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弥赛亚
  改变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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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这本连环画?

当我九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创作书籍是多么

有趣的一件事。直到那时，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

都用在在大街上玩耍。有一天，我试图骑着我的

自行车穿越一列队的军车。可是我却被一辆军车

撞到了。当我的妈妈看到我倒在血泊中的时候，

她就向耶稣呼求。在我康复的过程中我在床上度

过了漫长的一段日子。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写

书，并且在每一页上加插插图。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开始绘画关于耶稣的连环

画。自小，耶稣就是我的英雄，还有我十四岁就

开始出版连环画，所以这个想法是水到渠成的。

这个计划在往后几年日趋成熟。我只想以简单的

方式讲这个故事，以至于世界上那些多种多样文

化背景下的人们都能明白它。因此我发展出清晰

的绘画风格。

我的妻子与我决定把耶稣弥赛亚以不盈利的方

式提供给人阅读。1993年便出现了以荷兰文，

法文，英文与阿尔巴尼亚文出版的第一批画册。

其后此书被翻译成了超过99种语言版本，发行

量约一百四十万本画册。其中荷兰文、法文、

俄文和斯瓦希里文各分别出版了超过三十万本

画册。另外亦有少于500本画册以Nawdm(多

哥)、Tamasheq(马里)、Aukan（苏里南）

、Abau（巴布亚新几内亚）、Kuvi（印度）和

Rajbanshi(尼泊尔)这些名字带有少数民族色彩

的小语种发行。

我的妻子与我，为每一个因此书的缘故认识了耶

稣，又欣喜快乐的人而非常感恩。他们当中有一

些人是第一次读到耶稣要对他们说什么。有人

说：“现在耶稣在我们当中了，因为他讲我们的

语言。”

Willem de Vink

为什么是这本连环画?



你手中的这本连环画是一本耶稣生平的绘画传记。

他的生平故事吸引着世界上数以百万计各个年龄段

的人。它展开了圣经中心主题的高潮：上帝在寻找

一位能为所有世人作担保的人。

圣经开篇仅几页便指向了此人。先知们预言他的出

现。圣经里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着他的降临，这些都

一一被记载于四本传记里。这本连环画是根据这些

见证编制而成。

耶稣在我们公元的初始，出生在以色列一个贫穷的

家庭中。他降生之时，天使为世界和平而高歌。

但是邪恶势力却要与他对抗。他战胜黑暗权势的方

式是让人吃惊的。由于我们时常会挣扎在愤恨，

定罪与暴力之中，他的胜利对我们也有着非凡的意

义。

耶稣曝光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重大问题。我们不断

地互相指责。亚当与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就将定罪带到了世界。摩西带来了律法，这让人更

加意识到审判。但是耶稣带着恩典降临。他宣告神

国的降临。他的教导是关于爱、宽恕与复原。他侧

重于医治人并宣告他们无罪，在他面前没有人被排

除在外。

耶稣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也许是:“爱你的仇

敌。”他的生命之路便围绕着这几个字成为它最淋

漓尽致的体现。他被许多人与当权者审判，但是 

从来没有人从他里面找到任何罪恶。尽管是这样, 

他还是被定为死刑犯，被挂于十字架之上。在他生

命最后的时刻，他祷告说：“父，请原谅他们，他

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耶稣的死意义重大。作为全人类当中唯一一个无罪

之人，他亲自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咎。故此我们也不

再需要彼此指控与定罪。耶稣呼唤我们脱离恐惧、

仇恨、排挤与暴力这些将我们彼此禁锢的恶性循

环。每一个人都有接受原谅、医治、赦免，跟重新

开始的机会。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爱战胜

了邪恶。耶稣拥有一种能启发每一个人去相信的力

量——相信世界和平。他的平安就从你自己的心中

开始。

为什么是耶稣？





预备你们自己，
神要做一件新事！

为何那么多人聚集在河边？



Begin een nieuw leven!开始一个新生命！
Je kunt niet aan God 

ontsnappen. De bijl van 
Gods oordeel ligt al klaar 
bij de wortels van de bo-

men.

你无法逃避神，
现在神审判的斧子已经放

在树根上……

Elke boom, die geen 
goede vrucht geeft, wordt 
omgekapt en in het vuur 

gegooid.

Hoor dat nou! Zijn we 
soms niet goed genoeg? 

快听听!难道我们做得不够
好吗？

Niemand kan Gods oor-
deel 

ontlopen. Maar na mij komt 
iemand die jullie van bin-

nenuit kan veranderen. Hij 
zal jullie redden.

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
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
他可以由内而外改变你的生命。

他将救赎你们。

Wil je echt anders 
gaan leven? Begin 
dan opnieuw. Laat 
je dopen in water.

Zo laat je zien dat 
je een nieuw leven 

wilt beginnen.

要让人看到，你希望开
始一个新生命！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
在火里！

你要活出不同的生命？
让生命重新开始。

接受水洗。



人们称呼这位在河边的先知为施洗约翰……
接着……

Het gaat niet 
om mij. Ik maak 
jullie klaar voor 

de komst van ie-
mand anders. Hij 
zal laten zien wat 
God met jullie wil. 

Hij zal jullie do-
pen met het vuur 
van Gods Geest. 

Dat zal andere 
mensen van jullie 

我不重要，我只是为
那要到来的另一位预

备你们的心。
他要让你们明白神对

你们的心意。
他要用神圣灵的火给
你们施洗。这将要 
彻底改变你们！

Ik zou 
door u 

ge-
doopt 

moeten 

我…… 
我当受你
的洗！

Doe nu maar. 
We moeten 

alles doen wat 
God van ons 

就这样做吧，无论
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照做。

Vader, dat Uw 
koninkrijk zal 
komen en Uw 
wil zal gebeu-

ren!

天父，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

是的，你是
我的爱子。
我心所喜悦

的。

从天上有声音说……



施洗约翰叫人们预备自己的心，为要迎接弥赛
亚的到来。那时罗马人控制大部份世界，

也包括以色列……

但是在约旦河边， 施洗约翰指明耶稣就是献祭的羔羊……

耶稣只身一人在旷野四十昼夜。他不吃
不喝，不住地祷告。为他的使命预备

自己…… 

耶稣要与撒旦争战，撒旦是一位肉眼看不见的，
统治着黑暗的掌权者。他是神和世人的敌人，他以仇恨、疾病与

死亡统治着这个世界……

耶稣要执行上帝的计划。
神要让人脱离定罪与死亡的恐

惧……

神的灵带领
耶稣到旷
野……

犹 太 人 期 盼 弥
赛 亚 的 到 来 ，
在 他 们 古 老 的
经 卷 中 ， 先 知
预 言 了 有 关 于
他 的 事 。 他 要
让 以 色 列 重 新
强大起来……

Kijk! Hij is het lam 
van God, dat de 
zonden van de  
wereld weg-

Yes 
Father! 
I want 
to do 
what 
you 

耶路撒冷

拿撒勒

迦百农

迦拿

犹太

加利利

以色列

地
中

海

约
但

看哪！
他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

是的天
父！我会
按着你的
旨意来
做！



但是撒旦在耶稣的思想中轻声细语，
为要引诱他离开神给他的使命…… 

之后，撒旦离耶稣而去，
有天使来伺候耶稣。

如果你是 神的儿子，
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

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
让人看看你能做什么！
从这殿顶上跳下去。

不是记载着说，天使要托
住你吗？

看，我要把这世上一切的
权力都交给你。不过你要

在我面前跪下。

Nee, want in 
Gods boeken 
staat: ‘Een 

mens leeft niet 
alleen van brood. 
Hij leeft van elk 
woord dat God 

不！神的书上记着
说：人活着并不是单
靠食物，乃是靠神所

讲的每一个字。

Nee! Er 
staat ook: 
‘Je zult 

de Heer je 
God niet 

uitdagen.’

Ga weg, Satan! Want er 
staat: ‘Je zult alleen 

de Heer, je God aanbid-
den. En alleen voor hem 

knielen.’

耶稣回到了加利利，他来自
该省。他充满的圣灵。一路
上有许多人跟随他。他们好
奇耶稣是否就是弥赛亚。

不！圣经上
也记载着：
不可试探 

主，你的神。

退去吧，撒旦！圣经上记着
说：你只能敬拜你主，

你的神。单单俯伏敬拜他。



在加利利的山间有一个小镇迦拿，一场婚礼正在这里举行……
耶稣也在这婚礼上，随同的还

有他的母亲和多位朋友。



但是，当婚宴只进行了一半的
时候……

What a 
disaster! 
The wine 

has run out!

Fill these large jars with 
water and let the Master 
of the Ceremonies taste 

it.

Water? Maar dit is wijn! 
De beste wijn!

??

水？但是这是酒啊！并且是
上好的酒！

Proef eens! Heb jij de 
beste wijn voor het 

laatst bewaard?

你尝尝！你怎么把最好的酒
留到最后啦？

What a party! What a 
wedding! Water that’s 

turned into wine! The best 

Je-
zus van 
Nazaret 

Who is 
he?

这是拿撒勒
人耶稣所
做的。

糟糕了！没有
酒了！

Doe 
maar wat 

Jezus 
zegt.

照耶稣的吩
咐去做！

把大缸倒满水。现在送给宴会
总管试喝。

多么美好的宴席啊！多么盛大的
婚礼！水居然变成了酒！

最好的酒！

他是谁？



迦百农是加利利湖边一个富足的渔村。在这里耶稣正式出场了。
他传讲神的计划……

在这里，他也选出了他的第
一批门徒……

Petrus, laten we naar 
diep water gaan. Zet daar 

je netten uit.

彼得，让我们开到水深的地
方。在那里下你的网。

Petrus, laten we naar 
diep water gaan. Zet daar 

je netten uit.

Maar goed, als u het 

What! I can’t believe 
it!

夫子，我们忙了一整夜，
什么也没有打着。

不过好吧，既然您这么说……

不！真不敢相信！



Ga bij mij weg, Heer! Ik 
ben een mens vol zonde.

Don’t be afraid 
Peter. From now on, 
you’ll be catching 

Jakobus! 
Johan-

nes! Kom 
helpen! De 
vangst van 
ons leven!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恶满
盈的人！

Follow me!

雅各！约翰！
来帮忙！这辈
子没见过这么
大的收获！

不要怕，彼得！从现在
开始，你要得人如得

鱼了。

跟我来！



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周游在
以 色 列 北 部 。 他 说 神 的 国
即将来临。他的话语带着力
量，充满了恩慈。他医治各
样的病人，也为被鬼附的人
赶鬼。大群大群的人都跟随
在他身后。他们当中甚至有
人来自耶路撒冷，也就是以
色列的首都……

Blessed are you when you need 
God. You shall live in his new 

world.

Gelukkig ben je als je 
naar Gods goedheid 

verlangt. 
Daar zul je veel van krij-

Gelukkig ben je als je 
verdriet hebt. Je zult

 getroost worden.

Blessed are you when 
you 

do good to others. God 
shall be good to you. 
And when you make 

peace, you shall be cal-
led a child 

你若期待神的信实，你便有
福了，你会因这期待而收获。

你若是悲伤的便有福了，
因为你必得到安慰。

你若需要神，你便有福了，因为你们将生
活在新世界中。

你若是善待他人便有福了，
因为神必善待你。还有，
你若使人和平便有福了，

因为你将被称为神的孩子。



Doe voor mensen wat 
jij wilt dat ze voor jou 

Wie naar een andere 
vrouw kijkt om met haar 
naar bed te gaan, heeft 
in zijn hart al overspel 

gepleegd.

Maak je geen zorgen 
over morgen. Zoek eerst 

God en wat hij wil, dan 
krijg je de rest erbij.

Do as I say. Then you’re like some-
one who builds his house on a rock. 
If you don’t, you’ll be building on 

The eye is the light of 
the body. If your eye is 
clear then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illuminated. 
But if your eye is cloudy, 

you live in darkness.

Niemand kan twee 
heren dienen. Het is óf 

God, óf het geld.

Doe voor mensen wat 
jij wilt dat ze voor jou 

Doe voor mensen wat 
jij wilt dat ze voor jou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他们祷告。

要在暗中行善事，而不只是为
吸引别人的注意而做。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钱财。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先寻求神
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东西都会

加给你。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
你的眼睛若明亮，你整个人就
在光明中。你的眼睛若昏花，

你便活在黑暗中了。

按我说的去做。你就像把房子盖在了磐石上。
你若不这样去做呢，房子就像盖在沙土上了。



有一天，在耶稣迦百农的屋子里，里外都挤满了人……

Daar komen we 
nooit 

Did you hear that? How 
dare he say that!

我们完全不可能进去!

It’ll have to 
be the roof 
then; mat-

tress and all.

Leave them! Those 
friends have a lot of faith.

Laat ze. Die vrien-
den 

你做错的一切都已经赦
免了!

He’s 
mocking 

Wat is gemakkelijker 
om te zeggen: ‘Je 

zonden zijn je verge-
ven’, of: 

到底是说“你的罪被赦 
免了”容易，还是说 

“起来行走”更容易？

The messiah has the 
authority to forgive sins. 
But I say also: Take up 

your mattress and walk!

那就从屋顶进
入，连人带褥子
一块儿从屋顶放

下去。

上面发生
了什么事

情？

让他们来吧！他这些朋友很相
信主！

你听到没有？他居然敢这
么说!

他居然亵渎
神！

Alleen God 
kan zonden 只有神可以赦罪！

弥赛亚拥有赦罪的权柄。我还
要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

走吧！



Incredible!

The lame 
can walk!

Yes! I am hea-
led! Thanks to 

Jesus!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的话
语带着智慧与权柄。他全身
上下都充满了恩慈。但并不
是每一个人都因他而高兴。
那些按律法恪守成规的宗
教领袖都睁大了眼睛，要看
看他有没有按律法的规矩做
事。就像是在安息日，以色
列人要禁止工作…… Hier is een man met 

een verschrompelde 
hand. 

Mag je op deze dag 
goed doen, of niet?

这里有一位手枯干
的病人。那么是否可以在

这天做好事呢？

Stretch out your hand!

Hoera! Ik 
ben beter!

哇！我的手复
原了！

We’-
ve got 
to get 
rid of 

Jesus!

The leaders 
in Jerusalem 
must be told 

that he’s 
leading the 

nation astray!

快来看啊！

瘸子走路了!

因为耶稣，
我痊愈了！

把你的手伸出来！

我们必须
阻止他！

必须告诉耶路撒
冷的领袖这个人
要带领人们造

反了！



当耶稣与这些宗教领袖的冲突与日俱增，他就退避。
他和他的门徒在湖上行船。但……

Master! Help! 
We’re going 

under!

Waarom zijn jullie 
zo bang? Waar is 
jullie vertrouwen?

为什么你们这么害
怕？你们对我的信心

在哪里呢？

夫子！救命！我
们快要沉下去

了！



Zwijg! 
Stil!

安静! 平
静下来！

他们把船泊在了对岸。在山间传来了阴森恐怖的吼叫声。

RAAAAH!哇~~~！



有一个人被鬼附的人孤独地住
在这山里……

Hij komt! 
Hij! Huhuhuh!

他来了！
啊啊啊！

Well, 
well 

Jesus!

What’s your 
name?

Legion, becau-
se there are 
many of us.

Send us 
into those 
pigs over 

there.

Ga!出去！

果然是
你，

耶稣！

Leave that man, 
tormenting spirits!

What have 
we got to 

do with you, 
Son of the 
most high 

God?

污鬼，离开这人！

至高上帝的
儿子，我们与你
有什么相干？

你名叫什么？

我名叫群，因为我
们有许多个。

把我们赶进
猪群里
去吧。



??

Ik ben weer 
helemaal 我完全复原了！

Weg 
jullie! 

Ga 
weg 

你们
走！离
开这
里！

Mag ik met 
jullie mee?

我可以跟你们走
吗？

Nee, blijf maar 
hier. Vertel wat God 

voor jou gedaan 

不，你留下来，告诉他
们神在你身上所行的

事！



Jullie moeten weten dat ik 
alleen maar doe wat mijn 

Vader wil. Hij heeft mij ge-

你们要知道：我只按天父的旨意 
而行。是他差派我来。

耶稣时常到安静的地方
祷告……

经过一夜的祷告，他拣选了
十二位使徒。他差派他们两
个两个地出去传道，也赐给
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和医
治各样的病症……

这是安得烈和彼得兄弟。 这是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 腓力和拿但业……



多马和马太（马太曾经是替罗
马政府收税的官员）

达太和另一位雅各…… 奋锐党的西门和加略人犹大。

Ga nu! Wie jullie ontvangt, 
ontvangt mij. En wie mij 

ontvangt, ontvangt hem die 
mij gezonden heeft.

去!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了那位差

我来的。

十二位使徒兴奋地从他们差
派 的 使 命 中 归 来 。 他 们 做
了耶稣所吩咐的一切。这以
后，耶稣很想与门徒退避到
一个安静的地方，但是群众
不让他们有安静的时刻……

Look! The harvest is big,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Pray t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at he will send 
workers out to gather in 

the harvest.

看!要收的庄稼有许多，
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祷告庄稼的主，
打发更多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正当耶稣又一次教训人并医病时，时间有些晚了……

Philip, how are all these 
people going to get food? Why 
don’t you give them some-

We hebben maar 200 
geldstukken. Dat is 

nooit genoeg voor zo-

Zorg dat de mensen 
gaan 

Here is a boy with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es. 

That’s all there is.

我们有两百枚银钱，可是要
喂饱这么多的人哪里够呢！

吩咐众人每五十人一组坐
下来。

耶稣感谢了上帝……
之后他就这样一直把这饼与鱼

分给众人。

腓力，这些人要如何得到食物呢？
给他们食物吃吧！

这里的一个小男孩有五个饼
和两条鱼，只有那么多。



耶稣所擘开的食物让几千人得
以吃饱……

He is truly the messiah 
that was promised to 

Kijk! Er zijn 
nog twaalf 
volle man-
den over.

你们看！还多出
了十二个篮子的

食物！

Stuur de mensen maar naar huis. Gaan 
jullie in de boot naar de overkant. Dan 

blijf ik hier om te bidden.

让人们回家吧，你们先坐船到对岸去。
我会留在这山上祷告。

他应该就是那位要来的弥
赛亚了！

We moeten hem 
koning maken!我们拥护他为王吧！



在夜里……
Aaaaah!
 It’s a 

Niet bang zijn! 
Ik ben het!不要怕！是我！

Lord if it’s 
you, tell me to 
come to you 
on the water. 

Kom!来！

Why did you doubt, 
Peter?

啊！是鬼！

主啊，如果是
你，请叫我走到

你那里去！

Heer, 
red me!
主啊，
救我！

为何要疑惑呢，彼得？



有些人想拥护耶稣为王，他
们希望把罗马侵略者赶出以
色列。然而反对耶稣的人也
越来越多，虽然耶稣只是在
帮助人，但宗教领袖却认为
他干犯律法。想煽动众人起
来反对他，好最终除掉他。

Meester, 
wanneer bent 
u hier geko-

Are you 
looking for 

me because 
of the bread I 

gave you?

夫子，你几时到
了这里？

Maak je niet druk om 
voedsel dat verteert, 
maar om voedsel dat 
blijft en eeuwig leven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担忧，要
为那能存留并赐你永生的食

物劳力。

Ik ben het brood dat 
eeuwig leven geeft. Ik 
geef mijn lichaam voor 

het leven van de wereld.

我就是让人得永生的粮食。
我把我的身体赐给世人，

为叫他们得生命。

Hoe kan die man ons 
zijn lichaam te eten 

Geklets!

这人如何把他的身体给我们
吃呢？

废话！

Wegwe-
zen, men-

He’s just de-
ceiving everyo-

我们走吧！

你们找我，是因
为我给你们饼吃

吗？

来!他欺骗了这一大
群的人。

Don’t you 
want to go as 

well?

Heer, naar wie zou-
den 

we gaan? U hebt 
主啊，我们去跟从谁呢？

你有永生的道！

怎么你们还不想
走吗？



耶稣受到威胁。有些人要用
石头打死他。耶稣离开了
加利利省，与跟随他的一群
人，其中有男有女,来到以
色列的其他地区继续完成着
他的工作……

以
色

列
耶路撒冷

加利利

晚些时候他朝耶路撒冷
去。

在半路上……

Wie zeg-
gen de 

mensen dat 

Ze hou-
den u 

voor een 

人们说我是
谁呢？

他们说你是
一位先和。

En jullie?你们呢？ Wie zeggen 
jullie dat ik 你们说我是谁？

U bent de messias, 
de Zoon van de leven-
你是弥赛亚，永生上帝的

儿子。
Zeg dat maar tegen niemand. De mes-
sias moet naar Jeruzalem gaan. Daar 

zal hij lijden en sterven. Maar op de 
derde dag zal hij uit het graf opstaan.

不可告诉别人。弥赛亚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受苦并死亡。但是第三日他要从坟墓 

里复活。



在路边有人被处以死刑。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一种罗马残忍的死刑方式……

Wie bij mij wil horen, moet 
van zichzelf afzien, zijn 
kruis opnemen en mij 

Wie aan zijn leven vast-
houdt, zal het verlie-

zen. Maar wie zijn leven 
loslaat voor mij, zal het 

若有谁要来跟从我，就当舍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我。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
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

得着生命。

You must know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od.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love God with everything 
that

你们当知道，神只有一位。 最重要的是，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当爱人如已！



当时在以色列患有麻风病的人是不洁净的。麻风病人皆
被隔离开来，他们不可以接触任何人。

麻风病人若外出，无论走到哪
里都要大声叫喊着他们

来了…… 

Melaats! 
Melaats!

麻风病人来
啦！麻风病
人来啦！

Jezus! Meester! Heb 
medelijden met ons.
耶稣，夫子！可怜可怜

我们吧。



Go, show yourselves 
to the priest!

Aan de priester? 
Moeten we ons laten 

去祭司那里？我们应该让他
检查吗?

? !? ! Ja, gezond! We zijn ge-看！康复了！ 我们都复原了！

Hallelu-
jah! God 
is good! 

Zijn jullie niet alle tien 
rein geworden? Waar zijn 

de anderen om God te 
bedanken?

不是有十个人变洁净了吗？
那其他的人，没有回来感谢

神吗？

Sta op. Je geloof heeft 
je niet alleen gezond ge-
maakt. Het heeft je ook 

gered.

起来！你的信不但医好了你，
也救了你。

把自己给祭司看!

Will we be healed then?到那时我们会康复吗？

神是信实的！
谢谢！

来看！



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打发
一些人去窥探跟踪耶稣。他
们不信耶稣是完全良善的。
他们要设下圈套指控他……

耶稣总是跟有着坏名声的人在一起，比如妓
女，还有为罗马政府工作的税吏……

De messias is 
gekomen om 
iedereen die 
verloren is te 

redden.

弥赛亚来是为了
拯救每一个失丧

的人。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可是
在安息日是不允许工作的……

耶稣特别关爱小
孩子……

Wees weer ge-康复吧！

Laat alle kinderen 
bij mij komen. Voor 
mensen zoals zij is 
het koninkrijk van 

God.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神
的国属于像小孩子一样

的人。



耶稣被召唤去到伯大尼，离
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小村
庄。拉撒路病了。拉撒路和
他的两个姐姐玛大和玛利亚
都是耶稣的好朋友。当耶稣
到达伯大尼时，他听到拉撒
路已经下葬四天了…… 

Heer! 主啊！

Als u hier was ge-
weest, 

zou mijn broer niet 

Ja, Heer. Ik geloof dat 
u de beloofde messias 

bent, die komen zou. De 
Zoon van God.

Ja, dat weet ik. Hij zal 
weer levend worden 

bij de opstanding op de 
laatste dag.

若你能早点来，我兄弟就不
至于死！

Je broer zal opstaan, 
Marta.

Waar hebben jullie 
hem neergelegd?

Kom kijken, 
Heer.

玛大，你兄弟必会复活。
是，我知道的。他必在末日复

活的时候复活。

主啊，是的，我信你是那应
许中，要降临世界的弥塞亚，

是 神的儿子。

你把他安放在哪里？

请主来看！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Who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Do you believe that 

Martha?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会一直活着。玛大，

你相信吗？



Maar 
had hij 

zijn dood 
niet kun-
nen voor-

他难道不能
阻止拉撒路
死去吗？

Kijk eens 
hoeveel hij 

van hem 
hield.

你看！他爱这人
是何等恳切。

死人用布裹着，放在一个用石头凿
出的坟墓里…… 

Haal die steen voor 
het graf weg!

你们把坟墓前的石头挪
开！

Heer, het stinkt er. Hij is 
al vier dagen…

Jullie zullen Gods 
glorie zien.

主啊，这里好臭！因为他死了
已经四天了……

你们必看见神
的荣耀。

Father, I am doing this 
so that the people will 

know who I am.

Lazarus, kom 
eruit!拉撒路，出来！

Maak hem los en laat hem 把他解开，让他走！

父啊，我这样做，是为要他们
知道我是谁。



在耶路撒冷的当权者已经越来越无法忍受耶稣和他的跟随
者了。

That man performs 
a lot of miracles.

If we let this conti-
nue, the Romans will 

take action!

Dan zullen ze 
onze tempel en 
ons volk vernie-

tigen.

Dus moet deze 
Jezus ter dood 

worden gebracht!

他们一定会摧毁我们
的圣殿和我们

的人民！

Denk na! Het is beter 
dat één man sterft 

voor het volk, dan dat 
iedereen 

vernietigd wordt.

所以，这个耶稣一定
得死！

一个人要为全人类死。因此
宗教领袖寻找一个大好机会
抓住耶稣。耶稣正往耶路撒
冷去。这正是机会。他们希
望罗马人将耶稣处以死刑。

想想吧！让一个人为人民而
死，肯定好过大家都遭殃。

这个人行了太多的神迹
奇事。 如果我们任由他，罗马人

一定会采取行动！



当耶稣还在伯大尼的宴席上……

Maria!玛利亚！
What a waste! 

That perfume is 
worth a fortune.

Die hadden 
we kunnen 
verkopen. 

We hadden 
het geld aan 

de armen 
kunnen ge-

我们若把它卖成
银子，能周济

穷人！

Laat haar, Judas. 
Ze heeft de bal-

sem bewaard voor 
mijn begrafenis.

犹大，由她吧。这香
膏是她为我安葬之日

存留的。

这很浪费！那瓶香
膏是极其昂贵的！



逾越节的庆祝节期临近了。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上耶路撒冷去。
他们要在圣殿献祭…… 

耶稣进了城。对他来讲，
这里危机四伏…… 



众人欢欣鼓舞迎接他…… Lang leve de 
man die komt in 

Gods naam!

De koning van 
Israël!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
称颂的！

以色列的王！

Hurray!

Hosan-和散那！

Hij moet ermee 
stoppen!

De hele wereld loopt 
hem achterna.

他应该停止!

整个世界都在追随他。

Jeruzalem, als je eens 
wist hoe je vrede kunt 

krijgen. Maar je wilt niet.

耶路撒冷，若你知道当如何得
着平安，可是你却不要。

好哇好哇！



坐落在首都的圣殿是犹太人
一切宗教活动的中心…… 

但是，又有哪一只被献的羔
羊可以完全让人脱离罪咎，
耻辱，与被定罪的恐惧呢？

在圣殿的院子里，人们正忙着做买卖、
兑换银钱…… 

突然，耶稣也进到了那里…… 

在逾越节的节期中，
人们要宰杀羔羊…… 

在圣殿中将羔羊作为祭物献
上，使自己罪咎得以消除。



Gods huis moet een 
gebedshuis zijn. 

Maar jullie hebben 
er een rovershol van 

gemaakt!

We moeten snel een 
moment vinden om hem 

uit de weg te ruimen.

上帝的殿必称为祷告的
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

窝了！

Hij is gevaar-
lijk! Maar de 

mensen han-
gen aan zijn 

lippen!

这人很危险!所有
人都相信他的每

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快，
找到机会好除掉他。



I’ll hand Jesus over 
to you.

We geven je de prijs 
van een slaaf voor 

Jezus. 
Dertig zilverstukken.

We moeten een list ver-
zinnen om hem te pak-
ken. Dan laten we hem 

doden.

Hoeveel ge-
ven jullie mij 
voor hem? Dat is Ju-

das, een 
van zijn vol-

gelingen.

Maar niet 
tijdens het 

feest. Geen 
oproer tij-

dens Pasen.

我们要准备好能抓住他
的证据，然后他会被杀死。

只是当节的日
子不可，

不要在逾越节
生乱。

我把他交给
你们，你们愿意
给我多少钱？ 那是犹大，耶

稣门徒其中的
一个。

我们为耶稣付你一个奴隶的
价银，30个银元。

我会把耶稣交给你们！



逾越节前的几天，耶稣每天
都 在 圣 殿 传 讲 道 理 ， 教 导
人。他预知耶路撒冷即将大
乱，而每一个人都将四散逃
跑。但他还是爱他们。现在
他叫彼得和约翰开始准备逾
越节的筵席…… 

那天晚上，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聚集在一起…… 今晚我就下手！



Ik heb er vurig naar 
verlangd om dit paas-
maal met jullie te eten, 

voordat 

People in authority make 
others serve them, but 
it will be the other way 

round with you. 

Wie van jullie het mees-
te dient, zal jullie leider 我深切渴望在受害以先和你们

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在你们当中服侍人最多的，
他要为首。

Ik ben in jullie mid-
den als dienaar.

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
侍人的。

这世上掌权的人让他们手下的
人服侍自己，但在你们
中间，这正要相反。



Jullie noemen mij 
Meester en Heer. En dat 

ben ik. 
Toch was ik jullie voe-
ten. Daarom moeten 

Was dan ook maar 
mijn handen en mijn 

Helaas zal één 
van jullie mij verra-

Ik toch niet?

Als ik jou niet 
mag wassen, 
hoor je niet bij 

mij, Petrus.

Wie in bad 
is geweest, 
hoeft alleen 

nog maar 
zijn voeten te 

laten was-

彼得，你若不让
我洗你，你就不

属于我了。

主啊，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凡洗过澡的人，
只需要再洗脚。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
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
就是。我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这样彼此服侍。

Nee!

只可惜，你们中间有
一个人要卖我了。

不是我吧？

不是吧！

Judas, what you 
want to do, do it 
犹大，你要作的，

快去作吧！

Lord, are you going to 
wash my feet like a slave? 

No! Never!

主啊，你要像奴隶一样洗我
的脚吗？这绝对不行！



Blijf dit telkens doen 
om mij in gedachten te 

你们当常常这样做，
为的是纪念我。

Eet het brood. 
Dat is mijn lichaam.吃这饼，这是我的身体。

Drink this wine, it is my 
blood, given to forgive 

your sins. This way, 
God makes a new co-

venant with you.

I give you a new 
commandment.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Als mijn liefde in jullie is, 
zal de wereld weten dat 

jullie bij mij horen.

Heer, ik zal u over-
al volgen. Ik zal mijn 
leven voor u geven.

Peter, by the time the cock 
crows, you’ll have denied 

me three times.

若我的爱在你们当中， 
世人就知道你们是属于我的。

主啊，无论哪里我都愿意
跟随你，我愿意为你

舍命。

喝这葡萄酒，这是我为你们
罪得赦免而流出来的血。

这是神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彼此相爱。

彼得，你听到鸡叫的时候，
你已经三次不认我了。



接下来的夜间，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城。
犹大没有和他们一起……

Ik ga jullie verlaten. Maar de Vader zal 
jullie de heilige Geest sturen. Hij zal 
jullie helpen en altijd bij jullie blijven.

Waar ik heenga, daar-
heen weten jullie de 

Maar niet wat ik wil, 
maar wat u wilt moet 

Mijn Vader, als het mo-
gelijk is, laat dit lijden dan 

aan mij voorbijgaan.

Blijven jullie hier, dan 
ga ik verderop bidden.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an 
come to the Father un-
less he comes through 

me.

我往哪里去，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但照你的意思要一切发生吧。我的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将这苦难挪去。

你们不要离开这里，
我要在那边祷告。

我会离开你们。但是天父会赐给你们圣灵，
他会帮助你们，一直与你们同在。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借着我，

才能去到天父那里。



Hoe kunnen jullie nu sla-
pen? Sta op! Kijk, daar is 

mijn 
verrader al.

De man die ik kus, moe-
ten jullie pakken!

Heer, zullen 
we erop los 

slaan?

Hallo Meester!

Stop dat!

Judas, verraad je de 
messias met een 

耶稣就这样让他们把自己带走。
门徒都离开他四散逃走了…… 

你们怎能在这个时候睡觉，
起来，我们走吧！看哪，
那出卖我的人在这里了。

我与谁亲嘴，你们就抓住他！ 主啊，我们拿
刀砍可不可

以？

你好，夫子！

住手！

犹大，你用亲嘴来出卖弥
塞亚吗？



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宅子里，彼得和约翰远远地跟着…… 

彼得也得以进到了内院中…… Hé, was jij 
ook niet bij 

No! I don’t 
even know 
the man.

Of course not!

I’m sure! You were 
there! You’re a Gali-

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你不是跟他在一
伙的吗？

不是，我不认
识那个人！

当然不是！

我肯定！你和他们一起的！
你是加利利人！

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
的是什么。

You’re one of 
them, aren’t 

you?

你也是他们 
一党的？



主耶稣双眼凝视彼得，
他们四目相交。

Nu mag je profe-
teren. Wie heeft je 

Godslastering! Hij is de 
dood schuldig. Naar de 

Romeinen met hem!

Cock-a 
dood-

天一亮，耶稣被带到众领袖聚集的公会里。大祭司将会审问
他。

Are you the Son of Jullie zeggen 

现在你说预言吧，告诉我
们打你的是谁？

这是在亵渎神！他是该死的。
让罗马人处置他吧！

你们所说的是。

喔喔喔
喔喔！

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被带到罗马巡抚彼拉多那里。众领袖都站在旁边围观，
极力地煽动大家控告他……

Wat zegt u op al die 
beschuldigingen? 

Zegt u niets?

Wat hebt u 
gedaan?

Ik ben 
gekomen 
om van de 
waarheid 
te getui-

gen.

Wat is waarheid?

Ik kan geen schuld in 
hem vinden. Het is feest. 
Wie zal ik loslaten: Ba-
rabbas, of deze koning 

van de Joden?

你对这些控告有什么话
要说? 你没有什么要说

的吗？

你到底做了
什么？ 我来是要

给真理作见
证的。

真理是什么呢？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现在是节期，我应该释放谁:

巴拉巴，还是这个犹太人
的王？



Barab- Kruisig hem! Hij geeft zich uit 
voor koning!

What should 
I do with this 

Jesus?
Laat Barabbas 

Als u hem vrij-
laat, bent u geen 

vriend van de 
keizer!

Jij kunt gaan, in 
ruil voor hem.

巴拉巴被耶稣替换而被释放了。
巴拉巴是作乱杀人的罪犯……

… 37, 38, 

Ik ben onschul-
dig aan zijn 

Heil, koning 
van de Joden!

巴拉巴！ 钉他十字架！
他自以为他是王！

释放巴拉巴！

如果你释放他，你就
不是凯撒的朋友。

……37、38、39！

流他血的罪不在我。

欢呼，犹太
人的王！

有他代替你，
你得自由了。

你们希望我怎么办
他呢？



Kijk, de mens! Kruisig Away with 

Kruisig 

彼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
号。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
架刑具穿过耶路撒冷的街

头巷尾……

在城墙外的一个地方就是
那刑场。那片山丘叫做各各

它，也就是骷髅地的意思……

兵丁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 
十字架上。

你们看这个人！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让他死！



Ik heb onschul-
dig bloed uitge-

Wat gaat ons dat 
aan? Zoek dat zelf 

耶稣的十字架被立在两个犯
人中间。

兵丁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
架上。

Ik heb 
verkeerd 
gedaan.

Father, forgi-
ve them.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承担吧！

我做错了！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十字架上钉着一块木板。
木板上用三种文字写着：
“耶稣， 犹太人的王。”

耶稣不肯喝递上来的麻醉用的
酸汁……

兵丁抓阄分他的衣服。

Ja. Anderen heeft 
hij 

Is hij Gods Zoon? 
Laat hij dan van het 

kruis afkomen!

Save your-
self and us!

Remember me when 
you enter your king-

Ik verzeker je: van-
daag 

zul je met mij in het 
paradijs zijn.

Heb toch eerbied voor 
God! Wij krijgen ons 

verdiende loon. Maar 
hij heeft geen kwaad 

gedaan.

对。他不是救了其他
人吗？

他是上帝的儿子？让他自
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呀！

要敬畏神！我们所受的是我们
罪有应得。但这个人，

并没有做恶。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
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

救你自己也救
救我们吧！

你得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大约在正午时分，全地黑暗。
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门徒约翰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I’m…thirsty.

Jullie zijn voortaan 
moeder en zoon.

Mijn God, mijn God, 
waarom hebt u mij 

verlaten?

Father, I place my Spi-
rit into your hands.

Het is… vol-

现在你们是母亲和儿
子了。

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成……成了！

我……渴了！ Father, I place my Spi-
rit into your hands.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
在你手里！



耶稣在下午三时死了。士兵们刺穿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他的心藏爆开了……

In de oude boeken staat: 
‘Hij was als een lam dat 
geslacht zou worden…’

Was hij de messias die 
komen zou, of niet?

Kom, dan vragen we of 
we hem mogen begra-

‘Hij werd mishandeld 
voor onze fouten, ge-
dood voor onze zon-

den.’

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由十字架上把耶稣的
身体领了去。他们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

料裹好，放在石坟墓里……

经上记着说：
“他像羊被宰杀……”

他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 
不是吗？

来吧，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是
否可以埋葬他。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而被杀。” 



逾越节的安息日过后，
几名妇女来到墓边……

彼得和约翰听见后就飞奔去了
坟墓。

De steen is van het graf 
weggerold!

Wat is er ge-

Waarom zoeken jullie de 
levende bij de doden? Hij 
is opgestaan! Vertel dat 

aan zijn leerlingen.

It’s complete-
ly empty.

却见石头已经由坟墓入口滚
开了！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已经复活了！去告诉他的门

徒吧！

坟墓全完是空的！



在坟墓旁的花园里…… Woman, why are you 
crying?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Heeft u hem wegge-
haald, tuinman?

Maria!

Master!

是你把他移走了吗，园丁？
玛利亚！

Houd mij niet vast. 
Vertel iedereen 

dat ik terugga naar 
mijn Vader, die jullie 
Vader is. Naar mijn 
God en jullie God.

不要抓住我。
告诉大家我要回到我父

那里，他也是你们
的父；回到我的神

那里，也是你们的神。

妇人，你为什么哭呢？
你找谁呢？

夫子！



那日，两个耶稣的门徒心灰意冷地走在路上与一位路
人谈论他们的夫子被钉十字架之事……

当他把饼递给他们时，他们
的客人突然不见了……

突然……

他们立时起身去找他们还在耶路撒冷的朋友……

Geloven jullie de profeten niet? Moest
 de messias niet lijden om zijn glorie te 
bereiken? Dat stond al in de boeken.

 Alles daarin slaat op hem.

But that 
was 

Jesus 

We hebben 
de Heer ge-

We hebben 
de Heer ge-

你们不相信先知吗？弥赛亚要这样受害，才进
入他的荣耀，这不是应当的吗？这些都已记载

在经上了！经上所记的一切都是关于他。

我们遇见主了！ 玛利亚和彼得也
遇见了！

Vre-
de voor 

Mijn 
Heer 

en mijn 
God!

Geloven jullie 
niet dat ik het 

ben? Voel mijn 
handen en voe-

ten.

愿你们
平安！ 我的主，

我的神！

你们不相信是我吗？
摸摸我的手和

我的脚。

但那是耶稣
他本人！



在40天里，耶稣向门徒显
现 。 耶 稣 有 一 次 也 同 时 向
500多人显现。他的门徒回
到了加利利。有一天当他们
又在打渔的时候……

Hé mannen, heb-
ben jullie soms wat te 

No, we ha-
ven’t caught a 弟兄们，你们有吃的没有？

Gooi je netten dan aan 
de andere kant uit.

My good-
ness! What 

a catch!

Maar het is de 

Meester! Komen jullie 
samen met 
mij eten?

哦，那是主！

夫子！
你们来和我
一起吃吗？

把网撒在另一边。

没有，什么也
没抓到。

弟兄们，
一下网到那么

多！



Peter, do you 
really love me?

耶稣问了彼得三遍这
个问题……

Ja, Heer, u weet 
dat ik van u houd.

Zorg dan voor 
mijn schapen.

是的，主啊，你知道
我爱你。

Follow me!

I’ve received all the power in 
heaven and on earth. Go into 
the world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se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 them to do all what I 
have told you.

你喂养我的羊。

En onthoud dit: ik ben altijd bij jullie, 
dag in, dag uit, totdat de nieuwe wereld 

你们要牢记：我一直与你们同在，每一天，
每一刻，直到新世界的来临。

说了这些话之后，耶稣就
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被接
升天。但是他说过，他会
再回来。

彼得，你真的爱我
吗？

跟从我吧！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要世人那里，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遵守。



耶 稣 的 门 徒 继 续 逗 留 和 祷
告 。 在 五 旬 节 圣 灵 就 降 临
了。这位圣灵也是在耶稣里
的那位，现在也在他们里面
了。每一个在圣灵里的人，
就相信耶稣。因此有更多的
人听到关于耶稣的事。他的
门徒就是有力的见证…… 

Luister, men-
sen! 

De dood kon 
Jezus niet 

vasthouden. 
God heeft hem 

weer levend 
gemaakt. Jezus 

is als 
eerste in Gods 
glorie opgeno-
men. Die glorie 

尽管有许多的逼迫，跟随耶稣的人还是走
到世界各地去。

Jezus is de Zoon van 
God! Ook wij mogen 
Gods kinderen wor-

den!

I am not 
ashamed of 

this good news. 
It is God’s po-
wer that saves 
people. It was  

already written 
in the Books: 

“If you believe 
it, you are good 
in God’s eyes. 
Then you shall 

这信息也通过书信
传遍各地：

这个好消息传遍了世界。所
以不断地有更多的人聚集在
一起为要更深认识耶稣。他
们在恩典中生活。他们每日
经历着他的恩宠。他们彼此
相爱也彼此帮助，照顾那些
有 需 要 的 人 。 他 们 研 读 圣
经，彼此代祷。他们一起唱
歌赞美神。他们一起擘饼，
传喝葡萄酒。因为这样做让
他们的信仰坚定，坚信他们
的罪完全被赦免。他们因此
领受到一个富有活力的新生
命。

大家过来听！
死亡无法辖制耶

稣。神使耶稣从死
里又复活了。耶稣
就是第一个在荣耀
中被神接走的。

这荣耀也是为我们
而预备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
可以成为神的孩子！

“我不以这福音为
耻。这是神拯救世
人的大能。经上记
着说：你若是相信
福音，在神眼中你

便是良善的
义人。你也将拥有

生命！”



耶稣成就了人与人之间的
和平……

Be grateful for his 
love! Take it from him! 

And worship him!

God heeft zijn Zoon niet de 
wereld in gestuurd om ons 
te veroordelen, maar om 

ons te redden. Want zoveel 
liefde heeft God voor ons, 

dat hij zijn enige Zoon heeft 
gegeven. Iedereen die in 

hem gelooft, gaat niet ver-
loren, maar heeft eeuwig 

leven! 

神没有将自己的儿子差遣到这个
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他来为要
拯救我们。因为神对我们，爱之
甚切，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我们。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让我们因为他的爱来
感恩吧！接受他的爱！



耶稣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它在数以百万计的人
群中继续流传着。他以一个可贵朋友的身份来
到大家的生命中。这些人就获得他的力量去原谅和
爱别人。
还有，你可以接受神原本就为你预备的生命。应该
从哪里开始呢？你可以为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来感
谢神，这样你就接受了他的恩典。他原谅了你的一
切罪。因此他不要求你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他只需
要你信靠他，并且相信在他眼里你是好的。你可以

告诉他你决心与你旧日的生命诀别，现在你要与他
一起，重新开始。他会给你他的圣灵，让他居住在
你心中来回应你的选择。耶稣的同在将让你从里至
外更新。因为神给你一颗完整的心，充满了他的平
安。曾经的一切黑暗，现在都变成了光明。你曾经
以为生命的尽头就是死亡，现在你知道你可以与神
所有的孩子一起得到永生。在耶稣里就没有定罪
了。他的恩典会让你心中充满着对自己与他人的
爱。

如何延续?

提示—欢迎自己阅读圣经中的耶稣。在圣经中你可
以找到四本关于耶稣生平记录的传记。它们被称
为“福音”：也就是好消息。福音书是由与耶稣同
时代的人——马太、马可、路加与约翰撰写。
马太与约翰曾经是耶稣的门徒。当马可认识耶稣的
时候，他还是一位青少年。而路加是一位与保罗同
行的医生。

保罗也是与耶稣同时代的人。他四处去建立由跟随
耶稣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他在旅程中写了很多书
信，其中的十四封被收录在圣经中。它们记载了关
于耶稣对于我们思想与行为的具体意义。还有关于
将来耶稣的再来，以及由耶稣所掌管下的新世纪。

圣经中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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