利亚 

可以肯定的就是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

亲就是耶稣的母亲（比较马可福音 15:40 和 6:3）。圣经还提到了撒罗
米和约亚拿，究竟这两个名字指的是两个人还是同一个人，我们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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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查考。 

为什么四本福音书的记载都不同呢？在查考之前我们必须明白犹

太人的做法。为了证明一件事，按照律法的要求，有两个到三个见证

人就足够了。作者不需要把七八个证人全列出来，他只要把大家都熟

悉的两到三个证人列出来，就可以成立了。从福音书中可以看到，似

乎抹大拉的马利亚是最主要的目击证人，另外一个是耶稣的母亲马利

亚。还有其他的证人如撒罗米、约亚拿。我们看马可福音 16章 1节：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并撒罗米，

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到底撒罗米是谁呢？圣经其它地方有没有提到她呢？圣经有两次

提到了撒罗米。另一次是在马可福音 15章 40节： 

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小雅各

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有撒罗米。 

圣经故事告诉我们，有几个妇女是忠心地跟从、服侍耶稣，而撒

罗米是这几个妇女中的一个。她究竟是谁呢？我们可以比较马太福音

27章 55-56节： 

55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

来服侍他的。56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

亲马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 

这里马太特别提到三个妇女，前两个和马可福音是一致的。但第

三个的描述就不一样了，马太只是谈到这个人是谁，却没有提她的名

字。这个妇女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所以对比这两

处经文，我们只能结论撒罗米很大可能就是西庇太的妻子，也就是约

翰和雅各的母亲。 

还有另外一个妇女就是约亚拿。她又是谁呢？我们看路加福音 24
章 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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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与她们在一处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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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好几个妇女，有些没有提到她们的名字。当中特别提到

约亚拿这个名字。圣经只有两次提到这个名字，而且都是在路加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 8章 3节： 

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

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这里提到约亚拿和一个叫苏撒拿的妇女。这个约亚拿原来是希律

的家宰（管家）苦撒的妻子。她是其中一个忠心跟随耶稣的女门徒。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至少有四个妇女去到耶稣的坟墓。我现在

是在示范如何借着四福音书不同的记载，透过仔细的查考，将整幅图

画拼出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约亚拿只是在路加

福音出现，撒罗米只在马可福音出现？你们能想到是什么原因吗？很

可能这个人物跟作者比较熟悉。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不是十二使徒之

一，所以他的资料未必是第一手资料，很可能是通过采访不同的人，

收集整理后撰写的。约亚拿很可能是他采访的对象之一。路加在路加

福音第 8 章介绍约亚拿是苦撒的妻子，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猜测路加很
可能也认识苦撒。同样，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很可能跟撒罗米比较熟

悉，所以才两次提到她的名字。 

不同的作者之所以偏重提到某一个人物，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与

作者的交往比较密切。比如马太福音提到“那个马利亚”（太 28:1），
可能你会很奇怪：谁知道你说的是哪个马利亚呀？很明显，除非作者

知道读者都明白他说的是哪个马利亚，否则他是不会这么描述的。因

为当时的读者都知道作者说的“那个马利亚”就是指耶稣的母亲，这

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是指耶稣的母亲，他就必须在前面加个修饰词

来说明这个马利亚的身份了。 

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能知道发生在希律宫殿里的事呢？他们如何

知道希律过生日摆宴席，杀了施洗约翰的细节呢？现在就可以明白了，

因为苦撒是希律的家宰，他和妻子当然知道希律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苦撒的妻子是耶稣的跟随者，至于苦撒信不信耶稣我们不清楚。福音

书中有关希律宫殿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记载，很可能是从苦撒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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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知道的。所以读圣经有时候就像当福尔摩斯一样，抓住每一个线

索和细节，然后将整幅图画拼出来。 

为什么约翰福音只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 

约翰福音 20章 1-18节的描述跟其它福音书不一样。约翰只提到了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耶稣坟墓那里（1节），没有提到其他妇女。为什
么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其它福音书有如此大的出入呢？其实四福音书的

记载是没有矛盾的，问题是出在读的人没有留意细节。我们看约翰福

音 20章 1-2节： 

1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

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2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

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

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留意抹大拉的马利亚说的话：“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她用的是

众数“我们”，言下之意马利亚不是独自一人来到坟墓的。很明显，马

利亚是耶稣复活的最主要见证人，因为她是第一个见到复活的耶稣的

人（可 16:9）。四本福音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都提到了抹大拉
的马利亚，而且都把她的名字放在第一位。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记载抹

大拉的马利亚是如何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所以就省略了其他的妇女。 

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至少有四个妇女在大清早，天

还黑的时候来到耶稣的坟墓。当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母亲、

撒罗米、约亚拿等人。她们发现坟墓口的大圆石滚开了，有天使坐在

里面。天使向她们报告了耶稣已经复活的好消息。 

妇女到底见到了几个天使 

当这些妇女来到坟墓前时，遮挡坟墓入口的大圆石已经被人推开

（当时的坟墓是磐石凿出来的洞穴）。圣经告诉我们有天使坐在里面。

四福音书有关天使的记载略有不同。只有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提到妇

女们见到天使（太 28:5，约 20:11-13），马可福音说她们是见到了一个
少年人（可 16:5），而路加福音则说是见到了两个人（路 24:3-5）。我
们可以假设当时妇女们以为她们见到的是人，正如抹大拉的马利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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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以为对方是看墓园的人（约 20:15）。 

当时坟墓开了，里面漆黑一片，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突然见到

有人坐在里面，那种情景是很吓人的。她们不知道这人在坟墓里干什

么。难怪马可福音 16章 5节形容她们“就甚惊恐”。看守耶稣尸体的
士兵很可能是因为害怕都逃离了（太 28:4）。妇女们应该是事后才领悟
到她们是看见天使了。 

她们当时是极度惊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明白天使

向她们说的话。尽管耶稣已经提前告诉门徒们他会在第三日复活，但

他们（包括妇女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面对复活的事实。 

那么她们是看见一个还是两个天使呢？四福音书的记载是不一致

的。之所以不一致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见。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拿使徒行传 22章 6-9节为例，保罗看见天上发大光，而且有声音对
他说话，但同行的人只是看到有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保罗说话的声

音。也就是说这是属灵的看见，不同的人所看见的会有所不同，所以

领受也不同。福音书的重点是天使所带来的信息，而不是到底有几个

天使。福音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就是天使向妇女们传达了耶稣复活的

好消息，并要她们向门徒转达这个好信息。 

关于妇女们跑回去见使徒们的记载，四福音书的记载也略有不同。

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提到彼得（可 16:7，路 24:12），没提到约翰；
但约翰福音就提到了彼得和约翰。之所以重点提到彼得，可能是因为

天使提到了彼得的名字，而且彼得是唯一一个进入坟墓查看的使徒（约

20:3-8）。 

复活的耶稣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妇女们看见坟墓开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她们就跑去告知使徒

们。然后彼得和约翰就赶来看个究竟，没看见什么就走了。根据约翰

福音，抹大拉的马利亚后来又回到坟墓那里，她一直在坟墓外哭，不

肯离开。 

当马利亚再次低头往坟墓里看时，约翰福音 20章 11-12节告诉我
们，她看见两个天使坐在安放耶稣尸体的位置上。所以有可能惟独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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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拉的马利亚看见了两个天使，其他妇女只看见一个。天使的出现明

显是为了要安慰马利亚，所以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约 20:13）
从马利亚的回答可见，此刻她还是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根据约翰

福音的记述，这时耶稣就出现在马利亚的背后，马利亚没有认出耶稣

来，以为他是看墓园的。主耶稣看见马利亚在坟墓外哭，不肯离开，

于是就亲自显现来安慰她。 

这里我们看到一幅很感人的图画。抹大拉的马利亚对主耶稣极其

忠心，甚至远超过那些使徒。她爱主的心比使徒们还要强烈。彼得和

约翰虽然去坟墓看了，没看见耶稣的尸体就回去了。也不知道他们相

信了什么，也许是相信了马利亚说的话（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们没

有太大的反应，反而是马利亚坚持不肯离开坟墓，在外面哭，所以耶

稣只得显现来安慰她。 

这是主耶稣复活后首次显现，为要向抹大拉的马利亚证实天使所

传达的信息，并吩咐她回去告诉使徒们。我们看马可福音 16章 8-9节： 

8她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

告诉人，因为她们害怕。9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明白她们为什么要逃跑。我们以为她们看见天

使应该是兴高采烈的，因为我们都很想见到天使。但不要忘记这些妇

女见到天使的时候，天还是很黑，即使天使穿的是白衣，还是挺吓人

的。这里说到她们发抖、惊奇、害怕。她们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

天使显现，所以最终并没有把耶稣已经复活这个重要的信息转达使徒。

她们只告诉使徒们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马可福音 16章 9节就将焦点集中在抹大拉的马利亚身上。作者在
这里特别提到耶稣曾经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利

亚对主耶稣有这份深厚的感恩之情。她也因此得到了这个福气，成了

第一个见到复活的耶稣的人。主耶稣没有重男轻女，当他看到马利亚

伤心欲绝，就亲自显现安慰了她。但愿这也可以鼓励姐妹们学习抹大

拉的马利亚那样对主耶稣知恩图报，效法她忠心地跟随主耶稣。 

总结来说，妇女两次得到指示要她们去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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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第一次她们只是报告说尸体不见了；第二次是在抹大拉的马利亚

见到耶稣之后，才去告诉门徒“我已经看见了主！”（约 20:18）。有些
福音书只是很笼统地记述了整个过程，没有约翰福音记载得那么详细。 

遗憾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虽然告诉使徒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但

他们不相信她的话。我们不能肯定是不是所有人都不相信。但整体来

说，使徒们对马利亚的话是抱有怀疑的（可 16:11）。 

耶稣第二、三次显现 

耶稣第二次是向谁显现呢？路加福音 24章记载说，耶稣在往以马
忤斯村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其中一个门徒名叫革流巴（路 24:13, 
18）。这两个门徒在回乡下的路上，遇见了耶稣向他们显现。虽然他们
已经获悉天使向几个妇女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路 24:22-23），但他们
并不相信。所以他们此刻情绪非常低落、忧愁、沮丧，因为他们亲爱

的主死了。耶稣向他们显现就是要鼓励、安慰他们，借着他们再次向

使徒们证实马利亚向他们说的话。 

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是在哪一天呢？是在耶稣复活的当天。那时

候太阳已经平西了，他们邀请耶稣留下来。之后一起掰饼吃饭，在吃

饭的时候耶稣突然消失了。他们就在当天晚上匆忙赶回耶路撒冷转告

使徒们。正好当时使徒们也聚在一起。我们看路加福音 24章 33-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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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后，他们就向十一个使徒汇报了耶稣如何向

他们显现（35 节），向他们证实耶稣复活了。与此同时，使徒们也告
诉他们耶稣也向西门彼得显现了（34 节）。福音书完全没有提到耶稣
向彼得显现的细节，我们只能从路加福音 24章 34节和哥林多前书 15
章 5节肯定这一点： 

3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4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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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林前 15:5） 

保罗说耶稣先显现给矶法（西门彼得）看，然后才显现给十二使

徒看。这个次序与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一致的。当时只有十一个使徒，

为什么保罗说是十二个呢？路加福音 24章 33 节告诉我们，十一个使
徒是和其他门徒一起聚集的。我们可以假设后来加入使徒行列的马提

亚（徒 1:26）也在当中，因为他是常与使徒们作伴的门徒（徒 1:22）。 

至于耶稣是在当天什么时候向彼得显现，福音书没有说。所以我

们也无从知晓彼得和那两个门徒见到复活的耶稣的先后顺序。我们只

能大概推测，耶稣是在下午太阳平西（路 24:29）前向那两个门徒显现
的。我假设太阳还没完全落山，因为他们还有足够时间赶回耶路撒冷

见使徒们（以马忤斯与耶路撒冷相隔 11 公里）。至于彼得，耶稣向他
显现的时间应该是在中午前至太阳平西前这段时间。彼得很可能会比

这两个门徒更早见到复活的耶稣。 

耶稣第四次显现 

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 24章 36节：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这是当天耶稣第四次显现。为什么向他们显现？是为了安慰、鼓

励他们吗？我们看马可福音 16章 12-13节以及 14-15节： 

12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

变了形像，向他们显现。13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

门徒也是不信。 
14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

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显现是为了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其

他见证人的话。其实耶稣早就跟他们提过他受死、复活的事，现在有

几个见证人向他们证实耶稣已经复活了，但他们还是不相信。圣经形

容他们心里刚硬。所以耶稣只得亲自出面责备他们。 



 

10 

耶稣向他们显现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 15 节说的：“你们往普天
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再一次将这个大使命托付给他们，关

于这一点福音书是一致的。 

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了 

 

耶稣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时间：清晨，地点：墓地） 

ê 

耶稣向西门彼得显现 
（时间：不详，地点：耶路撒冷） 

ê 

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 
（时间：下午，地点：往以马忤斯路上） 

ê 

耶稣向十个使徒显现 
（时间：晚上，地点：耶路撒冷） 

耶稣第五次显现 

根据约翰福音 20 章 26 节，过了八天，又是七日的头一日，他们
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再次向使徒们显现。这一次耶稣显现是为了什

么呢？是为了帮助多马。因为多马听了其他使徒的见证后还是不相信，

多马说他必须亲眼看见才相信。约翰福音 20章 24-25节告诉我们，当
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多马不在其中。为什么多马不在？可能他

信心软弱了。所以耶稣再一次显现是要责备多马的不信。这是耶稣复

活后的第五次显现。 

为什么其它福音书没有提到耶稣八天后再次向使徒们显现？而且

其它福音书没有提到耶稣头一次向使徒们显现时，多马并不在场。为

什么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其它福音书不想把焦点放在多马身上，

所以就把这两次的显现合并记载为一次。留意其它福音书都有指出使

徒的不信（太 28:17；路 24:11,38），马可福音尤为明显，总共提了 3
次之多（可 16:11,13,14）。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根据约翰福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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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就是多马。 

天使向马利亚和其他妇女显现时，特别嘱咐她们转告使徒们，耶

稣会在加利利与他们会合（太 28:7；可 16:7）。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去加
利利，而不是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圣经说他们之后又回到耶路撒冷过

五旬节，既然如此，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看约翰福音 20 章
19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

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门徒们可能是在马可的家里聚会。这里说他们非常害怕，把门都

关了。当时的环境对他们很不利，他们害怕犹太人杀害耶稣后，他们

就成了下一个逼迫的对象。再加上他们在关键的时刻离弃了耶稣，心

里肯定很难过，属灵状态不好也是必然的。所以耶稣似乎是出于关心

他们，就吩咐他们回加利利去。因为加利利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地方，

可以安静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才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预备领受圣灵的

降临。 

圣灵降临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智慧。当

时是五旬节，各地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听见了

使徒的见证、看见了圣灵的工作后，自然就把所听见、看到的带回自

己居住的地方。这样福音很快就广传四方了。 

第六次显现 

主耶稣第六次显现是在提比哩亚海边（提比哩亚海即加利利湖）

向门徒显现的（约 21:1）。耶稣向他们显现时，当时只有七个使徒在场。
从约翰福音 21章可以看到，虽然耶稣已经复活了，使徒们的士气还是
很消沉，因为他们不知道日后何去何从。所以到了加利利后，彼得就

建议打鱼去——重操旧业。就是在那一刻耶稣又一次向门徒显现，坚

固他们的信心。耶稣特别鼓励彼得承接起喂养主的羊的使命。 

第七次显现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复活后最后一次（第七次）向使徒显现

是在加利利的山上（太 28:16-20）。马太没有说明耶稣显现的具体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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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将大使命交付了给他们，要他们将福音传给万民，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这个大使命不只是给使徒们的，也是给每一个基

督徒的。但愿我们也能像他们那样忠于主托付的使命！ 

结语 

我们有关耶稣复活后显现的查考只局限于四福音书。希望透过这

样的查考有助我们看清楚整幅图画，而不是瞎子摸象、众说纷纭，甚

至质疑圣经的真实性。 

四福音书以外还有其它有关耶稣显现的记载，比如使徒行传 1 章
3-11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章 6-7节也有提及到主耶稣曾一次向五
百人显现，以及向雅各显现。但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地点和时间。 

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以肉眼看得见的方式显现，至少有十次或

更多，而且目击证人之多不胜枚举（林前 15:6）。起初，使徒们对耶稣
的复活是不相信的。他们是如何从怀疑不信、恐惧害怕变成刚强壮胆、

一往无前呢？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见证到

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  

但愿主耶稣的复活能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尽心、尽意、

尽力爱我们的神，因他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和

确据！ 
20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21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

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

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来 13:20-21） 

 
https://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