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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馬可福音

8/2/2015 王文堂牧師



聖經的益處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CBCWLA 新約讀經班的要求

1. 每次上課之前讀完五章聖經

2. 參加隨堂測驗

3. 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主題經文：馬可福音 10:45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馬可福音的結構
三本對觀福音都具有以下的結構:

(1) 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廣受歡迎

(2) 文士與法利賽的反對，耶穌受人厭棄

(3) 彼得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的認信

(4) 上耶路撒冷

(5)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

* 其中(3)是轉捩點, 若以馬可福音的鑰節10:45來看, 
在此之前是“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
是要服事人”，在此之後是“並且要捨命作多人
的贖價。”



馬可福音的大綱

• 1.   神僕耶穌事工的起頭 (1章)

• 2.   神僕耶穌在反對中繼續服事 (2:1-8:26)

• 3.   彼得確認神僕耶穌為基督 (8:27-38)

• 4.   神僕耶穌上耶路撒冷 (9-10章)

• 5.   神僕耶穌的最後一週, 受難與復活 (11-16 章)



2. 在反對中繼續服事 (2-8章)

衝突的開始

• 人的反對: 法利賽人的三項質問(2:1-20):

1.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 (僭妄的話)呢? (2:7)

2. 他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麼? (2:16)

3. 你的門徒不禁食，這是為什麼呢? (2:18)

• 耶穌的反應: 三個回答:

1.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權柄。(2:10)

2.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2:17)

3.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禁

食呢?(2:19)



• 新舊難合的比喻:

• 1. 新布與舊衣服

• 2. 新酒與舊皮帶

• 人的反對: 安息日的衝突

1. 門徒於安息日掐了麥穗

2. 耶穌於安息日治好枯乾了一隻手的人

• 耶穌的反應: 設立十二門徒

1. 他們的資格: 主的揀選 (耶穌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

2. 他們的工作: 一來一去 (來與主同在，去向人傳道)

3. 他們的裝備: 主所賜的話語和權柄



•人的反對: 文士說耶穌是靠鬼王趕鬼

•耶穌的反應: 

•一. 解釋不可赦免的罪(褻瀆聖靈的罪):

• 1. 定義: 剛硬不信的罪

• 2. 應用: 是指不信者抗拒聖靈，心中日漸剛硬而言。

• 3. 問題: 基督徒會不會犯褻瀆聖靈的罪? 回答: 已經
信主的人不可能犯這個罪。

•二. 信者皆為親屬



•耶穌的教導:

•三個“種子的比喻” :

• 1. 撒種的比喻: 種子是神的道，田地是人的心

• 無種之田: 飛鳥吃掉了，指不信的人

• 無根之田: 經不起考驗，指假信的人

• 無果之田: 荊棘擠住了，指小信的人

• (三樣成長的障礙: 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別樣
的私慾。)

• 結實之田: 落在好土裡，指真信的人

• (結實的三個步驟: 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

• 2. 成長的種子的比喻: 自然成長, 時候到了就有收成

• 3. 芥菜種的比喻: 神的國由微小的種子開始，日後卻
能長成大樹。



•權能的彰顯(4:35-5:43):

1. 對自然界彰顯權能: 平靜風和海

2. 對靈界彰顯權能: 趕鬼入豬群

3. 對生命彰顯權能: 醫治患血漏的女人，叫管會堂
者的女兒復活

•人的反對: 耶穌在家鄉拿撒勒被人厭棄(6:1-6)

•耶穌的反應: 差遣十二門徒(6:7-12)

•人的反對: 先鋒施浸者約翰被斬(6:14-29):

•耶穌的反應: 

• 1. 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多人(6:30-44)

• 2. 在海面行走，讓門徒看見

• 3. 醫治許多人



•人的反對: 法利賽人的三個問題(7:1-23): 

• 1. 用俗手吃飯的問題: 看重儀式上的潔淨

• 2. 各耳板的問題(7:11-13): 看重人的傳統

• 3. 飲食污穢的問題: 看重表面不看重內心

•耶穌的反應: 轉往願意接受的人那裡(7:24-8:26):

• 1. 醫治迦南婦人的女兒

• 2. 醫治加利利的聾啞者

• 3. 給四千人吃飽

•人的反對: 法利賽人要求神蹟

•耶穌的反應: 

• 1. 叫門徒防備法利賽人的酵

• 2. 醫治瞎子 (妙手重撫)



3.   彼得確認耶穌為基督 (8:27-38)

•彼得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的認信(8:27-38)

•登山變相(9:1-15)



該撒利亞腓立比: 位於黑門山下的羅馬城市
(馬可福音 8:27)



該撒利亞腓立比: 拜偶像的石壁之一
耶穌在往該撒利亞腓立比(一個充滿偶像的地方)的路上問門徒, 說: “人說我是誰?” 彼得
回答說: “你是基督.” (馬可福音8:27-29)



該撒利亞腓立比: 拜偶像的石壁之二



•4. 神僕耶穌上耶路撒冷 (9-10章)
•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從北向南走, 經過加利利及約但河
谷)

1. 黑門山下: 醫治害癲病的孩子

2. 迦百農: 門徒爭論誰為大

3. 猶太地約但河: 和法利賽人辯論離婚的事

4. 猶太地約但河: 為小孩子祝福

5. 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尋求永生的財主憂憂愁愁的走
了

6. 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雅各和約翰尋求自己的榮耀

7. 耶利哥: 醫治瞎子巴底買



5. 耶穌的最後一週 (11-16章)

•星期日: 騎驢進耶路撒冷, 眾人揮舞棕樹葉歡迎他

•星期一: 潔淨聖殿，咒詛無花果

•星期二:與國家領袖辯論

•星期三:無記載

•星期四:最後晚餐, 耶穌被賣

•星期五:耶穌被釘十字架, 屍體被安放在墳墓中

•星期六:安息日

•星期日:基督復活, 向許多人顯現



漫長的星期二
•耶穌的敵人為難他:

• 1. 祭司長文士並長老: 你仗著什麼權柄做這些事?

• 2. 法利賽人和希律黨: 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 3. 撒督該人: 復活的時候她是哪一個人的妻子?

• 4. 文士: 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

•耶穌的回應:

• 1. 約翰的浸禮是哪裏來的? 兇惡園戶的比喻。

• 2.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 3. 人從死裏復活也不嫁也不娶，像天使一樣。

• 4.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並要愛人如己。



漫長的星期二

•對門徒的機會教育

• 1. 從 枯乾的無花果樹 教導 信心的能力

• 2. 從 寡婦的兩個小錢 教導 奉獻的道理

• 3. 從 聖殿的石頭 教導 末日的真理

• 4. 從 真哪噠香膏 教導 愛主的功課

•猶大去見祭司長，商議賣主



無花果: 在正常的情況下, 有葉子就有果子
耶穌遠遠望見無花果樹有葉子, 以為樹上有果子, 走近一找, 竟找不著. (馬可福音11:13)



羅馬錢幣:
法利賽人試探耶穌說: 

“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
以?” (可12:14-17)  

上面的錢幣有該
撒亞古士督的像

下面的錢幣有該

撒提庇留的像



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在耶路撒冷的一間大樓

• 1. 吃最後的晚餐

• 2. 設立主餐: 餅與杯

•在橄欖山的客西馬尼園

• 1. 迫切禱告

• 2. 猶大帶人來捉拿耶穌

•在大祭司那裡

• 1. 耶穌受公會的審判

• 2. 彼得三次不認主



耶穌受難的那一日

•在羅馬巡撫衙門

• 1. 彼拉多審問耶穌，知道眾人因嫉妒而將耶穌解來

• 2. 彼拉多向群眾屈服，釋放巴拉巴，判耶穌釘十架

• 3. 兵丁鞭打耶穌，給他帶荊棘冠冕戲弄他

•在各各他 (亞蘭文，意為髑髏地)山上

• 1. 耶穌被釘十字架

• 2. 兵丁分他的衣服

• 3. 路過的人譏笑耶穌

• 4. 耶穌斷氣

•亞利馬太的約瑟將耶穌的屍體放在石洞的墳墓裏



耶穌復活

• 1. 幾位婦女帶著香料去膏耶穌的屍體

• 2. 天使在墳墓中宣告耶穌已經復活

• 3. 耶穌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 4. 耶穌向在路上行走的兩門徒顯現

• 5. 耶穌向在坐席的十一位門徒顯現

• 6. 耶穌差派門徒到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 7. 門徒出去傳福音，主與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
證實所傳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