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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登山變像  
                                                                            ——馬可福音9:2-50 

 

 
曾經在以前看到有人做過一個實驗，看人的信心，當你能看見，反而被眼睛所欺騙。他們

在實驗室裡設計有一條路，路是用各種材料舖出來，而且做的非常逼真，有兩隊受試者，一隊

睜著眼睛，另一隊則蒙著眼睛。剛開始兩隊人都非常順利的走過了石子路，沙子路，水泥路，

草坪等，後來設計者設計了一個玻璃做的路，玻璃下面是非常逼真的懸崖峭壁，萬分凶險，波

濤洶湧。蒙著眼睛毫無顧慮地走過去了，然而睜著眼睛看著腳底下的懸崖，很多人腿開始發抖，

有很多人不敢走。人總是希望看到神才信祂，然而你看不見，但你相信前面是路，憑著信心反

而能走，當你睜開眼的時候，你的眼睛有時候會欺騙你，反而不敢走了。所以當信的時候就信，

信心小也沒事，就如下面經文中那位父親，他只要尋求幫助，主會給他信心。 

 

 

 
 

 

 
一、第一段落：登山變像（9:2-32） 
A、登山變像（9:2－13） 

9:2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 

9:3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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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忽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 

9:5彼得對耶穌說，拉比，〔拉比就是夫子〕我們在這裡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

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9:6彼得不知道說甚麼纔好，因為他們甚是懼怕。 

9:7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 

9:8門徒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裡。 

9:9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9:10門徒將這話存記在心，彼此議論從死裡復活是甚麼意思。 

9:11他們就問耶穌說，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 

9:12耶穌說，以利亞固然先來，復興萬事，經上不是指著人子說，他要受許多的苦，被人輕慢呢。 

9:13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他們也任意待他，正如經上所指著他的話。 

 

 
前面講到主耶穌和門徒在該撒利亞的腓立比村莊，在那裡彼得認識主耶穌是基督，耶穌預

言祂將來會遭受的，告訴門徒們跟隨祂的代價，訓誡門徒要跟隨主，不然將來得不著生命。所

以這裡2節說過了六天，是從主彼得認識主耶穌是基督到主耶穌登山之間過了六天（太17:1），

路加福音提到約有八天（路9:28），路加可能把前後兩天也算在內。 

那麼，前面1節主耶穌說他們沒嚐死味以前就會看到天國降臨，主耶穌在前面告訴他們跟

隨主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也告訴他們如果跟隨主將來可以怎麼樣的榮耀。說完這些話後的幾

天，主耶穌就帶著他們登上了高山，讓門徒們看到神的榮耀，也堅定門徒的信心。 

所以，過了六天後，主耶穌帶著祂三個門徒，彼得，雅各，約翰上了高山，當時他們在該

撒利亞的腓立比境內，所以上的高山可能是那裡的黑門山，在山上主耶穌在門徒面前變了形象。

3節，主耶穌變像後所展現出來的形象充滿榮光，衣服發出光，而且極其潔白，作者無法描述

那是一種怎樣的白，於是他說那是一種在人間所無法達到的白。這個形象在三位門徒心中留下

了非常深的印象，也給每一位讀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聖經中，白色通常是聖潔的，在

這裡主耶穌的衣服不僅潔白而且還發出光。 

4節說有摩西和以利亞出現在耶穌旁邊，和耶穌說話，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亞是先知，摩

西和以利亞在這裡為主耶穌作見證。雖然以利亞是直接被主接走（王下2:11），摩西的墳墓也

沒有人知道在哪裏（申34:5-6），但是他們確實是已經離世了，在這裡重新出現在人前，不僅

作見證，也讓門徒看到神的榮耀國度來臨。在馬可福音中沒有提到摩西和以利亞對耶穌說了什

麼，但在路加福音（9:30-31）中卻提到他們在說主耶穌將來要遭受的事，也就是主自己所預言

的事。 

5節，馬可福音沒有記載當時門徒的情況，在路加福音（9:32）中記載的比較詳盡。彼得

他們三個人都在打盹，後來彼得先醒了，他看到這個情景，就說我們在這裡真好，搭三座棚，

分別給摩西，以利亞和主耶穌。而且彼得當時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但是他們都很懼怕，可

以想像當時的情景，摩西和以利亞站在耶穌旁邊，耶穌全身潔白在光中，彼得看到後懼怕，嘴

裡卻在喋喋不休，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從彼得的潛意識裡，他看到這樣的情景，希望能夠留

在那樣的情景裡，所以他說要搭三個棚。 

7節，正在這個時候，有一朵雲彩將門徒們遮蓋住了，有聲音從雲彩中出來，說這是我的

愛子，你們要聽祂。雲彩在舊約中常出現代表神的同在（出16:10，33:9-10，民9:15-23），在主

耶穌在施洗約翰那裡受洗的時候有聖靈降臨，有聲音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可1:11），從神所

說的話中，我們明白主耶穌在世上所做一切的工，是神所喜悅的。 

8節，當門徒們聽到這個聲音後，他們往周圍一看，沒有看到其他人，只有主耶穌在那裡。

後來他們下山的時候，主耶穌囑咐他們不要將看到的告訴別人，因為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

也就是主耶穌來到世間所要完成的救恩計劃還沒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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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節，門徒們將這話記在了心裡，但他們其實沒有明白主耶穌說說的是什麼意思，在互相

議論死裡復活是什麼意思。他們就問耶穌，文士為什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門徒們問這話是

因為文士根據舊約聖經，認為在彌賽亞到來之前，以利亞必須先來（瑪4:5）。剛才門徒們看

到以利亞就想起以前文士所說的，然而在以利亞之前主耶穌已經來了，所以他們就問主耶穌這

個問題。 

12和13節是主耶穌的回答，主耶穌沒有否定文士從先知書上所得的預言，文士所讀到的話

並沒有錯。以利亞來是為彌賽亞的來臨作鋪路（瑪4:5-6，啟11:3-4），從預表而言，施洗約翰

就是以利亞，他來為主鋪平道路（路1:17），然而沒有人認識他。舊約先知預言不僅以利亞要

來，人子也要來，而且祂來受很多，被人輕慢，猶太人因為不認識主耶穌是彌賽亞就棄絕祂

（賽53）。以利亞要來已經應驗在施洗約翰身上，他來為主鋪平道路，作為彌賽亞來臨前的先

鋒，然而猶太人因為不認識他而任意對待他，就如經上所記的一樣。 
 

 
雲彩遮蓋：在聖經經文中多處提到雲彩遮蓋，基本代表神的榮光，神的臨在，例如出24:16，40:34，

民9:15，16，16:42，太17:5，可9:5，伴隨著雲彩遮蓋，耶和華的榮光顯現，或者如馬可福音這裡所

記的，有聲音從雲彩中出來，神宣告主耶穌是神的愛子的聲音。 

以利亞：請參看第五課第一部分相關信息中第2條以利亞生平。 

 

 
1. 摩西，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以色列的屬靈領袖，他撰寫了摩西五經，記敘了神的揀

選和神的救恩計劃，神頒布律法給他，讓他宣讀於民，所以在聖經中常以摩西來代表

律法，下面簡略敘述摩西的生平： 

（1）摩西在埃及，摩西的父親暗蘭，母親約基別都屬於以色列利未支派（出2:1-9），

他出生後，因法老的命令以色列男孩都要被殺死（出7:7），摩西的父母偷偷把摩西藏

了起來（來11:23），後來將其放在蒲草籃子裡順尼羅河而下，被法老女兒收養。摩西

的母親成為他的乳母，因此有機會知道以色列的神以及各樣教導。因摩西稱為法老女

兒的養子，因此有機會接受一切好的教育（徒7:22），讓他可以成為一個領袖。神的預

備是何等奇妙，讓摩西不僅知道自己的民族，信仰，而且在埃及學習一切知識，才能，

為將來作預備。 

（2）摩西在米甸，摩西有一日去看望他的弟兄，結果看到以色列人為奴僕被埃及人欺

負，摩西憑著血氣打死了那個埃及人（出2:11-12），他不能再呆在埃及，於是逃到了

米甸的曠野牧羊。摩西在那裡牧羊，從一個法老女兒的養子變為曠野中默默無聞的牧

羊人，摩西學會不憑血氣行事，凡事聽從耶和華，變得謙卑，溫柔。在那裡他娶了米

甸祭司的女兒西坡拉為妻，在那裡生兒育女，摩西在那裡四十年。 

（3）摩西被蒙召，當有一天在何烈山上耶和華在燃燒的荊棘蔥中呼召摩西，讓他帶領

以色列離開埃及，摩西聽從耶和華的吩咐，與他哥哥亞倫一起返回埃及。耶和華賜摩

西權柄，在與法老的對抗中，神行神蹟在埃及地上，讓法老不得不讓以色列人離開埃

及。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來到曠野中，在那裡四十年，耶和華賜摩西能

力與權柄，讓摩西成為以色列的領袖。在西奈山上，耶和華賜摩西兩塊法版，上刻有

十誡，這是神給以色列民的律法，並建立帳幕和敬拜禮儀，制定耶和華的節期。最後

當他們來到加低斯的時候，摩西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吩咐，用杖擊打磐石出水導致他自

己一生都進不了迦南地。摩西在後來將所有神所教導他的，寫成了創世紀，出埃及，

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合稱摩西五經，為舊約中寶貴的經卷，讓我們看到神從創

世開始的啟示和救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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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的2節到13節記載了一件事，就是耶穌登山變像，這件事非常重要，在前面幾章經文中

耶穌行神蹟，醫治趕鬼，到上一章彼得知道耶穌是基督，從那時開始主耶穌開始教導門徒神國的事。

登山變像是門徒們實實在在見到的神國來臨的一個異象，登山變像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的記敘： 

第一部分，是登山變像，三個門徒跟隨主來到高山，見到主耶穌衣服潔白發光，並看到摩西和

以利亞與主耶穌在一起，這部分是描述事實，讓門徒知道神國的一切必然會來臨，就如9章1節主耶

穌所說的，在你們有生之年看到神的國臨到，這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 

第二部分，是主耶穌解答門徒的疑問，門徒知道文士們常說在彌賽亞前會有以利亞來，但是門

徒們疑惑怎麼主耶穌先來了呢？主耶穌告訴他們以利亞已經來了，施洗約翰就是那先來鋪平道路的，

然而猶太人不認識他，就如猶太人不認識主耶穌是彌賽亞一樣。主耶穌在這個時候一直告訴門徒將

來要發生的事，主耶穌來到世間的使命，祂預言將來的受苦，死而復活，然而門徒在此時依然不是

非常明白。 

 

 
1. 耶穌登山變像，對三個門徒有何意義？他們的反應如何？ 

2. 為什麼摩西和以利亞出現在這裡，他們與主耶穌在談論什麼？ 

3. 主耶穌說以利亞已經來了，這裡的以利亞指的是誰？以利亞來的目的是什麼？ 

4. 你認為猶太人為什麼不信主耶穌？在你傳福音的時候，有沒有碰到對聖經非常熟悉，但卻

不信主的人，你覺得他們的問題在哪裏？該怎麼突破？ 

 

B、信心與醫治（9:14－32） 

9:14耶穌到了門徒那裡看見有許多人圍著他們，又有文士和他們辯論。 

9:15眾人一見耶穌，都甚希奇，就跑上去問他的安。 

9:16耶穌問他們說，你們和他們辯論的是甚麼？ 

9:17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說，夫子，我帶了我的兒子到你這裡來，他被啞巴鬼附著。 

9:18無論在那裡，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齒，身體枯乾，我請過你的門徒把

鬼趕出去，他們卻是不能。 

9:19耶穌說，噯，不信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

這裡來罷。 

9:20他們就帶了他來，他一見耶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瘋，倒在地上，翻來覆去，口中流沫。 

9:21耶穌問他父親說，他得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說，從小的時候。 

9:22鬼屢次把他扔在火裡，水裡，要滅他。你若能作甚麼，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9:23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9:24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有古卷作立時流淚的喊著說〕 

9:25耶穌看見眾人都跑上來，就斥責那污鬼，說，你這聾啞的鬼，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來，再不要

進去。 

9:26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陣瘋，就出來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眾人多半說，他是

死了。 

9:27但耶穌拉著他的手，扶他起來，他就站起來了。 

9:28耶穌進了屋子，門徒就暗暗的問他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他去呢。 

9:29耶穌說，非用禱告，〔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或作不能趕他出

來〕 

9:30他們離開那地方，經過加利利，耶穌不願意人知道。 

9:31於是教訓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他們要殺害他。被殺以後，過三天他要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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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門徒卻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 

 

 
14到16節緊接記敘這主耶穌從山上下來後發生的事，主耶穌帶著三個門徒從山上下來，回到眾

人聚集的地方，看到許多人圍在門徒身邊，還有文士在跟他們辯論，根據後面的經文，當時文士可

能在質疑門徒趕鬼的能力。所以當耶穌過來的時候，其他人看見祂，就都驚奇，跑過去問安，因為

當時人在爭論，而主耶穌恰好來了，可以幫助他們解答疑惑，主耶穌就問他們在爭論什麼？ 

17節，當時就有一個人將事情告訴了主耶穌，他有一個兒子，被鬼附著，這裡他說是被啞巴鬼

附著，可能那孩子被附著後就沒有開口說過話，所以他知道是被啞巴鬼附著了。這個人描述了以下

他兒子被鬼附著的情景，鬼捉弄孩子，將他摔倒，口中流沫，咬牙切齒，身體枯乾，這個鬼在身體

上折磨這個孩子，讓他經受許多痛苦，症狀有點像癲癇。父親這裡描述孩子的情節，可以看出父親

內心的絕望和痛苦，他太希望孩子能夠得到醫治，所以他帶著孩子來見耶穌的門徒，但是門徒卻沒

有辦法將這個鬼趕出來。 

19節，主耶穌沒有立即趕鬼，而是對眾人說了句話，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主耶穌對這個不信世

代的無奈和憐憫，雖然主耶穌感嘆說要忍耐到幾時呢？但主耶穌並沒有拒絕，說完後祂就讓把孩子

帶到祂面前來。 

20節，他們就將孩子帶了過來，孩子一見到耶穌，那個鬼就開始發作起來，讓孩子重重的抽風，

倒在地上翻滾，口吐流沫，可以說鬼在作最後的掙扎。從前面耶穌趕鬼的經文，其實那些鬼都知道

主耶穌是神的兒子，要高過他們的權柄與能力，知道他們是必然會被趕出去的。 

21節，這個時候，主耶穌沒有立即幫助這個孩子，而是開始問父親一些問題，並不是說主耶穌

不在乎孩子所受的苦。而是祂希望通過與父親的對話，讓父親明白孩子所經歷沒有人可以幫助和醫

治他，讓父親認識到孩子必須得到醫治的迫切。父親說孩子從小的時候就這樣，鬼很多次將孩子扔

在火裏，水裡，要滅了孩子，這個孩子真的非常可憐，從小經受那麼多的痛苦折磨。所以父親看到

孩子這樣，必然是心痛萬分，所以他懇求主耶穌，雖然前面門徒沒有醫治好他的孩子，但是他依然

相信主耶穌可以做些什麼，他希望主耶穌憐憫他的孩子，能夠幫助他，但是又不確定，這個時候父

親的信心還是小的。 

23節，主耶穌告訴父親你若能信，則凡事都能，主耶穌這裡是在告訴那個父親，問題不在主耶

穌能不能醫治他的兒子，而在於他信不信主耶穌。如果相信主耶穌，有信心，那麼什麼都可以成，

因為在神沒有難成的事（創18:14）。 

這個父親一聽這話立即就喊著說，我信，但是信心不足，求主幫助，這個父親聽明白了主耶穌

的話，他信，但他需要幫助讓他的信心能夠更加充足。從這位父親來到主耶穌面前，已經說明這個

父親信，但他信心不夠，不確定孩子是否能得到醫治。然而這個時候，當他喊出信的時候，他已經

表達了他的信心。 

25節，那個時候眾人都跑過來，可能聽到這位父親在喊他信，所以都過來看事情怎麼樣了。主

耶穌看到眾人跑過來了，就斥責那污鬼，讓那污鬼出來，而且不要再進去。那鬼再臨出來前又折磨

孩子，讓孩子大大抽風，鬼出來後，那孩子看起來像死了一樣。從這裡可以看出鬼的特徵，他們不

僅折磨人，還很詭詐，兇殘，他知道一定會被趕出來，卻不甘心出來，就折磨孩子的身體，讓他精

疲力竭看起來像死去一樣。 

26節，那個時候那些跑過來的眾人開始懷疑了，說這孩子是不是死了，怪不得耶穌前面感嘆這

不信的世代，很多眾人一直跟隨耶穌，看到他所行的，但是心裡依然不信，懷疑孩子私人，就是還

以耶穌的權能，因為如果鬼臨走之前的折磨讓孩子死了，那麼豈不是說耶穌沒有得勝？耶穌沒有理

會眾人，祂拉著孩子的手，扶了孩子起來，孩子就站了起來。 

28節，孩子恢復了，主耶穌就進了房子裡，門徒就私下問耶穌，他們為什麼不能將那鬼趕出來

呢？主耶穌告訴他們趕這類的鬼一定要禁食禱告，不然就不能成功。根據耶穌的話推論，可能當時

門徒在趕鬼的時候沒有禱告，主耶穌已經將趕鬼的權柄賜給門徒（可3:15），所以門徒以為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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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經過禱告直接趕鬼，然而耶穌在這裡提醒他們，趕鬼的能力是來自神，依然要禁食禱告，預備

信心才能趕鬼。 

上面趕鬼的事情告一個段落，主耶穌就帶領門徒離開了那裡，所以30節到32節是主耶穌離開那

裡經過加利利的時候對門徒的教訓。耶穌這次沒有去村莊裡傳道，祂保留時間與門徒在一起，而且

再一次預言祂將來要被害，三天後復活，這次第二次對所有門徒預言祂會死而復活，從高山下來時

主耶穌對那三個門徒，但其他門徒沒有聽到。這次祂對所有門徒再一次預言，然而門徒卻依然不明

白，他們可能已經知道耶穌提到要被殺害，但是不明白三天後復活是怎麼回事，就如前面彼得，雅

各和約翰互相議論復活是怎麼回事一樣。 

 

 
人子：耶穌在這裡說自己是人子，即人的兒子，在新約中有許多次提到耶穌是人子，就如但以理書

的預言（7:13-14），將會有人子被給予國度，榮耀和權柄，祂是彌賽亞，是救世主，耶穌的到來應

驗了那預言。人子也表明耶穌是一位真正的人（約1:14），祂道成肉身，住在人間，當然耶穌也是

完全的神（約1:1）。 

 

 
1. 禁食禱告，在新舊約中都提到有禁食禱告，那麼在什麼時候需要禁食禱告，禁食禱告的目

的是什麼，是不是必須要禁食禱告？ 

（1）禁食，禁食原來是舊約律法所規定的，以色列民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必須禁食，如七月

十日贖罪日，所有人必須禁食（利16:29），以色列亡國被擄後又規定了幾個禁食的日子

（亞8:19），到後來，法利賽人更規定一禮拜要禁食兩次（路18:12）。在舊約中，一般遇

到有重大事件的時候，會禁食禱告，例如以斯帖要救猶大要求所有書珊城的人禁食禱告三

日三夜，尼希米為耶路撒冷被毀禁食禱告，尼尼微城悔改禁食禱告等。 

（2）禁食禱告的目的：禁食不僅限於禁戒吃喝，而是在某一段時間內，禁戒身體各樣的需

要，例如，飲食，睡眠，休息，交際等，不論時間長短，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暫時脫離物質

世界和環境的綑綁，讓我們集中注意力關注屬靈的事，關注禱告，與神的交通，心無旁騖

地領受神的旨意。 

（3）禁食禱告的時機：A，當有特別的試探臨到的時候，例如主耶穌禁食四十晝夜（太

4:1-2）；B，有特別重大的事工需要尋求神的旨意的時候，例如使徒行傳安提阿教會事奉

的同工禁食禱告尋求聖靈引導，要進行差派佈道（徒13），例如教會要尋求異象，開展新

的事工，個人要尋求服事的道路等；C，與黑暗的權勢作鬥爭的時候，例如這裡門徒們趕鬼，

需要禁食禱告，獲得從神而來的力量，個人或教會遇到撒旦權勢，醫治趕鬼等，需要堅定

信心的時候。當然還有更多其他時候，例如靈修的時候，讀經，各類聚會，在個人或團契

感覺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進行。 

（4）禁食禱告的原則：A，是向神禁食，求神查看，不是外表的裝作（太6:16-18）；B，

禁食禱告是專心，嚴肅的，是安靜自己的心，與神交通（賽1:13，珥1:14）；C，無論是認

罪悔改禁食禱告，還是對抗黑暗勢力禁食禱告，都要同心合一，專心一致，不是為了禁食

而禁食，不要把禁食當作顯示敬虔的工具（太6:16-18），或者當作例行公事；D，禁食禱

告可以是個人的行為，也可以集體的行為，只要有內在的需要，可以禁食禱告（太9:14-

15）；E，禁食禱告的地點，可以是安靜的房間，也可以是禱告山，或者在任何一個可以讓

你專心禱告的地方，不需要一定要去有特殊意義的地方。只要用誠實和心靈禁食禱告在哪

裏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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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耶穌為那個孩子趕鬼的事蹟還記載在馬太福音17:14-23，路加福音9:37-45。主耶穌第二

次預言自己要受害，三天後復活記載在馬太福音17:22-23，路加福音9:44-45。 

 

 
這段經文描述了主耶穌趕鬼和主耶穌的預言。關於主耶穌趕鬼事件可以分為：一，孩子的景況，

有一個小孩子從小被鬼附著，經歷了許多的身體折磨，那個鬼很囂張得意；二，門徒趕鬼失敗，他

的父親將他帶到門徒那裡，但是門徒沒有將鬼趕出來；三，主耶穌行醫治，那個父親憑著他小小的

信心，求到主耶穌面前，主耶穌告訴他，只要信，凡事都能，他父親的信讓孩子得到醫治。四，門

徒不能趕這鬼的原因，要禱告，雖然有主賜的權柄，但依然要禱告，不能自行做什麼。從這個事蹟

中，我們看到信心不在大小，只要信，信心小可以求神幫助讓你的信心更加充足，但首要的是要信。 

第二個是耶穌預言，這是第二次主耶穌預言自己要受害，三天後復活，門徒依然不明白。主耶

穌在這裡想讓門徒明白神的整個救恩計劃，祂來到世間所要做的事就是成就這個救恩計劃，可惜門

徒不明白。 

 

 
1. 從那個父親懇求主耶穌醫治他的孩子事件中，你覺得什麼最重要？ 

2. 你信嗎？你的信心如何？我們可以如何讓信心增長？ 

3. 你覺得門徒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耶穌為什麼說他們要禁食禱告？你曾經禁食禱告嗎？ 

4. 你覺得禁食禱告的目的是什麼？你覺得這是必須的嗎？對於有些教會強制進行禁食禱告，

你有什麼看法？ 

 

第二段落 謙卑與選擇（9:33-50）    
A  謙卑與選擇（9:33-50） 

9:33他們來到迦百農。耶穌在屋裡問門徒說，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甚麼。 

9:34門徒不作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為大。 

9:35耶穌坐下，叫十二個門徒來，說，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他必作眾人末後的，作眾人的用人。 

9:36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門徒中間，又抱起他來，對他們說。 

9:37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來

的。 

9:38約翰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跟從我們。 

9:39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沒有人奉我名行異能，反倒輕易毀謗我。 

9:40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9:41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他不能不得賞賜。 

9:42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扔在海裡。 

9:43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來。 

9:44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手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裡去。 

9:45倘若你一隻腳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來。 

9:46你瘸腿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腳被丟在地獄裡。 

9:47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隻眼進入神的國，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裡。 

9:48在那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9:49因為必用火當鹽醃各人。〔有古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鹽醃〕 

9:50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他再鹹呢。你們裡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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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到主耶穌醫治一個被鬼附的孩子，讓他的父親建立信心，也給了我們一個應許，只要信，

凡事都能。後來主耶穌帶著門徒離開那裡，來到迦百儂，當他們到達迦百儂的時候，耶穌和門徒應

該是進入到了一個人家裡。因為33節，主耶穌在房子裡問門徒，主耶穌沒有在路上的時候問門徒，

可能那個時候有許多眾人跟隨，所以主耶穌選擇在房子與門徒單獨相處的時候來談論。當主耶穌問

門徒他們在路上議論什麼，門徒們卻不作聲。為什麼門徒們不作聲，是因為他們在議論門徒中誰為

大，估計他們也知道議論誰為大這個話題比較尷尬，所以當耶穌問的時候不作聲。 

其實，主耶穌是知道他們在議論什麼，所以35節，主耶穌將十二個門徒都召了過來，對他們說

如果有人願意作領袖的，那麼他們必要服事眾人，作眾人的僕人。也就是主耶穌一生給我們的榜樣，

祂來不是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可10:45）。耶穌用了另一個例子來解釋祂所說的，祂領了

一個小孩子過來，讓小孩子站在眾門徒的中間，然後將孩子抱起來，開始教導門徒。 

主耶穌說如果為主的名，榮耀主的緣故，接待任何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主，接待主的，

不單單接待了主，也接待了那差主耶穌來的父神。馬可福音這裡沒有非常詳細地記載這句話的前因

後果，參看馬太福音，主耶穌主要在討論謙卑，祂說要變成小孩子的樣式，謙卑如這孩子的，在天

國裡才是最大的（太18:4-5）。其實這也是主耶穌對門徒議論誰最大的一個回答，主耶穌要讓他們

謙卑，而不是驕傲地爭執誰最大。 

接下來38節約翰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他說他們看見有一個人，奉主耶穌的名趕鬼，他們就去禁

止他這樣做，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人不願意跟從門徒。從這裡可以看出門徒的狹隘觀念，其實也是

人性使然，教會兩千年的歷史中，常發生這樣的事，不跟從為首的就被禁止。 

然而主耶穌提出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不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那人既然是奉主耶穌

的名趕鬼，那麼他肯定不是主的敵人或毀謗主的。而是遵行主的吩咐的人，不然他不會奉主耶穌的

名趕鬼，從側面講這個人是信主耶穌的大能的人。不能因為他不願意跟隨門徒而禁止他，他沒有跟

隨門徒，但他相信主的權能。 

前面從門徒們爭論誰為大，主耶穌說要謙卑，後來約翰提出他人奉主名趕鬼，主耶穌回答只要

不抵擋主的，就是幫助主的。41節依然延續這個話題，但是更深一步，前面是要為基督的名謙卑，

善待不抵擋主的。41節告誡門徒，他們是屬基督的，凡是接待他們的人就能得到賞賜，就是接待他

們就是接待主了，無論是他人還是自己都不能讓屬主的人跌倒。 

從42到47節主耶穌在告訴門徒如果有人讓屬主的人跌倒該怎麼做？如果是別人讓屬基督的人跌

倒，那麼就將那個人拴上大磨石扔進海裡，這個懲罰是非常嚴重的。聯繫前面41節，接待屬基督的

人一定可以得到賞賜，那麼讓屬基督的人跌倒的則也一定受到懲罰。 

43節開始是對於個人自己的軟弱讓人跌倒的，主耶穌這裡用了一個比喻來告訴門徒該如何抉擇

地獄和永生。如果你的一雙手讓你跌倒，那麼就把他砍下來，因為缺了胳膊進入永生比手腳雙全地

進入地獄強。同理，如果是腳讓你跌倒，就把腳砍下來，如果是一只眼讓你跌倒，就把那只眼去掉，

因為沒有腳或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比有腳有眼進入地獄好。這裡並不是說人要進入神的國就必須自

殘，這裡指為能進神的國，人可以放棄那些感官的享受，比如眼，手，腳等都是人的感官。當然這

裡不僅僅指字面的意思，更深層次的，人在世界上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今生的驕傲，好多的

罪都從這裡感官而來，都容易讓人陷入犯罪，丟棄那些也讓人遠離罪惡。所以主耶穌在這裡告誡門

徒要謹守，寧願丟棄那些，也要保守自己進入神的國。 

48節主耶穌解釋地獄是什麼樣的，那裡有不死的蟲，有不滅的火（賽66:24），後面那句話有

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那是形容地獄火的可怕。但是根據上下文其含意應該更廣，主耶穌前面提到

眾人要進神的國，要拋棄一切阻擋的，就如將來人要經歷火的鍛煉一樣。這火就像以前獻祭物用鹽

醃一樣，因為鹽有長久保存的功能，所以獻素祭時必須配鹽（利2:13）。所以鹽是好的，它有許多

功能，可以保存食物，可以調味，然而如果鹽沒有了味，就是鹽沒有了它該有的功能，那鹽就失去

了本身的意義。所以主耶穌勸告說，門徒們應該和睦，就如鹽一樣，起到調味的作用，這個也回到

最前面門徒們爭論誰為大的問題來，這個問題本身可以導致不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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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鹽為什麼會失了味，這與當時所吃的鹽有關係。古時猶太地方和中東各地吃的鹽，多是“礦鹽”

或“井鹽”，那些鹽塊從礦場或井裏挖出來時，就像拳頭大小的石塊一樣，石塊的外層包著一層鹽。

猶太人在吃飯時，右手拿著菜，左手握著鹽塊，用舌頭舐鹽以取味。隨著吃的次數增加，鹽的味道

慢慢就淡了，到後來完全失去鹽的味道，就變成了一塊石頭。所以主耶穌在這裡用鹽來表達基督徒

該有的特質，如果沒有了也就沒有意義了，就如鹽失味後像石頭一樣被丟棄。 

 

       

1. 地獄，聖經中關於地獄的經文有許多，主要如下：马太福音5：22，5：29；5：30，10：28，

18：9，23：15，23：33；马可福音9：44，9：46，9：47；路加福音12：5，雅各书3：6；

彼得后书2：4；启示录20：10，20：14，21：8等。 

（1）地獄一詞來源，源自希伯來字Gehenna，翻译为地狱，原文指的是耶稣时代在耶路撒

冷城外西南边的一个山谷，名为欣嫩子谷。那裡原是外邦異教徒拜偶像時，用來焚燒兒女

獻祭的地方（耶7:31）。後來猶太人用來焚燒罪犯的屍首，還有全城每天的垃圾、废物、

死动物及无人埋葬的尸体都是在这里烧掉。当时的人都用Gehenna这个字以表达咒诅。耶稣

借用这个字时常与烈火连在一起，以描述未得救的人死后所要受的刑罚，就像时刻在烈火

中焚烧的痛苦。 

（2）地獄是一個用刑的地方，根据经文记载，地狱是不义之人审判后将要去的地方，那个

地方不是短暂和暂时的，而是永远的。因为耶稣在提到地狱的刑罚是明确地说那是永久的： 

（a）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说到他再来要审判列国时，他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这些人

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太25：46)，在这里，耶稣把永刑和永生并列在一

起，如果永生是指永远的生命，那么永刑自然是指永远的刑罚。（b）耶稣這裡马可福音9：

48形容地狱的时候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不死、不灭，都是没有停止的

意思。可见地狱的刑罚是没有止境的。（c）耶稣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时，他说亚伯拉

罕对那财主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

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路16：26)。可见地狱的刑罚是不能转回的，因为地狱

和天堂毫无相通，二者间有深渊隔绝，义人和罪人也无法往来。 

（3）地獄是真實存在的，根据圣经的教训，所有的死人，当耶稣再来时都要复活，接受永

远的审判。那些义人将进入天堂，承受永生，永远与神同在，恶人却被丢进地狱，遭受永

刑，永远与神隔绝。圣经经文表明地狱是一个实在的地方，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或主

观的心态。圣经里面讲到地狱，曾经使用过不同的名词，例如：“火炉”(太13：42)、“火

湖”(启20：14)、“监狱”(彼前3：19)、“无底坑”(路8：31)、“黑暗坑”(彼后二4)、

“硫磺火湖”(启21：8)。这些名词形象地描写了地狱是一个地方，并且是充满黑暗痛苦，

无法逃脱，烈火焚烧的地方。 

（4）地獄是受刑法经痛苦的地方，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狱是一个身体、灵魂都遭受极

大痛苦与磨难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绝望、哀哭、并咬牙切齿的地方。路加福音16：23-31

记叙的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里，就有财主亲口的呼求，说他在火焰里极其痛苦。在耶稣的

许多比喻中，说到神要把不义的人丢在“外面的黑暗中，使他咬牙切齿。”在永恒的黑暗

中是极痛苦的刑罚，必定咬牙切齿，在启示录中也提到黑暗与火湖，地狱里是极痛苦的永

刑。虽然在地狱里的恶人，都要永远地受苦，在时间上并没有分别。但按照新约的记载，

他们受苦的程度似乎是有分别的，因为耶稣咒诅哥拉汛、伯赛大的时候说，行在他们当中

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因此，“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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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太11：22)，耶稣在其他地方也同样提到了惩罚的不同程度问题，

所以可能在地狱中，惩罚会按照个人所作的来进行。  

 

2. 門徒爭論誰為大的事記載在馬太福音18:1-6，路加福音9:46-48節；門徒們禁止人奉主的名

趕鬼，在馬太福音中沒有記載，在路加福音9:49-50亦有記載；耶穌告誡門徒關於地獄還是

神的國的選擇，也記載在馬太福音18:7-9節中。 

 

 
 

第九章33節到50節按照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門徒們在路上爭議誰為大，主耶穌告

訴他們將來天國裡為大的，現在必做眾人的僕人，教導他們要謙卑。這裡門徒們提出兩個問題：一，

誰為大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常見，因為那是人性使然。主耶穌給了我們一個僕人的榜樣，最大的

要做個人的僕人，服事眾人；二，另有人奉主的名趕鬼，卻不願意跟隨門徒，主耶穌給出的原則是

不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人常常狹隘，不跟隨我們的，就禁止他們，認為他們是不對的，

二千年教會歷史用血證明了人的這種狹隘。然而主耶穌告誡我們只要是信主的，奉主名的，我們便

要善待。 

第二部分是關於人選擇地獄和永生的問題，人要進入天國有各樣的阻擋，主耶穌告誡我們對於

這些阻擋要毫不猶豫地摒棄。寧願經歷鍛煉，遭受苦難進入神的國，也好過享受各樣的好處進入地

獄。這是一個警告，主耶穌希望門徒能夠做鹽，有屬基督的樣式。 

 

 

 
1. 你怎麼看待門徒們爭議誰最大？在現實生活中或教會生活中有類似的事發生嗎？我們當如

何謙卑？ 

2. 门徒们听到另一个人奉主名赶鬼，却不跟随他们，就禁止他，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們是

不是常常如此，與我們不同的，不跟隨的，就禁止。請參考閱讀教會歷史，分享心得體會。 

3. 地獄和永生的選擇，你會選擇什麼？請分享你曾經歷過的苦難，這些苦難對你的生命有什

麼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