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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預言受難  
                                                                            ——馬可福音10:1-56 

 

 
在座的各位是否知道明朝历史上有一位富可敌国的人，叫沈万三，他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但

是簡單地來說就是他非常富有，富有到當時的皇帝都嫉妒的地步，最後所有的家產被充公。他曾經

擁有很多但最後所有的財富一夕之間全都化為烏有，那時候他擁有什麼？我們回頭來看看經文中的

少年財主，他因為不願意拋棄財富而優優愁愁地走了，在永生和財富面前，他選擇了財富。然而等

到主後七十年羅馬摧毀耶路撒冷的時候，在戰亂中那個少年財主能保住他的財富嗎？財富不是人永

遠的依仗，只有主耶穌才是，只要信靠跟隨祂，無論疾病，災難，戰爭，甚至死亡，任何人或事都

不能讓你失去永生。 
 

 
 

 
 

 
一、第一段落：婚姻的問答與財富（10:1-31） 
A、休妻的講論（10:1－12） 

10:1耶穌從那裡起身，來到猶太的境界，並約但河外。眾人又聚集到他那裡，他又照常教訓他們。 

10:2有法利賽人來問他說，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試探他。 

10:3耶穌回答說，摩西吩咐你們的是甚麼。 

10:4他們說，摩西許人寫了休書便可以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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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寫這條例給你們。 

10:6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10:7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10:8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 

10:9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10:10到了屋裡，門徒就問他這事。 

10:11耶穌對他們說，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辜負他的妻子。 

10:12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 

 

 
前面9章的時候耶穌在加利利北邊的迦百農，第十章主耶穌離開那裏，來到猶太境界，約

旦河外，這是主耶穌最後一次旅程，祂開始往猶太境地走，過約旦河向著耶路撒冷而去。馬可

福音中主耶穌幾乎沒有作任何的停留，祂带着门徒一直奔波在各处。這次同樣地，主耶穌來到

猶太境地，許多人跟隨祂，主耶穌就教導眾人。 

2節說這個時候有法利賽人過來問耶穌，人可不可以休妻，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話題，

法利賽人來問這個問題是存著試探的心。因為當時猶太拉比根據申命記24:1節的條例，意見分

歧，主要是針對離婚的合法理由，一派認為條例中“不合理”的事是指婚姻上的不忠誠，如果

有不忠誠的則可以離婚；另一派則認為經文中“不喜悅她”是離婚的合法理由，只要妻子做了

讓丈夫不喜悅的事，丈夫便可以休妻。 

主耶穌的回答很有智慧，祂沒有直接告訴法利賽人答案，而是問他摩西律法裡怎麼說，意

思是摩西是怎麼吩咐你們的。因為法利賽人他們自以為完全遵行律法，熟知律法，所以主耶穌

就從他們所認同的摩西律法來回答他們。 

4節，凡利賽人說摩西許可人寫了休書就可以休妻，他的回答是根據摩西律法中關於休妻

的條例（申24:1）。然而這個條例並不是吩咐人可以休息，乃是許可，就如5節主耶穌說的，摩

西所訂休妻條例是因為人心硬，而不是神起初的心意。 

從6到9節是主耶穌重申神起初設立婚姻的本意，起初神創造的時候，造了一男一女（創

1:27），神創造亞當後，覺得他孤單，需要造一個女子來給他作伴，成為他的幫手（創2:18），

幫助他管理世界。因此，人長大後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神所命定的，

一夫一妻，神所設立的婚姻形式。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了，婚姻是神所

配合的，人不可以強行將其分開。主耶穌從神的創造來說明婚姻的本意，婚姻的本意是兩個人

一體，互相扶持互相幫助，既然如此，怎可以為了自己的私慾破壞婚姻的一體性？其實法利賽

人這裡問耶穌這個問題，本身就違背了律法。 

10節，對於法利賽人所問的問題和耶穌的回答，當時門徒可能沒有完全明白，所以等進了

房子後，門徒們問主耶穌關於剛才講論的休妻的事。法利賽人的目的不是為了得到答案，而是

試探耶穌，看祂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然後找出耶穌的錯來。而門徒是真心想從耶穌這裡得到

答案，所以耶穌給門徒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休妻另娶一是犯了姦淫的罪，二是虧欠他的妻子，

同理，妻子離棄丈夫另嫁同樣犯了姦淫的罪，在道德和良心上受到譴責。所以主耶穌马太福音5：

32和19：9中所說如果不是因為淫亂的緣故不可以休妻離婚。 

 

 
休妻：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離婚，只是休妻是丈夫向妻子提出的，當時猶太人休妻根據的經文

是申命記24:1中說，“人若娶妻以後，見他有甚麼不合理的事，不喜悅他，就可以寫休書交在

他手中，打發他離開夫家。”關於這裡的不合理的事，有眾多的解釋，參看後面相關信息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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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休妻的相關信息： 

（1）猶太習俗，按照古時候猶太人的規矩，丈夫單方面宣告與妻子離異是可以成立的，

也不需要徵得妻子的同意，也不需要經過法律的程序裁判。當時的猶太律法不允許妻

子主動向丈夫提出離異的要求，然而當時羅馬，希臘和以東等地區外邦人雜居，也影

響了當時猶太人的婚姻關係，所以也出現妻子離棄丈夫另嫁。當時的猶太拉比根據申

命記24章1節來准許人離婚，從而衍生出兩個對於離婚合法理由的派別： 
（2）兩個學派：A. 撒買學派（Shammi）認為申命記中“不合理的事”指的是婚姻上

的不忠貞，因為離婚唯一的理由是不忠誠；B. 希列學派（Hillel）則認為不合理的事不

僅針對婚姻的不忠誠，他們更關注後面那句“不喜悅他”，認為只要丈夫不喜悅妻子，

就可以離棄妻子。 

（3）與休妻相關的經文：瑪拉基书二章15至16節，主耶穌馬太福音5：32和19：9，哥林

多前書7:10到16節，總結，在經文中有三種情況允許離婚：一，如主耶穌說的一方淫亂；

二是，保羅在這裡說的不信的一方主動提出離婚；三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7:39節提到的，

一方死亡，其實這種情況不能稱之為離婚，只是婚約隨著一方的死亡而失去約束，但一方

可以選擇繼續守節，或者再婚嫁。 

 

2. 主耶穌關於休妻的講論還記載在馬太福音19:1-12。 

 

 

 
10章1到12節主要講論休妻的問題，以法利賽人問主耶穌人是否可以休妻的問題，引出耶穌對

於婚姻的講論。耶穌在這裡提出了幾個關於婚姻的原則：一，婚姻是神所設立的，人不可以分開；

二，摩西律法中離婚的條例不是命令，而是因著人心硬所以許可人這樣做；三，無故休妻另娶的視

為犯姦淫罪。 

主耶穌在這裡回答法利賽人的問題，也在提醒我們思考婚姻的問題，在現實中，我們會注意在

教會中活出見證，在工作中活出見證，但常常忘記在婚姻中活出見證。婚姻是需要我們用心去維護

的，婚姻是神聖的，神讓我們在婚姻中學習愛，忍耐，包容，謙卑等一切神讓我們學習的。 

 

 
1. 你覺得神設立婚姻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審視我們現在的婚姻是按著神的本意在行嗎？ 

2. 法利賽人問這個問題的目的是什麼？他們是如何理解摩西律法中關於休妻的條例的？ 

3. 你覺得基督徒可以離婚嗎？為什麼？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離婚？ 

4. 婚姻問題一直是基督徒面對最大的挑戰，無論是婚姻關係的經營還是離婚的爭議，你有什

麼建議可以讓婚姻關係更符合神的心意？或者分享你自己的見證。 

 

B、少年財主與永生（10:13－31） 

10:13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人。 

10:14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

的人。 

10:15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10:16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10:17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事，纔可

以承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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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10:19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10:20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10:21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

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10:22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10:23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10:24門徒希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10:25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10:26門徒就分外希奇，對他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10:27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 

10:28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10:29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 

10:30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

必得永生。 

10:31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13節進入另一個情景，當時有父母帶著孩子來見耶穌，求主耶穌摸孩子們，也就是讓主耶穌為

孩子們祝福，然而門徒卻責備這些人。從這裡可以看出這些門徒不理解主耶穌的愛，不明白主耶穌

所說的神國的整個國度概念。門徒責備那些待孩子過來求祝福的父母，或許出於他們自己的私心，

或許出於對主耶穌的保護。 

但是主耶穌對門徒的行為很生氣，所以14節主耶穌告誡門徒，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主耶穌面前來，

因為在神國裡的，正是這樣的人，即小孩子這樣的人。而且主耶穌接著說唯有像小孩子這樣的人才

能進神的國，若不像小孩子的，不能進去。主耶穌說這句話在告訴門徒進神國的都是謙卑，微小，

單純的信心和依靠，唯有這樣的才可以進神的國。從16節看到，主耶穌非常愛小孩子，祂抱著孩子

給他們按手祝福。所以，如果我們也像小孩子那樣，單純地依靠主，有全然的信心，謙卑地來到主

面前，必然得進神的國。 

17節到23節記載的是一個富有的少年人的故事，當時主耶穌出來走在路上的時候，有一個少年

人跑來，那個少年人是個大財主（太19:22）。他跑過來，跪在主耶穌面前說，良善的夫子，他怎麼

做才可以得永生。這個少年跑來，跪在主面前，說明他很迫切地想要知道怎麼才能得永生，有渴慕

得心，而且很敬虔。 

18節主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人是良善的，從前面少年人

稱主耶穌為夫子，他認為主耶穌是教導人的夫子，但可能還沒認識到主耶穌本身就是那個可以讓人

得永生得彌賽亞。主耶穌在這裡並不是說祂不是良善的，而是告訴這個少年人唯有神是良善的（羅

3:10），神的一切良善的源頭。 

主耶穌在19節中例舉了摩西律法中的誡命，不可少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出20:12-17）。耶穌問他是否知道誡命，那個少年人說，這誡命他從小

就遵守了。然而主耶穌卻對他說，還缺少一件，要讓少年人娶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這樣就有財

寶在天上，還要來跟從主耶穌。主耶穌在這裡讓他變賣所有財產給窮人，並不是說跟隨主的必須要

如此做。而是告訴少年人他其實並沒有遵行一切的誡命，從表面上看這個少年人從小遵守誡命，然

而人不可能靠著作什麼而得永生，唯有跟隨主。 

他心裡也知道他缺少些什麼，不然他不會跑過來找耶穌，因為當主耶穌讓他愛人如己，變賣財

產給窮人時，他就變了臉色，懮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有很多產業，他捨不下這些產業。拖住這個

少年人跟隨主得永生的是他所擁有的財富，他看重世上的財寶勝過天上的，所以他懮憂愁愁地走了。

當少年人走了，主耶穌告訴門徒那有錢財的進神的國很難，因為他們不願意捨棄，不願意來跟隨主，

反倒願意陪著財寶在地上。這裡並不是說富有的人都不可以，而是說他們更愛哪個的問題，更愛主，

願意跟隨主，還是愛錢財，願意依靠錢財，依靠錢財的必然不能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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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節，主耶穌用了一個比喻，祂說駱駝穿過鍼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主耶穌說這個比喻是

為了讓門徒們明白財主進神國的難度。對於駱駝穿過針眼解經家們有機種解釋，無論何種解釋，我

們需要明白主耶穌在這裡用這個比喻的目的，是告訴門徒財主進神的國的難度，那個少年人那麼地

熱切渴慕永生但是因為牽掛地上的物質財富而懮憂愁愁地走了。 

26節，當主耶穌說財主進神的國那麼難的時候，門徒們就更加好奇地想問明白，既然如此，那

麼誰才能得救呢？耶穌對門徒說在人是不能，然而在神卻能，因為神凡事都能。耶穌說這個話是針

對前面門徒的疑惑，因為剛才談論到財主進神的國非常難。人靠著自己的行為進不了神的國，那個

少年人就是個例子，他遵守誡命，然而靠著他自己依然不能。然而神可以，神能將人所不能的，變

為可能，使人凡事都能做（腓4:13），這也是神的恩典，我們靠自己的行為不能唯有靠神的恩典

（弗2:8-9）。 

聽了耶穌這話，彼得就說我們現在已經拋下所有的來跟隨主了，彼得說的沒錯，他們將所有的

已經撇下，主耶穌並不是按著我們撇下數量的多寡，而是根據我們保留的多寡，就如窮寡婦奉獻所

教導我們的（十二：42）。雖然從彼得的問話中可以體會出當時門徒們他們想要從主耶穌這裡得到

保證，他們都拋下所有了，將來是否可以得進神的國。 

29到30節是主耶穌對門徒們的應許，人要為著福音的緣故拋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兒女，

田地，那麼在今世會得著百倍，將來得永生。還有一點需要我們驚醒的是，主耶穌這裡提到要受逼

迫，我們在世上乃是背起十字架跟隨主，要擔負重擔，靠著主走十架的道路。還有一點需要注意，

主耶穌在這裡並不是說我們跟隨主耶穌就得六親不認，拋下家庭兒女，而是說要為主耶穌為神的國

撇下我們在世上所顧念的，不要像那個少年人那樣被世上的東西所牽絆，而是以福音為重，以神國

的事為念，專心跟從主，得到主的賞賜（太6:33，路2:49，西3:2）。 

31節這句話即是勸誡也是鼓勵，神所定的次序與我們人所認為的不同。彼得前面說他們已經拋

棄了一切，他們可能現在在前，但是不能以此為誇耀，不然的話可能會落在後面。然而如果開始落

在後面，將來也可能會在前，例如拋下一切跟從主而來的，為主擺上，在人眼中在後，但在主面前

卻是在前的。 

 

 
駱駝穿過鍼的眼：對於這句話，不同解經家有不同的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一，猶太人的俗語，

表示有困難，仍可以應付；二，據說古時猶太人的城門，正常的門上另有一個小門，小門就叫“鍼

眼門”，白天大開城門，供人們和貨物進出，到黃昏就關閉城門，只打開小鍼眼門。那門非常小，

只可容人進出，所以當駱駝駝貨物，必須先把貨物卸下來，駱駝屈著身子匍匐，人在幫忙推拉才可

以通過，所以駱駝穿過鍼的眼成了一句諺語，形容事情非常困難，但並不是完全不可能。三，原文

並非駱駝，而是粗繩，因為駱駝與粗繩原文只有一個字母的差別，也是本來的意思“粗繩穿過鍼的

眼”。耶穌引用這個比喻，是為了表面財主進神的國的難度，這才是比喻的重點。 

 

 
1. 十誡，耶和華在西奈山上將律法頒布給摩西，讓摩西帶著律法下山，教導給所有的以色列

人遵行，其中十誡記載在出埃及記2:2-17。主耶穌在這裡提到了十誡中的六條，其中不可虧

負人可能是指第十誡中不可貪戀他人的妻子，貪圖他人的房屋田地。十誡中前面幾條都是

關於人與神的關係，後面的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2. 少年財主的故事還記載在馬太福音19:16-30，路加福音18:18-30。 

 

 
從13到31節主要是耶穌和少年財主討論永生，這段經文主要描述一個少年人問永生的故事。整

段經文中從13到16節，因為門徒們禁止小孩子來到主耶穌面前，主耶穌告訴勸誡他們要像小孩子一

樣才可進神的國，也就是要謙卑，全然信靠主。這段經文給我們兩個提醒：一，不要阻攔任何人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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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主耶穌，不要用自己的看法去評判別人是否可以靠近主，將這交給神，我們要將所有人帶到主耶

穌面前。二，要謙卑和全然信靠主，不要疑惑主的應許。 

從17節開始講述富有的少年人的故事，那個少年人非常富有，他非常渴慕永生也想知道怎麼才

能永生。然而當主耶穌讓他拋下一切跟隨祂，少年人卻不願意，由此主耶穌跟門徒講論為什麼財主

要進神的國那麼難。主耶穌給門徒的應許是如果為了主的緣故拋棄一切的，主會加倍地賜給他，這

不僅是主耶穌當時對門徒的應許，也是對我們的應許。所以從這段經文我們可以學習到：一，不要

過於看重世界的財富，那不是我們所能依靠得住得，當耶路撒冷被毀滅後，那個少年人還能保有他

得財富嗎？二，要跟隨主，為主受逼迫，為主放棄世界的東西的，主會加倍賜福給他。 
 

 
1. 你覺得那個少年人是個虔誠的人嗎？他最後為什麼懮憂愁愁地走了？ 

2. 為什麼小孩子可以進神的國？我們怎麼做才能像主耶穌這裡說的小孩子？ 

3. 門徒們當時關心的是什麼？彼得說他們已經拋棄所有了，他當時說這話是什麼目的？可以

看出彼得怎樣的性情？ 

4. 我們檢察自己，我們是那富有人的少年人還是拋棄所有的門徒？ 

 

第二段落 主預言受難（10:32-52）    
A  主耶穌預言受難（10:32-45） 

10:32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門徒就希奇，跟從的人也害怕。耶穌又叫過十二個門

徒來，把自己將要遭遇的事，告訴他們說， 

10:33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 

10:34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10:35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無論求你甚麼，願你給我們作。 

10:36耶穌說，要我給你們作甚麼。 

10:37他們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10:38耶穌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麼？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麼。 

10:39他們說，我們能。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 

10:40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 

10:41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 

10:42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10:43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10:44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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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多人的贖價。 

 

 
從主耶穌和門徒們從猶太境地開始往耶路撒冷走，也就是主耶穌最終要去的地方。這一次上耶

路撒冷與往常不同，因為馬可記敘說門徒們希奇，而且感到害怕。那麼這一次有什麼特別呢？我們

可以想像，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主耶穌走在前頭，門徒們跟在後面，並不是說主耶穌走在前面門

徒害怕，在那麼長時間的傳道生涯中，主耶穌走在前頭也是有的。主耶穌他們要去的是耶路撒冷，

那時候祭司長老法利賽人以及一切宗教政治的領袖都在那裡，是反對主耶穌的大本營，去那裡門徒

們害怕，肯定也是有的。那個時候，最後一次上耶路撒冷，主耶穌所要面對的是祂要被害至死，門

徒們雖然好像沒怎麼明白主耶穌前兩次關於祂要被害的預言，但是門徒們依然感覺到了不同。 

32節後半部分說，主耶穌將門徒們叫過來，跟他們講祂將來要遭遇到的事，33和34節就是主的

受難預言。主耶穌告訴門徒們，等他們到了耶路撒冷，祂將會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主耶

穌的死罪，並將祂交到外邦人的手中，也就是當時的羅馬巡撫彼拉多，耶穌由他判死罪被釘在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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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可15:1-15）。耶穌在釘十字架前，遭受羅馬兵丁的鞭打戲弄（可15:15-20），接著被釘上十

字架，三天後復活，耶穌所說的這一切遇難預言在後面一一應驗。 

然而，可惜的是，35節記敘中，當門徒們聽了主耶穌的受難預言，卻完全沒有明白主耶穌在說

什麼，這從門徒們的反應中可以看出來，門徒們關心的是他們自己的事。那個時候西庇太的兒子雅

各和約翰走到主耶穌面前，問主耶穌說，夫子，我們求你什麼，你是否可以為我們做？這個雅各和

約翰可能是耶穌姨母撒羅米的兒子（可15:40；太27:56；約19:25），根據馬太福音20：20的記載，

是他們的母親去問主耶穌，但也沒什麼矛盾，可能母親先問了，然後他們自己又上前去問，他們心

中都有這樣的盼望就都提出來了。 

耶穌就問他們要祂為他們做什麼，雅各和約翰就提出來說，當主耶穌得著榮耀的時候，他們兩

個要一個坐在主的右邊，一個坐在主的左邊。從這句話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門徒們都以為主耶穌上

耶路撒冷是要驅趕羅馬人，建立猶太民族在地上的彌賽亞王國，耶穌則做猶太的王。我想他們當時

心裡肯定想既然我們的夫子做王了，那我們是祂的門徒，自然可以得到高位，所以雅各和約翰才提

出這個請求。 

38節，主耶穌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求的是什麼，我想當時主耶穌的心情真的是無奈又悲傷，他們

還沒進入耶路撒冷，門徒們卻開始關注誰為大的事了。但是主耶穌依然解釋給他們聽，主耶穌說祂

所喝的杯，所受的洗，門徒們是不能受的，那不是門徒們想像中作王作宰，而是歷經痛苦。主耶穌

在後來客西馬尼元禱告中曾問祂的父可否將這杯拿走，那是用主耶穌的寶血為代價的杯，那是神憤

怒的杯，苦難的洗（可14:36；賽51:17)。 

主耶穌問門徒他們是否能受，當時他們堅定地回答說，能。當時雅各和約翰敢這麼回答，

是他們不知道主耶穌所說的是什麼，也不認識他們自己）可14:27，50）。後面主耶穌他們也要

喝主耶穌所喝的杯，洗主耶穌所受的洗，也是對他們將來受難的預言，後來雅各為主殉道（徒

12:1-2），約翰充軍到拔摩海島（啟1:9）。主耶穌這裡說的也是所有跟隨主耶穌的人所要付上

的代價，就如前面主耶穌說要背起十字架跟隨祂。 

39節，主耶穌說誰坐在祂的左邊還是右邊不是祂賜的，神為誰預備，就是誰的。主耶穌在

這裡以子的身份，順服在父神面前，就如後面主耶穌說的這日子人子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主

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一切所做的都是順服父神的旨意。 

其他十個門徒聽到他們談論的，就惱怒雅各和約翰，從這裡看出，門徒們都在乎誰為大，

甚至有爭競和嫉妒。然而主耶穌卻把他們都叫過來告訴他們外邦人是尊為君王大臣的來治理百

姓，那些人是高位的掌權者，治理那些沒有權勢的百姓。我想這也是為什麼門徒們爭誰為大，

因為他們都想作那治理別人的人。 

然而，43節，主耶穌說在你們中間卻不是這樣，誰為大的，則要作他人的傭人，誰願意為

首的，就要作他人的僕人。所以說教會的領袖跟世人所認為的領袖是不同的，因為主耶穌來並

不是要讓別人服事祂，而是來服事人，並且為人捨命，作眾人的贖價。主耶穌來到世間，是來

贖世間被罪所綑綁的世人，主耶穌用祂自己買贖了世人，將我們從罪的奴僕中解救了出來，所

以我們不是罪的奴僕，乃是基督的僕人（林前6:19-20，約8:34）。 

 

 
贖價：原文這個詞常用來指買回奴隸的贖價，也就是說奴隸所值的價值；這裡表示主耶穌基督

以祂自己的生命為贖價，把我們從罪的奴役中贖了出來。 

 

       

1. 主耶穌第三次預言自己將受難，也記載在馬太福音20:17-19，路加福音18:31-34。門徒們爭

論誰為大記載在馬太福音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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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的32到45節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耶穌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告訴門徒祂將要

在耶路撒冷被祭司長和文士們交在外邦人手中，被定死罪，最後被釘死十字架三天後復活。這次主

耶穌第三次向門徒們預言祂將要受難，主耶穌十希望門徒能夠明白祂所講的，並且為將來預備，然

而門徒們似乎並沒有明白。 

第二個部分是門徒們聽了主耶穌話後，雅各和約翰首先跟主耶穌求將來要坐在祂的左右邊，然

而主耶穌卻告訴他們祂所受的杯和洗並不是他們所能受的。然而門徒們不明白反而個存了心思，主

耶穌只有解釋給他們聽，在門徒中間誰為大的則要服事眾人，並不像世人中尊為大的為君王和臣宰，

不是服事眾人乃是治理和管理眾人。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一，主耶穌將要受難，在那之前主耶穌一直預言這件事，從中看到主耶穌

一直知道祂來到世間是為成就救恩計劃。二，門徒們將來要受到大的逼迫，現在的基督徒也一樣，

也許我們付出的不是生命，但是要為主付出你所擁有的，如你的時間，精力，金錢等。三，在主里，

誰為大的就要服事眾人，要我們存了僕人的心志。四，主的應許，為主受逼迫，為主拋棄所有的，

將來必得賞賜。 

 
1. 主耶穌為什麼要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預言祂將來要遭受的事？ 

2. 門徒們聽懂主耶穌的預言了嗎？你從哪裏看出來門徒們沒明白？他們心裡以為的是什麼？ 

3. 雅各和約翰為什麼求也是讓他們坐在祂的左右邊？耶穌怎麼回答他們的，我們從耶穌回答

他們的話中學到什麼？ 

4. 為什麼其他十個門徒開始惱怒，他們比雅各和約翰好麼？我們自己呢，我們是否也在意世

間的權位？ 

5. 你願意做主耶穌所說的服事眾人的領袖嗎？你在教會中有服事嗎？ 

 

B  醫治瞎子（10:46-52） 

10:46到了耶利哥，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出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討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

坐在路旁。 

10:47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著說，大衛的子孫耶穌阿，可憐我罷。 

10:48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大聲喊著說，大衛的子孫哪，可憐我罷。 

10:49耶穌就站住，說，叫過他來。他們就叫那瞎子，對他說，放心，起來，他叫你啦。 

10:50瞎子就丟下衣服，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裡。 

10:51耶穌說，要我為你作甚麼。瞎子說，拉波尼，我要能看見。〔拉波尼就是夫子〕 

10:52耶穌說，你去罷，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見了，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前面講到主耶穌告訴門徒們祂來到世上是服事人，做多人的贖價，希望他們明白祂來到世上的

目的與門徒們所想的不同，門徒們一直以為是主耶穌來到世上要建立彌賽亞國度，復興猶大，所以

他們才會爭論誰為大，想要高位。主耶穌他們進入猶太境地，沿著約旦河一直往南走，這個時候他

們來到了耶利哥城，這個城市已經離耶路撒冷非常近了。 

46節，主耶穌和門徒來到耶利哥，當他們出耶利哥城的時候，有一個要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

子巴底買，他坐在路旁。聽見是拿撒勒的耶路來了，就大聲喊著，大衛的子孫，可憐可憐他。然而

當時有許多人卻責備他，不許他發出聲音，這個瞎子卻沒有聽眾人的責備，反而更加大聲的喊說，

大衛的子孫，可憐可憐他。 

對於跟隨耶穌的人阻止其他人接近耶穌在前面已經有好幾出，例如前面不讓抱孩子的靠近耶穌，

耶穌責備了門徒的這種行為。然而這次又重演了，他們聽到人喊著要耶穌醫治他，就責備那個瞎子。

我們來看看瞎子的反應，這個巴底買受到阻攔並沒有放棄，反而更加大聲地喊著，這段經文給我們



馬可福音查經講義第八課 9	  	  

	  

	   9	  

很多鼓勵，即使在追隨主的時候遇到阻攔，也不要放棄，一定要堅持到底。因為因著巴底買的堅持，

主耶穌聽到了他的喊聲，站住了，對門徒說讓他們去叫巴底買過來。 

49節，門徒聽了耶穌的吩咐，就去叫巴底買，說放心吧，起來，祂叫你過去，門徒過來對巴底

買說的話，無疑是巴底買等候的佳音。所以50節描述說，巴底買立即就丟下衣服，跳了起來，走到

耶穌那裡，這三個動作的描寫可以看出巴底買興奮與激動的心情。當人遇到非常高興的，期盼已久

的事時才會有這樣的表現，巴底買應該是知道耶穌的事，而且相信耶穌可以醫治他。 

51節，耶穌就問巴底買說，要為他做什麼，耶穌沒有直接醫治他，而是問他，他要的是什麼。

主耶穌在治病救人的過程中，祂總是讓人明白自己想求的是什麼，讓人明明白白地經歷祂的醫治和

憐憫，這裡也不例外。巴底買就回答說，夫子，我要能看見。 

主耶穌對他說，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巴底買就立即能看見了，主耶穌對前面得醫治的癱子

也是這麼說的，因他的信心救了他。巴底買眼睛能看見後，他沒有返回家而是起身跟隨了耶穌。 

           

 
大衛的子孫：這是猶太人對彌賽亞的稱呼，他們盼望彌賽亞來臨，施行拯救，除去人間疾苦

(賽9:7；耶23:5~6)。在聖經中有亞伯拉罕之約和大衛之約，這都是神與以色列所立的約，將來

必有彌賽亞從大衛的後代而出，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所以猶太人一直知道他們等候的彌賽亞是

大衛的子孫。 
 

 
1. 耶穌是在進耶利哥還是出耶利哥城時醫治的瞎子，有幾個瞎子？因為在三卷福音書中都有

這段經文的記載，但是描述略有些不同： 

（1）經文：馬太福音說：“出耶利哥的時候，有兩個瞎子求醫”（太20:29-34）；馬可福

音說：“到了耶利哥”，又說：“出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討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子巴

底買”求醫。路加福音說：“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求醫”（路18:35－43）。 

（2）幾個瞎子：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都是出耶利哥城的時候，只是馬太福音說有兩個瞎子，

馬可只提到一個瞎子就是巴底買；路加福音說是將近耶利哥城的時候，有一個瞎子求醫。

從經文的描述中來看，有可能是有兩個瞎子，因為馬可和路加沒有說那裡只有一個瞎子，

而是說有一個瞎子在呼喊耶穌，那個呼喊耶穌的是巴底買。另一個瞎子跟巴底買在一起，

在馬太福音中寫兩人一起，主耶穌將他們倆都醫治了，馬可寫這經文的意思是表達因信心

而得醫治，所以只著重描寫其中一個也可理解。 

（3）耶利哥城，主耶穌到底是在出耶利哥城還是進耶利哥城的時候醫治瞎子的呢？根據耶

利哥城市的背景，在舊約約書亞記中以色列攻佔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牆倒塌，以色列攻佔

耶利哥後，約書亞立誓說凡重修耶利哥城的，必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書6:26）。五百年

後，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結果長幼兩個兒子都失喪。到了新約時代的耶利哥

城，是由希律王重建的，所以那個時候耶利哥城由新城和舊城組成，兩個城之間有一條道

路相同，有可能主耶穌那時候出舊耶利哥城往新耶利哥城而去，所以是出舊城進新城，與

福音書所記相符合。 

 

 

 
46到52節記載了一個非常小的事件，主耶穌帶著門徒去往耶路撒冷，途徑耶利哥城，當出耶利

哥城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名叫巴底買的大聲呼喊主耶穌的名，想讓主耶穌醫治他。當時主耶穌身邊

的門徒就責備巴底買，然而巴底買並沒有停止，反而更加大聲的呼喊，最終耶穌聽到了他的呼喊聲，

停下來問他有什麼需求，他說我要看見，主耶穌醫治了他，讓他得以看見，他起身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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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很簡單，但是其中有兩點我們需要學習：一，不要阻擾靠近主耶穌的人，耶穌的門徒

常做這樣的事，主耶穌每次都責備他們，任何人願意來到主耶穌面前的，我們當高興歡呼，而不是

製造阻擾；二，因信心而得救，這又是一個因著信心得醫治的有福之人，巴底買沒有因門徒的責備

而放棄，他堅持他的呼求。我們也當如此，堅持我們對主的呼求，不能因為阻擾而放棄。 

 

 
1. 你從巴底買身上學到什麼？ 

2. 主耶穌肯定知道巴底買想要什麼，但是主耶穌還是親口問他，主耶穌為什麼這麼做？ 

3. 我們呼求主沒有得應允的時候，該繼續嗎，該在禱告中繼續求告還是放棄？ 

4. 巴底買最後得醫治，主耶穌說是他的信救了他，請你分享在你生命中信心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