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可福音查經講義 1	  	  

	  

	   1	  

查經講義說明 
 

查經講義的目的是給查經帶領人在查經時提供查經參考，查經帶領人可以根據查經講義的步驟

和內容帶領查經。本套查經講義按照經卷來分，每一卷書分為十二課，每卷書列有該卷書的背景概

述和重要參考文獻。目的是讓小組成員在查經前對整卷書有一個歷史背景和相關信息對認識，以便

更好地理解經文中的含義。 

每一課中所包含的內容如下圖所示： 

 

 
 

每一課查經講義內容中各大模塊的目的和說明如下： 

破冰引題——活躍氣氛，提出問題，引發大家思考與興趣，並引出所查考的經文； 

大綱結構——讓大家對本課經文有總體的概念和思路； 

經文釋義——對本課的經文進行釋經，按照大綱結構的段落，每一段落進行解經。經文釋義包含

五大模塊：經文解析，重點詞義，相關信息，要義小結，思考與討論。 

經文解析——對本段落經文進行逐節經文解析。帶領人在具體查經時根據參加查經的組員情況，

挑選部分經文進行解析； 

重點詞義——對於經文中概念性的詞彙，人名，事件，教義詞彙，特殊含義詞彙等進行解釋；在

查經時帶領人可選擇性解釋； 

相關信息——與經文信息相關的經文，人物，事件等進行解釋； 

要義小結——對前面查經的經文內容進行小結。讓大家對剛才所查對經文重新有個思考與認識，

引出下面對思考與討論模塊； 

思考與討論——根據所查考的經文內容，進行自由式對討論，由帶領人提出問題，或組員提問。

帶領人可以選擇講義中提供的參考討論題目，也可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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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背景概述 
 

1.作者：馬可 

馬可福音的作者馬可，又稱為約翰（徒12:25），馬可的一生受他的母親瑪利亞（徒12:12），

表兄巴拿巴（西4:10），使徒保羅（提後4:11）和使徒彼得（彼前5:13）的影響。使馬可從一位富家

之子變為為主作工的忠心僕人。馬可的服事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他隨同巴拿巴與保羅第一次外出傳

道時，到了別加半途而廢，離開保羅回去了（徒13:5，13），使得保羅第二次宣教旅行時不願意帶

他，所以馬可跟著他的表兄巴拿巴除外宣教（徒15:36-40）。從此開始，馬可一直殷勤作工，後來

保羅在書信中讚揚馬可肯定他的服事（提後4:11），馬可與彼得關係親近，彼得曾稱他為兒子（彼

前5:13）。 

 
2.時間和地點： 

四卷福音書，馬可福音是成書 早的一卷，馬可福音的寫作地點在羅馬。根據福音書內容馬可

可能在使徒保羅第一次或第二次囚於羅馬期間，即主後60-65年寫成馬可福音。 

3.寫作對象:  

馬太福音是特別為猶太人寫的，而馬可福音的寫作對象則可能主要是羅馬人，因為馬可福音中

只有在提到於律法相關的談話時才提到摩西律法，對於猶太的各種習俗都會在文中解釋，而且馬可

福音很少引用舊約經文，計時法也採用羅馬人的習慣用法，在書中常使用許多拉丁文字等。 

 

4 .  寫作風格 

四福音書記敘的都是主耶穌的生平，但是每部福音書的特點都不一樣。馬太福音從主耶穌王的

家譜開始，所注重的是主耶穌君王的身份；路加福音主要表明主耶穌人子的身份；約翰福音主要表

明主耶穌神子的身份；而馬可福音主要表明主耶穌僕人的身份，所以四部福音書是從不同的角度來

記敘主耶穌。馬可福音有區別與其他三卷福音書的寫作特點，可以更好地塑造主耶穌僕人身份的特

徵： 

（1）馬可福音基本上是按照所發生時間的次序寫的； 

（2）馬可福音是四福音中 短的一卷，但是馬可福音所記敘的歷史事實必其他三卷福音書更

詳盡； 

（3）馬可福音所展現的是主耶穌僕人的形象，在整卷書中更注重主耶穌的行，很少有長篇的

講論和教訓，馬可用許多時間性副詞表達主耶穌馬不停蹄地傳道生涯，強調主耶穌所做的事。 

 

    
6.重要參考資料  

1. 柯勒著，潘秋松譯，《丁道爾聖經註釋－馬可福音》，校園出版社出版； 

2.詹正義博士編輯，《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卷一─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美國活泉出版社出

版； 

3.華侯活著、陳惠榮譯，《馬可福音研經導讀》，天道出版社出版； 

4.鍾志邦著，《中文聖經註釋第二十九卷－馬可福音》，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 

5.曠野之聲，四福音合參 

 

 
 



馬可福音查經講義 3	  	  

	  

	   3	  

馬可福音查經講義大綱 

 

 

 

第一課 傳道開始 （1:1-45） 

第二課 衝突萌芽（2:1-3:6） 

第三課 揀選門徒（3:7-4:34） 

第四課 主行神蹟（4:35-5:43） 

第五課 五餅二魚（6:1-56） 

第六課 主的教訓（7:1-8:26） 

第七課 登山變像（9:1-50） 

第八課 預言受難（10:1－56） 

第九課 潔淨聖殿（11:1-12:13） 

第十課 末世預言（12:14-13:37） 

第十一課 主的受難（14:1-72） 

第十二課 主的復活（15: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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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傳道初始  
                                                                            ——馬可福音1:1-45 

 

 
請問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嗎？如果不是，請問您知道耶穌是誰嗎？請說說您對耶穌的認識，請您

跟大家分享你是從哪裏知道耶穌的，是從電影，電視，書籍或是朋友的口中？也請在座的基督徒們

回想一下當你第一次聽到耶穌這個名字是什麼時候？你那時候是怎麼想的，覺得耶穌是神的兒子嗎，

祂來世上做什麼？今日我們要查的內容是馬可福音的第一章，這章內容可以告訴我們耶穌是誰？祂

來世上做什麼？ 

 

 

 
 

 

 
一、第一段落：預備道路（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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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預備道路（1:1－13） 

1:1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1:2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有古卷無以賽亞三字〕『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預備道路。 

1:3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1:4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1:5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洗。 

1:6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 

1:7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1:8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1:9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但河裡受了約翰的洗。 

1:10他從水裡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11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1:12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裡去。 

1:13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馬可福音第1節經文就點明了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在馬可福音的其他章節中多次提到(1:11；

3:11；5:7；9：7；14:61；15:39)，正因為耶穌基督神兒子的身份，祂是神，所以我們可以明白後面

耶穌所行的一切神蹟和祂關於國度的言論。也明白耶穌基督來的目的是完成神的救恩計劃，耶穌這

個名字本身代表了神的救恩，耶穌基督的福音從這裡開始。 

2和3節承接1節中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主耶穌就是福音，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就是主耶穌基

督來到世上，神救恩計劃開始。2，3節引用先知的話，表明耶穌基督的福音已經在舊約中有預言，

而且在主耶穌基督福音開始之前，會有使者為祂預備道路。這句話有當時的時代背景，因為古時君

王出巡時，有一批先遣人員在前呼喝開路，遇道路有坑洞或崎嶇難行時，必先修補使之平坦。這個

預言在馬拉基書（3:1）和以賽亞書（40:3）中都有說明，馬可福音將兩個先知的話組合在一起，所

以古卷沒有以賽亞三個字。所差遣來的使者主要是為主預備道路，神所差遣的使者就是施洗約翰，

他的任務是為主舖路，促使人的心思回轉歸向主，使人相信在他之後來的主耶穌。 

4節，照著舊約所預言的，施洗約翰來了，他在曠野中為人施洗，約翰所施的洗是悔改的洗禮，

約翰的洗於後來奉主耶穌名而受的洗不同。這裡施洗約翰為人施悔改的洗，使罪得赦，來受約翰洗

的人，向他承認自己的罪，悔改自己的罪，罪的工價乃是死（羅6:23），所以籍著受洗宣告人因罪

配受到死的刑法。所以，施洗約翰的洗是讓人認識到自己的罪，並且悔改認罪，然而耶穌基督的洗，

是與主同死同埋葬，但 後會與主同復活。 

5節，當時猶太全地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去了，到施洗約翰那裡受洗，在約旦河裏受洗悔改

認罪。當時必然有很多人聽到施洗約翰的道，並且受到他的影響，因此人心悔改，願意跟隨他去受

洗。6節描述了約翰的形象，施洗約翰是先知，主耶穌說他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太11:14），讓我

們想起舊約的一位先知以利亞（王下1:8）他當時也穿著毛衣腰系皮帶。 

7節，施洗約翰在傳道的時候，說將來有一位在他以後來的，能力比他大，他給祂提鞋也不配。

當時猶太人出外，一般都穿無鞋幫的拖鞋，進入室內的時候將鞋子脫下來，家裡奴僕的工作之

一是替他的主人或來客解鞋帶、脫鞋並提鞋，然後拿盆水來替他們洗腳。施洗約翰說他給主耶

穌提鞋也不配，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施洗約翰的謙卑與敬虔。 

在7節中施洗約翰說到將來要來的主耶穌，8節解釋他的洗和主耶穌的洗的區別。施洗約翰

用水給人施洗，使人認罪悔改，然而主耶穌將會用聖靈給人施洗，悔改相信主的受到聖靈的洗，

將可以得著永生的生命，與主同復活。 

9到11節，主耶穌開始出現，當施洗約翰給人在約旦河施洗的時候，主耶穌從加利利的拿

撒勒過來，來到約旦河，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當主耶穌受洗的時候，有特殊的事情發生，祂從

水裡一上來，就看到天開了（徒7:56），天上有異象出現，聖靈像鴿子一樣降臨在耶穌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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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有聲音從天上傳來，說主耶穌是神的愛子，是神所喜悅的。這段描述讓我們看到主耶穌

的身份，祂是神的愛子，祂到地上來彰顯神，是受神的差遣而來，而且祂所行的一切都是蒙神

喜悅的。 

12和13節記敘主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後發生的事，主耶穌受了施洗約翰的洗，聖靈就催主耶

穌去到曠野裡。主耶穌在曠野裡呆了四十天，在四十天裡受魔鬼的試探，並且勝過了魔鬼的試

探。馬可福音這裡沒有詳細記載魔鬼的試探和主耶穌是如何勝過的，在其他二卷福音書中有詳

細記載（太4:1-11，路4:1-13）。但唯有在馬可福音中說當時有野獸與主耶穌在一起，並且有天

使服事祂，我們知道天使本就是服役的靈。（來1:14） 

 

 
耶穌：耶穌原希伯來文為יהושע ，可拼為Yehoshua，意思是耶和華救主，耶和華拯救，希臘文翻

譯為Ίησους,可拼為Iēsous。 
基督：基督希伯來文為 מָשִׁיחַ ，可拼為mashiach，是彌賽亞或受膏者的意思，希臘文翻譯為

Χριστός，可拼為Christos。舊約中很多處提到君王、祭司在立的時候要用油膏抹，稱為「受膏

者」（利4:3，撒上2:35），因此中文舊約聖經意譯為「受膏者」。 
曠野：地理位置上是指位於死海北面和西面的乾旱地帶，包括約但河谷之廣大地區。 

 

 
1. 施洗約翰，施洗約翰的降生和事奉都在神的計劃當中，我們來看下施洗約翰短短的一生： 

（1）出生，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是一位祭祀（路1:8-13），當天使告訴他將會有一個兒子

的時候，撒迦利亞不相信，於是他成了啞巴。一直到約翰出生，他才重新可以開口。施洗

約翰的母親伊利沙伯懷孕時，見到瑪麗亞，約翰在母腹中跳動歡喜，那時他已被聖靈充滿。

施洗約翰在母腹中已經被神所揀選，為他將來要做的事，他父親撒迦利亞變成啞巴，後又

開口說話，所有這些事，讓人看到約翰的不同，神對這個孩子有美好的計劃。 

（2）傳道，約翰長大後，他沒有子承父業在聖殿中成為祭司，而是按著神所給他預備的，

為將來的主耶穌預備道路。約翰的出現很神奇，他沒有在城市鄉村，而是在曠野中，穿著

毛衣，吃蜂蜜，他以先知的形象出現。在曠野傳悔改的道，給人在約旦河受洗，約翰的傳

道一點不溫和，他所說的話直指人的罪，嚴厲而直接。約翰是一位謙卑而敬虔的先知，他

明確告訴眾人，他是為後來來的主預備道路的，修直人心的，當人問他你是不是基督，他

斷然否認，而且說自己給耶穌提鞋都不配，自己必衰微，主必興旺。 

（3）殉道，約翰殉道的時候，他已完成神給他的使命，主耶穌已開始出來傳道。約翰死在

希律王的手中，希律王娶了他弟弟的妻子西羅底，約翰就責備希律王認為他不應該這麼做，

希律王惱恨他，就將約翰收到了監裡。同時因這事西羅底也對約翰暗暗懷恨在心。恰好遇

上希律生日，西羅底的女兒獻舞，希律非常高興問她要什麼賞賜。西羅底的女兒因母親的

緣故，要求希律將約翰殺了，希律王答應了她的請求，於是約翰被坎了頭殉道。 

（4）總結，約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短暫的一生沒有行過一件神蹟，但是主耶穌說，凡婦

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施洗約翰。（太11:11） 

 

2. 耶穌在曠野40天受魔鬼試探 

（1）第一次試探（太4:3-4，路4:3-4），耶穌在曠野，魔鬼近前來，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

以將這些石頭變為食物。魔鬼試探耶穌的時候，是在耶穌禁食四十天，腹中飢餓的時候，

然而耶穌回答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耶穌用神的話來駁斥魔

鬼的試探，勝過了肉體的情慾的試探。人生在世常會受到三大類試探，分別是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約一2:15-17），我們的祖先亞當夏娃沒有勝過這些試探，從而

犯了罪，而耶穌卻勝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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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試探（太4:8-11，路4:5-7），魔鬼第一次試探沒有成功，不死心又用其他的來

試探耶穌。他讓耶穌看地上列國的榮華富貴，誘惑耶穌說，如果耶穌向他下拜，這些就都

歸給耶穌。耶穌怎麼回答的？耶穌說當拜你的神，單單事奉祂。這些榮華在眼前，就像夏

娃面對果子時沒有抵制住眼目的情慾，看著悅人眼目就吃了。耶穌面對眼前的榮華，祂的

眼目永遠看著神，這些世上眼目的情慾絲毫不能影響祂，因為在祂心中唯有耶和華是神，

是主。 

（3）第三次試探（太4:5-7，路4:9-13），魔鬼連著兩次失敗，依然不死心，第三次他用今

生的驕傲來試探耶穌。他將耶穌帶到殿頂高處，對耶穌說，既然你是神的兒子，那麼你從

這裡跳下去吧，必會有神的使者托住你。這次魔鬼學聰明了，他用聖經上的話來試探耶穌，

既然是神的兒子，跳下去肯定沒有問題。主耶穌完全有能力行神蹟，但他不會用這種驕傲

的方式來證明祂是神的兒子，他回答魔鬼說，不可試探你的主。耶穌是神的兒子，是無庸

置疑的，後來耶穌行了很多神蹟，還有那 大的神蹟死裡復活，這些都讓世人看到耶穌是

神的兒子。耶穌從來不用驕傲的方式讓世人認識祂，祂一直是謙卑的，當我們讀完了正本

馬可福音就會明白耶穌的謙卑。 

 

 

 
從1節到13節，馬可福音用很短的篇幅記敘了幾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施洗約翰在曠野

中傳悔改的道，他在約旦河為人施洗，讓人悔改認罪，他所做的一切就如舊約先知所預言的一樣；

第二件事是神的兒子主耶穌出現了，他來到約旦河受了施洗約翰的洗，從水中出來的那一刻，天上

有異象，聖靈降臨到他身上，並有神的聲音說主耶穌是祂的愛子，並喜悅主耶穌一切所行的；第三

件事是主耶穌在曠野受試探，受洗後聖靈催主耶穌去到曠野中，在那裡呆了四十天，受魔鬼試探，

並得勝。 

 
1. 施洗約翰的生平如何（參考相關信息）？ 

2. 施洗約翰所傳的是什麼？他所施的洗與將來主耶穌施的洗有何不同？ 

3. 主耶穌在曠野四十天中受了怎樣的試探？祂靠什麼得勝？（參考相關信息） 

 

第二段落 耶穌傳道初始（1:14-45）    
A  呼召門徒（1:14-20） 

1:14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 

1:15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1:16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在海裡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 

1:17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1:18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1:19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1:20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 

 

 
14節告訴我們約翰被下到監裡，約翰下到監裡的緣故，是因為他得罪了希律，他責備希律王不

應該娶他的弟媳西羅底，詳細的信息在馬可福音（6:17-28）中有記敘。當約翰被抓進監獄後，耶穌

來到了加利利，耶穌開始的時候是在猶太地傳道（約3:22-24），祂知道約翰下監牢後，就退出了猶

太地，來到外邦人聚集的加利利地區（太4:15）。從這裡我們看出猶太人對耶穌所傳福音的排斥，

從而耶穌轉向外邦人，就如羅馬書說的猶太人棄絕主的救恩，這救恩臨到我們外邦人（羅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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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節，主耶穌在傳道時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神的救贖計劃是有時

間的，現在這個時間到了，主耶穌來到世上，福音臨到人世間，神的國度即將來臨。主耶穌勸戒眾

人都當悔改，以前人心背離神，如今要悔改歸向神，可以進神的國，因為神的國近了，盼望和救贖

就在眼前。 

16到18節，描寫主耶穌如何呼召門徒，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馬可福音的特色，所有的事情發

生的很快，字裡行間感覺出時間的緊迫。當時主耶穌順著加利利海邊走，走著走著就看到有人在打

漁。當時住在加利利海邊附近的很多人都以打漁為生，於是耶穌看到了西門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

們正在往海裡撒網打漁。耶穌就上前跟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讓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也就是說

耶穌要讓他們成為他的門徒，去救這世人，就像他們捕魚一樣，將世人引來帶到主的面前。 

我們來看18節中西門他們的反應，他們立刻扔了漁網，跟從了耶穌。立刻這個詞很形象，西門

和安德烈沒有對耶穌說，請等我幾天，讓我安排一下家裡或其他的事。他們一句話都沒有說，非常

乾脆利落地扔掉了漁網，就跟著耶穌走了。他們對主的信心和願意跟從的心志從這裡可見一斑。 

19節，耶穌繼續往前行，稍微走了一段，就看到了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耶

穌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正在補網，他們也是漁夫。耶穌看到他們後隨即就呼召他

們，耶穌應該也是對他們說了讓他們跟從他的話。 

我們看這兩個人的反應是什麼？20節中，緊跟著耶穌呼召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們

留在船上，跟隨耶穌走了。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景，他們的父親，雇工們正跟他們一起在船上，雅各

和約翰在補網，這是漁夫們的日常工作。當耶穌呼召的時候，他們二話不說，什麼都不要了，丟下

手裏的工作就走。與西門和安德烈一樣，立即跟隨，沒有絲毫遲疑。 

 

 
神的國：神完全掌權和統治的國度，但這國度現今還沒有完全實現。將來，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

候，主耶穌基督坐著為王統治世界，那是神的國度降臨在地上。現在，主耶穌基督還沒有再來，神

的國指那些領受祂生命，重生得救的人（約三：5；約一：12-13）。這些人都是神國的子民（腓三：

20；彼前二：9），他們已進入屬神的國度內。我們在地上傳福音，救靈魂，就是擴展神的國度。

神國在地上的具體實現，是從基督再臨，直到進入新天新地，神永遠的國才完滿的實現。 
 

 

       

1. 加利利，因為耶穌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加利利傳道，所以將加利利的背景資料介紹如下，可

以幫助我們理解福音書中當時的時代背景： 

（1）歷史，加利利地區原本是指定分給十二支派的拿弗他利和西布倫，但當時他們沒有完

全驅逐迦南居民（士師記1:30-33），因此，加利利成為異族混居的區域（賽9:1）。在主前

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三世的時候，攻佔大馬色及加利利地區（王下15:29），導致更多的外

邦人進入該地，很多猶太居民被驅逐，自亞述入侵以色列到主前二世紀末，加利利的人口

以外邦為主，只有少數猶太人。大希律王（主前37-4）把加利利歸附他的國土，吸引更多

猶太人返回，到希律亞基帕二世主治前，加利利由羅馬直接管轄。 

（2）地域，加利利東面以約但河和加利利海為界，南面止於以斯德倫平原，是加利利和撒

瑪利亞的天然分界。加利利地區的主要大城市有歌拉汛（太11:21），迦百農（可2:1，9:33）

是耶穌在加利利傳道時的中心，另耶穌的家鄉拿撒勒也在加利利地（太2:22-23）。 

（3）風俗，加利利居民種族混合，文化比較有包容性，比猶太地的猶太人更容易希臘和羅

馬的文化風尚。也正因為這，南猶太地的猶太人對加利利及其居民存有輕視（約1:46，7:41、

52）。加利利出產豐富的農作物，例如葡萄，橄欖，穀物等，漁業是當地人重要的行業。 

（4）耶穌與加利利，耶穌在加利利長大（路4:16），12個門徒中有11個時加利利人，只有

猶大是猶太地人。三卷福音書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寫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許多發生在加利

利海周圍。耶穌所使用的比喻都與加利利的有關，是當地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東西，許

多神蹟也在此地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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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呼召門徒還記載在馬太福音4:18-22）。 

 

 
14到20節的經文主要記敘當施洗約翰被希律王抓進監獄後，主耶穌開始在加利利傳道。主耶穌

傳道在加利利傳道天國近了，神的國度將要降臨，所以勸戒人們要悔改歸向主。另一件重要的事是

主耶穌在加利利海邊呼召了四個門徒，西門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和他的兄弟約翰，他們這四個

人都是漁夫。 

從這段經文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主耶穌的愛，在他眼中沒有身份，職業，地位，在世人眼

中看為重要的東西。主耶穌呼召四個漁夫成為他的門徒，而那四個被呼召的漁夫，他們沒有留戀任

何世間的事，毫無遲疑地拋棄一切跟隨主。 

 

 
1. 主耶穌有沒有呼召你作他的門徒？你覺得你在神的國中有份嗎？ 

2. 當主耶穌對你說，來跟從我，你會像那四個門徒一樣，丟下手中的一切跟隨主嗎？ 

3. 主說我要讓你們得人如得魚，是什麼意思，我們如何在現代這個世界裡得人？ 

 

B  會堂趕鬼（1:21-28） 

1:21到了迦百農，耶穌就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教訓人。 

1:22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 

1:23在會堂裡有一個人，被污鬼附著，他喊叫說： 

1:24拿撒勒人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麼？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 

1:25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罷。 

1:26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陣瘋，大聲喊叫，就出來了。 

1:27眾人都驚訝，以致彼此對問說，這是甚麼事，是個新道理阿。他用權柄吩咐污鬼，連污鬼也聽

從了他。 

1:28耶穌的名聲，就傳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從21節開始主耶穌來到了迦百農，主耶穌沒有隨處傳道，他去了猶太人的會堂，在會堂裡面

傳道教訓人。從馬可福音的這個描述中我們也可看出主耶穌到一個地方，祂總是先去猶太人的會堂，

這個特點可以從今後主耶穌的傳道中看到。 

22節讓我們看到主耶穌的教訓是與眾不同的，當時的人能完全感覺出來，他們都稀奇主耶穌

的教訓，認為主耶穌所傳講的話與那些文士完全不同。文士的教訓常引用「古人如何如何說」，他

們解釋字句着重於外表道理知識，注重維護傳統，虛空沒有權柄。而主耶穌的教訓則是「我告訴你

們」（太5:21-22）主耶穌是有權柄的，並且他將字的精義解釋給人聽，讓人聽到神的話中之光，富

有生命和能力。 

23到26節記敘了主耶穌趕鬼的事件，當時在會堂裡，有一個人，他被污鬼附着了。被污鬼俯

者的人，有邪靈在他身上，因受邪靈的操縱，常有超自然的行為發生。那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喊叫說，

拿撒勒人耶穌，我們跟你沒有干係，你來做什麼呢？你是來消滅我們的嗎？那個污鬼害怕耶穌，所

以他問耶穌來是做什麼的，並且海喊著說，我知道你是誰，你神的兒子，這裡神的聖者指分別為聖

歸於神的那一位，即神的兒子主耶穌。這節經文也證明了主耶穌真的是神的兒子，那些從撒旦而來

的邪靈害怕主耶穌，因為這世界的主權在主耶穌手裏，萬物都伏在他腳下。也告訴我們依靠主耶穌

可以勝過一切的撒旦魔鬼試探，因為主耶穌是得勝的，遠遠高過撒旦。 

25節，聽到那個人喊叫，主耶穌責備駐在他裡面的邪靈，讓他不要出生，從那個人身上出來。

26節描寫污鬼從那人身上出來的情景，顯然那污鬼害怕主耶穌，主耶穌的吩咐他必須聽從，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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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人身上出來了，卻不是靜悄悄地出來。而是讓那個人渾身抽搐，喊叫，經文雖然沒有描寫那人

的感受，但是肯定不會是舒適的，渾身抽搐喊叫定然是遭受到了痛苦， 後那污鬼才離開了他。從

這裡我們看到邪靈的狡詐和兇狠，因有主耶穌的吩咐，他沒有辦法必須離開那人，但是他不願意白

白離開，讓那人遭受痛苦才離開。 

27節，主耶穌將那污鬼從被附的人身上趕出來，眾人的反應是都感到很驚訝，他們從這件事

上看到主耶穌的權柄和能力。就像很多人見到不可思議的事情一樣，大家就都互相開始討論，說這

到底怎麼回事呢？這是一個全新的，超出他們以前所認知的道理，因為污鬼聽從主耶穌的話，不敢

違抗祂，主耶穌所做的事讓眾人看到至高無上的權柄。這件事的影響如28節說主耶穌的名聲傳遍了

加利利整個地區。 

 

 
文士：他們是研究舊約律法和解釋舊約經文的專家，專職負責講解律法和執行聖經教訓的人。在

以斯拉記中稱以斯拉為敏捷的文士、通達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 

 

 
1. 鬼，在聖經經文中提到污鬼，主耶穌在傳道中經常趕鬼，污鬼形容鬼的性質合表現，是污

穢的，不潔的。那麼鬼到底從哪裏來？ 

（1）由來，撒旦原是神所創造的一個天使，是 高的天使長（伯38:4-7，結28:13-14）。因

為這個天使長太完美，就開始驕傲，想要高舉自己，與神同等（賽14:13-14），不守本位

（猶1:6），所以才從天上下來成為撒旦。根據啟示錄記載，當時撒旦墮落的時候，帶了三

分之一的天使與他一起墮落，背叛神來到地上（啟12）。撒旦也稱為魔鬼，其他跟隨他來

到地上的這些犯罪的天使，有些成為邪靈，有些成為污鬼，所以也可以說魔鬼是邪靈和污

鬼中的掌權者。 

（2）污鬼，邪靈，從主耶穌趕鬼的這些經文中可以看出，污鬼喜歡附著在人身上，而且表

現的非常明顯，通常被附的人大喊大叫，力大無窮，例如被鬼附格拉森人，抽風，扔進水

裏，火裏，例如那個被鬼附的小孩子，還有被鬼附後生各樣疾病的，瞎眼，聾啞。總體來

說，基本上可以判斷出來。然而聖經中提到邪靈，一般都是手段比污鬼要高明的，他們影

響人的心靈和思想，常常去試探，引誘人犯罪，例如出賣耶穌的猶大（約13:2）。 

 

3. 耶穌在會堂趕鬼還記載在路加福音4:31-37。 

 

 
21到28節講述了主耶穌來到迦百農後發生的事，迦百農位於加利利的北部，主耶穌到了迦百農

後就進了會堂，發現了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這段經文主要記敘了三點：一，被污鬼附著的人的表

現；二，主耶穌趕鬼，祂吩咐那污鬼出來，污鬼就離開了那人，眾人看到主耶穌的權柄；第三，這

次趕鬼事件的影響，整個加利利地區的人都知道主耶穌。 

 

 
1. 你有親身經歷或聽說過趕鬼的事嗎？請與大家分享。 

2. 那個污鬼為什麼認識主耶穌，他聽從了主的話離開，離開前污鬼做了什麼，我們可以從中

看出邪靈的什麼特性？ 

3. 主耶穌的教導與文士的教導有什麼區別？請分享 近在你身上有什麼事讓你體會到主的話

是有權柄和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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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治病趕鬼（1:29-39） 

1:29他們一出會堂，就同著雅各約翰，進了西門和安得烈的家。 

1:30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就有人告訴耶穌。 

1:31耶穌進前拉著他的手，扶他起來，熱就退了，他就服事他們。 

1:32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 

1:33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1:34耶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他。 

1:35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 

1:36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 

1:37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 

1:38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

的。 

1:39於是在加利利全地，進了會堂，傳道趕鬼。 

 
29到31節，主要講述主耶穌醫治西門岳母的熱病，這件事同樣紀錄在馬太福音（8﹕14-15) 

和路加福音（4﹕38-39）中。耶穌和門徒們出了會堂，就去了西門和安德烈的家，西門的岳母生病

了。從這兩節經文中我們看出西門彼得有家庭的，他的岳母與他們同住，一起服事，因為當他的岳

母病好後就起來服事，顯然這些事是她慣常做的。 

根據另倆卷福音書的描述，應該是病得挺重，發著高燒，他們沒有辦法醫治，所以就求主耶穌

醫治。主耶穌走到西門岳母的跟前，拉著她的手，將她扶起來，西門岳母的熱退了，病好了，起來

服事主耶穌和他的門徒們。 

32到34節開始記敘主耶穌為眾人治病，主耶穌醫治了西門的岳母後，還在西門彼得的家裡。等

到天晚太陽下山的時候，有人帶著得病的，被鬼附的，都來到了耶穌面前。因為那些得病的病得醫

治，被鬼附的鬼被趕了出來，許多人都聽到了這個好消息。以至於到了後來，33節說整個城裏的人

都過來了。 

主耶穌醫治了得個樣病的人，又趕出了許多的鬼，同時提到一點不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主耶

穌。在前面25節中主耶穌在會堂趕鬼，也吩咐那個污鬼不要發出聲音，因為那個鬼嚷嚷說，他知道

主耶穌是神的兒子。主耶穌不願意鬼在眾人面前作見證祂是誰，祂不願意眾人誤會，我們讀到後面

就會聽到有人質疑主耶穌趕鬼是靠著鬼王。主耶穌是神的兒子的身份在特定的時候自然會顯露出來，

那是神的計劃，所以在這個時候主耶穌不願意鬼給祂作這個見證。 

我們可以想見主耶穌的忙碌，祂從到西門彼得的家一直到晚上都在治病趕鬼，到了第二天早上

天還未亮，凌晨的時候，35節說主耶穌起來，離開了西門彼得的家，去了曠野。主耶穌去曠野做什

麼呢？祂在那裡禱告，主耶穌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榜樣，主耶穌從早到晚都在治病趕鬼，但祂依

然流出世間與神交通，在神面前禱告。 

36和37節描述了一個情節，當主耶穌離開的時候，西門作為主人肯定知道了，他和同伴們就追

了出來，遇見耶穌就說，大家都在找你。顯然，還有許多人等著耶穌的幫助，他們看到主耶穌身上

的權柄與能力，想來尋求祂，西門他們也不明白主耶穌為什麼來曠野禱告。38節是主耶穌的解釋，

主耶穌讓門徒們跟隨祂去到別的鄉村，祂要去那裡傳道，因為主耶穌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傳道，使世

人可以得救，那也是神差遣主耶穌降世為人的目的。主耶穌沒有一直等在西門的家裡，等著眾人來

找祂，主耶穌是走出去，尋找眾人，就如主說祂要尋找迷失的羊。 

39節是主耶穌在加利利服事的總述，主耶穌在猶太會堂裡，治病趕鬼。從這段經文中，我們可

以看到馬可用了許多快速動作的詞彙，主耶穌非常忙碌，從早到晚，只有凌晨有世間去安靜禱告。 

 

 
熱病：西門岳母得了熱病，從經文中可以看出熱病的表現症狀是發燒，人很虛弱，因為西門

岳母都起不了床了，應該是病得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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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耶穌醫治西門的岳母，在另兩卷福音書中也有記載，可以對照閱讀，分別在這件事同樣

紀錄在馬太福音（8﹕14-15)和路加福音（4﹕38-39）。馬可福音中，主耶穌用了三個動作，

主耶穌走近前去，拉了西門岳母的手，扶了她起來；在馬太福音中，只有很簡單的一個動

作，主耶穌摸了西門岳母的手，病就好了；路加福音中，主耶穌站在西門岳母的旁邊，斥

責那熱病，熱就退了。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件事上，描寫的細節不同，也更證明福音書所紀

錄的都是真實的，而不是編造。對同一件事，三個作者觀察的重點不同，他們描寫的細節

也稍有差異，這在後面的敘事中常會看到。 

2. 主耶穌在西門家裡為眾人治病趕鬼，同樣也記載在馬太和路加福音中，記敘略有不同，大

家可以參考閱讀，馬太福音（8:16）。 

 

 
從29到39節，馬可記敘了主耶穌的服事工作，這段經文主要記載了三件事：一是主耶穌離開會

堂後去了西門彼得的家，西門的岳母得了熱病，主耶穌醫治了她；二是，有許多的人來到主耶穌面

前尋求醫治，合城的得病的，被鬼附的都來了，主耶穌為他們治病趕鬼；三是，當主耶穌做完這些

的時候，祂沒有停留，祂深深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於是離開西門的家，帶著門徒在附近的鄉村傳道。 

 

 
1. 主耶穌無論在多忙碌的時候，祂都會找安靜的時候禱告，你有這樣做嗎？請操練每日禱告，

並提出有效的方法來學習如何禱告。 

2. 看了這段文字，你覺得主耶穌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3. 西門他們明白主耶穌在做什麼嗎？你覺得主耶穌在38節中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D 大麻瘋得潔淨（1:40-45） 

1:40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求耶穌，向他跪下說，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1:41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 

1:42大痲瘋即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 

1:43耶穌嚴嚴的囑咐他，就打發他走、 

1:44對他說，你要謹慎，甚麼話都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又因為你潔淨了，獻上

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作證據。 

1:45那人出去，倒說許多的話，把這件事傳揚開了，叫耶穌以後不得再明明的進城，只好在外邊曠

野地方。人從各處都就了他來。 

 
40到45節，記敘了一件事，就是主耶穌醫治一個得了大麻瘋的人。40節說，有一個長大麻瘋的

人，來到耶穌面前，他歸在主耶穌面前，求祂。這個長大麻瘋的人很謙卑，也敬畏主耶穌，相信主

耶穌可以醫治他。所以，他歸在主耶穌面前，並且說只要你肯，我必定得潔淨，也就是必定能得到

醫治。從這裡我們看到這個人不僅謙卑，而且全然相信主耶穌的權柄和能力，相信祂必然有這個能

力醫治他。 

我們來看主耶穌的反應，41節說主耶穌動了慈心，並且伸手摸了那個長大麻瘋的，主耶穌的愛

從這裡表露無遺，大家都知道大麻瘋會傳染，而且都認為大麻瘋的人不潔淨。所以在那個時代，長

大麻瘋的人是被眾人所唾棄的，沒有人願意與他們交往，更不願意碰觸他們，他們也沒有資格參加

獻祭。然而主耶穌卻摸了他，並且答應他，他會被潔淨。 

42節描述說當時大麻瘋的人就潔淨了，在他要離開主耶穌的時候，主耶穌嚴厲地吩咐他，然後

才打發他走。主耶穌吩咐了什麼話呢？我們看44節，主耶穌告訴他說，你要謹慎，不要告訴別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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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什麼事。但是主耶穌讓他去找祭司，因為按舊約的律法，痲瘋病患得痊癒後，要去給祭司察看，

經祭司認定已潔淨後。他可以獻上律法上規定的祭物，就是在眾人面前做了見證，證明他已經潔淨，

與眾人一樣(利14:2~20)。從主耶穌的這個吩咐中，我們看到主耶穌多麼愛他，特意囑咐他去行潔淨

禮，讓眾人可以接受他。 

44節中，主耶穌為什麼不讓那人將這些事告訴別人，因為主耶穌知道人心（約2:25），祂不願

意人為了某些目的而跟隨祂。主耶穌憐憫人，愛人，所以看到他們得病被鬼附，就醫治他們，但是

主耶穌不想因為治病趕鬼，而讓人跟隨祂只為了這些益處。所以我們在前面也讀到，西門家裡聚集

了滿城的人，主耶穌卻要離開去鄉村傳道，主耶穌傳道並不是只為了醫治人身體上的疾病，祂要將

天國的道告訴人。 

然而，那個人沒有聽從主耶穌的吩咐，他出去後，將這些事都告訴了眾人，於是很多人都知道

了。那個人可能是因為大麻瘋得醫治，內心感恩，想跟眾人分享這個好消息。但是不管他的動機是

好的，他沒有聽從主耶穌嚴厲的吩咐，給主耶穌的事工造成阻攔。以至於造成一個直接的後果，耶

穌以後不再光明正大都進城，而只好在外邊曠野的地方傳道，很多人從個各地方來找祂。 

 

 
大麻瘋：大麻瘋病記載在利未記13章中（利13:2-58），從這些律法條例中可以看出大麻瘋病的表現

是皮膚上長癤子，或長了癬，或長了火斑，這些皮膚上的斑點可能有發腫、流膿，或鱗屑的問題。

律法定規這是不潔的病，凡摸到大痲瘋病人，也就染上不潔。患者不僅失去與神相交的關係，也與

社會和家人隔絕(民5:2-4)。他們行路時要不住地喊：「不潔淨！不潔淨！」(利13:45)。這病被視為

神的懲罰(民12:9-16; 王下5:27; 代下26:20)，只有神能醫治(王下5:7)。 

 

 

 
1. 摩西所吩咐的禮物，是指在摩西律法所規定的獻給神的各種祭物。律法中有大痲瘋得潔淨

的條例(利14:1-32)，在利未記14章中有明確規定大麻瘋得潔淨需要做什麼，其中 主要的一

項是獻祭，在這段經文中這個人得了大麻瘋，舊約中得大麻瘋的祭司需要查看，就是所當

獻的祭物：無殘疾的公羊羔，母羊羔，以及調油，細面，或是斑鳩，雛鴿等（利14:10，21，

22）。這裡這個人得了大麻瘋，主耶穌雖然已經醫治他，但主耶穌遵從摩西律法的條例，

讓他回去找祭司查看，並為他行潔淨禮，讓他在眾人面前得見證（約5:36），從此後他潔

淨了。 

 

 

 
40節到45節馬可記敘了一件事，就是大麻瘋得潔淨。在這段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主耶穌對世人

的愛，世人卻常常不遵從主的話。首先，主耶穌看到歸在他面前，求主醫治的大麻瘋病人，主耶穌

動了慈心，那個人得潔淨。其次，當那個人要離開主耶穌的時候，主耶穌嚴厲地吩咐他，不要將這

些事告訴別人，只要回去告訴祭司，讓祭司給他行潔淨禮，然而，那個人卻沒有聽從。 後，那人

沒有聽從，主耶穌不再明明地進城，而在鄉村裡傳道。 

 
1. 那個得大麻瘋的，他跪下，求主耶穌，從他的行為和他說的話中我們得到什麼啟發？ 

2. 主耶穌的吩咐，那個人聽了嗎？他到處宣講的動機是什麼？後果又是什麼？ 

3. 從主的醫治和得大麻瘋的不聽從中，對照我們現在的生活，你有這樣的經歷嗎？當主耶穌

幫助了我們，我們卻忘記聽從他的命令，請分享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