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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受難與復活 
                                                                            ——馬可福音15:1-16:20 

 

 
人類歷史上建的 宏偉壯觀的建築是什麼？是墳墓，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秦始皇陵，這些

建築歷經前年依然巍峨而立。幾乎人類每一個帝王都很關注他們死後髒在哪裏，從登基起就開始建

築墳墓，有的甚至那位帝王已經死了但是陵寢還沒造好。我們思考下，人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墳墓建

得那麼宏大壯觀？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的目的是想要永生，想要來世能夠復活，這是他們的終

極盼望。 

那麼到底有沒有復活，有沒有永生？答案是肯定的，但卻不是那些帝王所做的那樣，造一個金

碧輝煌的地下王宮。這一課中我們會看到主耶穌從死裡復活，這是一個歷史事實，真正有復活，並

且主耶穌應許我們只要我們信祂，我們也一樣可以復活，將來得著永生。 

 

 
 

 
 

 
一、第一段落：主耶穌上十字架（15:1-47） 
A 、在彼拉多前受審（1 5 :1 －2 0 ） 

15:1一到早晨，祭司長和長老文士全公會的人大家商議，就把耶穌捆綁解去，交給彼拉多。 

15:2彼拉多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 

15:3祭司長告他許多的事。 

15:4彼拉多又問他說，你看，他們告你這麼多的事，你甚麼都不回答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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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耶穌仍不回答，以致彼拉多覺得希奇。 

15:6每逢這節期，巡撫照眾人所求的，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 

15:7有一個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亂的人一同捆綁，他們作亂的時候，曾殺過人。 

15:8眾人上去求巡撫，照常例給他們辦。 

15:9彼拉多說，你們要我釋放猶太人的王給你們麼。 

15:10他原曉得祭司長是因為嫉妒纔把耶穌解了來。 

15:11只是祭司長挑唆眾人，寧可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15:12彼拉多又說，那麼樣你們所稱為猶太人的王，我怎麼辦他呢。 

13他們又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15:14彼拉多說，為什麼呢？他作了甚麼惡事呢。他們便極力的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 

15:15彼拉多要叫眾人喜悅，就釋放巴拉巴給他們，將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15:16兵丁把耶穌帶進衙門院裡，叫齊了全營的兵。 

15:17他們給他穿上紫袍，又用荊棘編作冠冕給他戴上。 

15:18就慶賀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阿。 

15:19又拿一根葦子，打他的頭，吐唾沫在他臉上屈膝拜他。 

15:20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上一章說到大祭司定了主耶穌的罪，那個時候已經是晚上很晚了，因為彼得不認主的時候雞叫

了兩遍，所以祭司們沒有採取其他行動。到了第二天一大早，祭司長和長老文士全公會的人大家就

商議，把耶穌綑綁解送刀彼拉多那裡。因為當時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只有部分的自治權力，

公會沒有執行死刑的權力（約18:31）。 

彼拉多當時是猶太地的巡撫，彼拉多見到耶穌，就問祂是不死猶太人的王，主耶穌回答說是的。

當時只要不牽扯到羅馬的政權，通常是不過問猶太人的宗教紛爭，因此公會不能以宗教的罪名控告

耶穌，而是以政治罪名控告祂。耶穌如果自命為猶太人的王，就表示與羅馬政府對抗，因此彼拉多

問耶穌是不是猶太人的王。其實主耶穌所說的祂是王，不是指這個世界的，而是屬神的國度。我們

看到每次被問話，很多時候主耶穌保持沉默，但只要問到是不是神的兒子，是不是猶太人的王，關

於主耶穌身分的話，主耶穌都會給予肯定的回答。主耶穌想讓人知道祂是誰，無論是地上的身分，

還是屬天的身分，主耶穌希望他們知道祂是誰，是為什麼來到世間。 

3節說祭司長將主耶穌的許多事都告訴彼拉多，他不是在介紹主耶穌，而是在控告祂，彼拉多

就問主耶穌說，你看他們告你這麼多事，你都不回答嗎？對於這些問題，主耶穌都不回答，就如前

面祭司長他們問祂一樣，因為本身就是些莫須有的東西，沒有什麼意義去回答。按當時羅馬律法，

被告若不為自己辯解，就會被定罪，所以彼拉多看到耶穌依然不回答，就很稀奇。 

6節說那個時候，每逢節期可以釋放一個囚犯，這是當時特有的大赦慣例，以顯示統治者的仁

慈。所以這一次依然按照慣例，可以釋放一位囚犯，當時有一個人名叫巴拉巴，他應該是個奮銳黨

人，在某次與當權者的衝突後被捕，而且根據7節，那次他在作亂中殺了人（路23:18-25）。眾人上

去求彼拉多，照常例給他們釋放一個囚犯，彼拉多問眾人是否要將猶太人的王給釋放了。站在彼拉

多這個位置，彼拉多是想釋放耶穌，以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但是彼拉多知道那些猶太人領袖

是不願意的，所以彼拉多在這裡用猶太人的王來嘲諷猶太人。 

10節說彼拉多知道祭司長是因為嫉妒才把耶穌給押送了過來，祭司長作為當時猶太人的宗教領

袖，他感受到眾人對主耶穌的崇敬和跟隨之心，這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打擊和羞辱，所以他想方設

法要除去耶穌，不僅是因為覺得祂不是他們所盼的救主彌賽亞，而且是因著他私心中的嫉妒。因此，

祭司長挑撥鼓動眾人，他們讓彼拉多釋放巴拉巴而不是耶穌。 

12節，彼拉多再次問民眾你們稱為猶太人王的，要怎麼處置，從這句話中也看出彼拉多的不義，

他其實明明知道耶穌是沒有罪的，正如14節彼拉多自己說的，祂沒做什麼惡事。所以彼拉多作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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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他在審判的 後問這樣的話，其實就表明他沒有辦法審問出主耶穌的罪來，相當於承認主耶穌

是無罪的（太27:24）。13節眾人的反應非常激烈，他們提出要釘主耶穌十字架，當時，十字架是

羅馬帝國處決重大人犯的酷刑，只對那些強盜，殺人，叛國等 大惡極的罪犯施行，而且羅馬的公

民不受這個刑，由此可見，十字架是多麼殘暴的刑法。然而眾人卻要將一個無罪的人釘上十字架，

彼拉多在14節中再一次問，眾人沒有回答為什麼，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理由讓一個無罪的人上十字架，

他們只是極力喊著，要將主耶穌釘十字架。 

15節是彼拉多的立場，他為了讓眾人喜悅，就如了眾人所願，放了巴拉巴，而將主耶穌打了，

交給人釘十字架。從這段經文中，看到祭司長們所帶領的眾人的心被油蒙了，殘酷而無情，彼拉多

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毫不手軟地下命令釘一個無罪的人十字架，人心的惡暴露無遺。 

16到20節是兵丁們對主耶穌的戲弄與羞辱，讓人不忍目睹，我們無法想像主耶穌當時所遭受的

身體的痛苦和精神的羞辱，他們不僅鞭打祂，而且極盡侮辱。那些兵丁們把主耶穌帶進衙門的院子

裡，叫齊了全營的士兵，給主耶穌穿上紫袍，又用荊棘編了個冠冕戴祂頭上，故意說恭喜猶太的王

以此來嘲弄主耶穌。那個時候紫袍為猶太人皇袍的顏色，用帶刺荊棘冠冕代替皇冠，士兵們如此做

就是想戲弄羞辱主耶穌。 

他們不僅在言語在羞辱祂，而且拿了一根葦子打主耶穌的頭，吐唾沫在祂臉上，屈膝拜祂。士

兵做的這一系列事情都是在故意凌辱主耶穌，將祂裝成王的樣子，卻用 侮辱的方式，打祂的頭，

吐唾沫在臉上，故意屈膝拜祂，這是將人的尊嚴踐踏在腳底的行為，從羅馬士兵的行為看到他們的

怨毒和蔑視。等這些兵丁戲弄完了，他們才將那紫袍脫了，給穿上主耶穌自己的衣服，帶了主耶穌

除去，預備要釘祂十字架。 

 

 
彼拉多：彼拉多是羅馬帝國派往駐猶太地的第五任巡撫，任期從主後26到36年。他的行政總部設

在該撒利亞，在耶路撒冷有巡撫官邸。因為抓主耶穌的時候是逾越節期間，各地的猶太人都過來聚

集在耶路撒冷，為防止發生騷動或暴亂，彼拉多就在耶路撒冷坐鎮。 

 

 
1. 主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和被羅馬兵丁羞辱分別還記載在馬太福音27:11-31，路加福音

23:1-25，約翰福音18:28-38，19:1-16。 

 

 
經文1到20節記敘主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並被兵丁羞辱的事，按照事情的發展次序可以分為

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在彼拉多面前受審，從這段描述中，我們看到創世紀中人犯罪後的可怕一

直在人類社會中重現：一，祭司長的自私嫉妒貪婪，他和法利賽人文士們一起預置主耶穌於死地，

目的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權威地位，他們認為主耶穌不是那彌賽亞，但如果他們不那麼自

私貪婪，假冒為善，自以為義，而是真正讀懂舊約中預言的話，他們就會明白主耶穌是誰。 

二，眾人的可憐可恨，那些人他們應該也聽說過主耶穌所做的，然而他們冷漠無情受到祭司長

的鼓動就要釘主耶穌十字架，沒有一顆明辨是非的心，不管是否從祭司長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實際的

好處，就如猶大一樣。他們為了金錢或其他利益可以隨意地作假見證，隨意地喊著釘人十字架，這

是人性中可憎的一面。 

三，彼拉多的不義，彼拉多明明知道主耶穌沒有罪，但是他不願意得罪猶太人，所以依然如他

們所願判了釘十字架。而且彼拉多很詭詐狡猾，他知道不能得罪猶太人，但是他也不願意自己判主

耶穌的刑法，所以就藉著猶太人的口判了主耶穌釘十字架，他自己心安理得的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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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部分是兵丁對主耶穌的戲弄和凌辱，短短幾節的內容，讓我們看到一個充滿悲傷氣氛的

畫面。在這期間主耶穌沒有任何的回應，祂憐憫這些陷在罪裡的人，而這些充滿怨毒之氣，隨意踐

踏人尊嚴的羅馬兵丁是可憐可悲的，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 

我們從這這整段經文中，幾乎可以看到人類人性的縮影，貪婪的，自私的，惡毒的，詭詐的，

什麼都有，而主耶穌卻願意為這樣的人類而死，願意順服在神的旨意下，為全天下人而獻出生命，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奉獻自己為主鞠躬盡瘁？ 

 

 
1. 祭司長們為什麼要將主耶穌押送到彼拉多那裡？ 

2. 彼拉多一共問了主耶穌幾個問題？問了猶太眾人幾個問題？從中看出彼拉多是個怎樣的人？ 

3. 猶太眾人為什麼要釘主耶穌十字架？祭司長他們做了些什麼？ 

4. 仔細閱讀每當主耶穌被問話時的反應，從中看出什麼，主耶穌的智慧體現在哪裏？ 

5. 這些兵丁為什麼要這麼對主耶穌？主耶穌有什麼反應？為什麼？ 

6. 從這整段經文中個人的表現，對我們認識人性，如何服事有什麼樣的提醒？ 

 

B、主耶穌釘十字架和被埋葬（1 5 :2 1 －4 7 ） 

15:21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力山大和魯孚的父親，從鄉下來，經過那地方。他們就勉強他

同去，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15:22他們帶耶穌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地） 

15:23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他卻不受。 

15:24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拈鬮分他的衣服，看是誰得甚麼。 

15:25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候。 

15:26在上面有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15:27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有古卷在此有〕 

15:28〔這就應了經上的話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15:29從那裡經過的人辱罵他，搖著頭說，咳，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 

15:30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15:31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 

15:32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那和他同釘的人也是譏

誚他。 

15:33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15:34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著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15:35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哪，他叫以利亞呢。 

15:36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絨蘸滿了醋綁在葦子上，送給他喝，說，且等著，看以利亞來不來把他

取下。 

15:37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15:38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15:39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有古卷無喊叫二字〕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

子。 

15:40還有些婦女，遠遠的觀看，內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又有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並有

撒羅米． 



馬可福音查經講義第十二課 5	  	  

	  

	   5	  

15:41就是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跟隨他，服事他的那些人，還有同耶穌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婦女在

那裡觀看。 

15:42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15:43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士，也是等候神國的，他放膽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

的身體。 

15:44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便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死了久不久。 

15:45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的屍首賜給約瑟。 

15:46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鑿出來的墳墓裡，又滾過一

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15:47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 

	 

 
21節說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這個西門是從古利奈來的猶太人，而不是一直跟隨耶穌的西門，

也不是長大麻瘋的西門，也不是奮銳黨的西門，而是一個從北非某處來耶路撒冷過節的猶太人西門。

他從鄉下來，經過那個地方，兵丁們就強迫他一起去，好背主耶穌的十字架，主耶穌那時候遭受鞭

打可能身體已經身體虛弱無法自己背負十字架。這個西門的兩個兒子，馬可寫在這裡，事亞歷山大

喝魯孚，可見當時的讀者知道這兩個人，不然不會這麼介紹，根據羅馬書16:13，使徒行傳19:33，

西門的兩個兒子都稱為了突出的信徒，全家都得救。我們相信因著西門背著十字架一路跟隨，讓他

經歷了什麼而改變了他的一生，全家人都信主為主作工。 

22節，兵丁們帶著耶穌來到各各他，各各他是希伯來文，意思是骷髏地（約19:17）。她們拿

了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沒藥調和的酒具有麻醉的作用，可以幫助人減輕痛苦（箴31:6-7）。然而

主耶穌卻沒有要，祂願意承受由罪帶來的刑罰的痛苦（詩69:21）。於是兵丁們就直接將主耶穌釘

在十字架上，然後他們像沒事人一樣，開始抓鬮分主耶穌的衣服，看誰分到什麼，驗證了詩篇

22:18節的預言。 

25節，馬可記錄了那個時刻，釘主耶穌上十字架的時候，是巳初的時候，也就是上午九點鐘。

26節說的是十字架前釘著的一個牌子，上面寫著罪狀，根據約翰福音記載上面用希伯來文，羅馬喝

希臘三種文字寫成（約19:20）。這個罪狀不僅是對猶太人的嘲諷（約19:21），也正說出了主耶穌

是為此而釘十字架，也是祂的身分。 

26節，兵丁們把另外兩個強盜分別釘在主耶穌的兩邊，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應驗了以賽

亞書53:12，祂被列在罪犯之中。29到32節描寫那些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還依然羞辱祂的人，有從

那裡經過的人，搖著頭，用一種譏笑的姿態，嘲笑耶穌，他沒有明白耶穌當時說拆毀聖殿三日內建

起來的話，卻在這裡濫用來嘲笑（約2:19-21）。還譏諷耶穌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卻不知道祂來

世上的目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為世人贖罪。 

從31節得知，當時祭司長和文士也在現場，他們戲弄主耶穌，嘲笑祂可以救別人卻救不了自己。

32節中他們讓主耶穌從十字架上下來，如果祂下來了，他們救信祂是神的兒子，和主耶穌一同釘十

字架的人也一樣譏笑祂。然而主耶穌不會這麼做，那些人信與不信，根本不在於他們是否看到神蹟

發生，他們已經看到過很多了，主耶穌做的每一件事他們幾乎都知道，但是依然不信。 

33節，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也就是從十二點到下午三點，那個時候不可能遍地都黑暗了，

肯定有其他的原因才有這個異象。到了下午三點的時候，耶穌大聲喊的是亞蘭語，翻譯出來就是我

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是主耶穌 為黑暗和痛苦的時候，祂可以承受肉體的痛苦，但是

為了罪而死與神隔絕是主耶穌 深的痛苦。 

當時旁邊有人站著，聽見了以為主耶穌喊的是以利亞，因為發音聽著很像，有一個人在這個時

候依然在羞辱耶穌，他跑去用海絨蘸了醋綁在葦子上送給耶穌喝，那個醋是當時人提神用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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譏笑說看以利亞什麼時候放主耶穌下來。意思就是給你點醋提提神，等著以利亞來救你，他們做的，

應驗了舊約的預言（詩69:21）。 

37節，主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當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聖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

為兩半。聖殿中聖所和至聖所中間有厚重的幔子阻隔，然而在這時卻裂開了，表明神與人之間的道

路通了，人可以來到神的面前（來10:20，弗2:14），因著耶穌基督的死，人可以藉著基督來到神的

面前。 

39節說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到主耶穌這樣喊叫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這位百夫長

應該一直就在那裡觀察，看到耶穌與所有釘十字架的人不同，到這個時候，他信了主耶穌是神的兒

子。雖然馬可沒有描寫主耶穌大聲喊叫的是什麼，但是整個事情結束後，羅馬的百夫長卻信了，這

就是 有力的證據，證明主耶穌是神的兒子。 

當時還有許多婦女在那裡遠遠地觀看，這其中有抹大拉的瑪利亞，耶穌曾經從她身上趕出七個

鬼（可16:9，路8:2），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瑪利亞應該就是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太13:55），那兩

個是耶穌的兄弟，還有撒羅米，可能是西庇太兩個兒子的母親（太27:56）。這些婦女有許多是從

加利利一直跟隨耶穌，她們一直跟隨耶穌並且服事祂，還有其他的一直跟隨耶穌上耶路撒冷的好些

婦女也在那裡。這是很有意思的描寫，當時耶穌的門徒四散逃走，根據約翰福音當時主釘十字架時

有門徒約翰在旁邊，主耶穌將自己的母親託付給他（約19:25），就只有這些婦女們一直追隨這耶

穌直到祂釘十字架，而且從後面的記敘知道也是她們帶著香料去墳墓那裡見證主的復活。 

42節到47節是記敘主耶穌的安葬，主耶穌是在下午三點的時候斷氣，到了晚上，因為那天是預

備日，第二天是安息日，也就是週六，所以那天是星期五。43節說那時候有亞利馬太的約瑟過來，

亞利馬太是以法蓮山地的一個鎮子，這個約瑟從那裡來，他是社會上有名望的人，是猶太公會的成

員（路23:50-51），約瑟和尼哥底母一樣，是暗暗作主門徒的（約19:38-39），這個時候他再出來放

膽去見彼拉多，求讓他將耶穌的身體帶回去。 

彼拉多很詫異耶穌已經死了，因為一般被釘十字架的要兩三天才慢慢受痛苦死去，然而耶穌九

點釘十字架下午三點就斷氣，所以彼拉多很詫異，就叫了百夫長來問耶穌死了多久了。百夫長沒有

隱瞞，將發生的事如實相告，確認主耶穌已經死去，所以彼拉多沒有為難約瑟，就將耶穌的身體賜

給了約瑟。 

46節約瑟按照當時猶太人安葬的風俗，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磐

石中鑿出來的墳墓裡，又滾了一塊石頭將墓門擋住。當時猶太人的墳墓是從山壁裡鑿出一個窟來，

將屍身放進去，然後用一塊巨大的石頭封住墓門。當時約瑟做這個事的時候，抹大拉的瑪利亞和耶

穌的母親瑪利亞都知道約瑟將耶穌安放在那個墳墓裡。 

 

 
巳初，午正，申初：當時的幾時方法，主耶穌上十字架的時間是巳初，是指早上9點，然後那些

兵丁們和路人開始羞辱嘲諷主耶穌，這段時間大約歷時三個小時。到午正的時候，也就是中午12點

開始，一直到申初，也就是下午3點，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又過了三個小時，在下午3點的時候斷氣。

總共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時間是六個小時，所以主耶穌是在週五的下午三點死在十字架上。 

 

 
1. 為什麼稱主耶穌為逾越節的羔羊，主耶穌即吃了逾越節晚餐又成為逾越節羔羊？ 

（1）主耶穌吃逾越節晚餐，可以參看第11課相關信息第1條，關於主耶穌與門徒吃逾

越節晚餐的解釋。所以主耶穌在週四傍晚與門徒們一起過逾越節，並且吃逾越節的晚

餐，這是按照加利利的厲，也就是我們現在的時間算法，週四從早上到晚上是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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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耶穌成為逾越節的羔羊，是按照猶太厲的算法，週四傍晚六點開始猶太人開始

過逾越節，到第二天傍晚六點猶太人宰殺逾越節羔羊吃逾越節晚餐。通常，猶太人在

下午三點左右開始宰殺逾越節的羔羊，主耶穌死的時候恰好是週五下午三點，也就是

猶太人按照猶太厲宰殺逾越節羔羊過節的時候。 

（3）所以，主耶穌和門徒們吃了逾越節的晚餐（週四晚），又成為了逾越節被宰殺的

羔羊（週五下午三點）。 

2. 聖殿裡的幔子裂開有什麼意義？ 

（1）聖殿裡幔子的意義，聖殿中有聖所和至聖所，聖所和至聖所之間有帳幕阻攔，人

不能進去（來9:1-9），它意味著人因為罪與神分離（賽59:1-2），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

在贖罪日（七月十日），為以色列在神面前贖罪（利16）。 

（2）殿裡幔子的實況，所羅門聖殿高30腕呎（王上6:2），根據猶太史學家約瑟夫的

記載，希律聖殿的高度比這還高，幔子從頂部一直懸垂下來。根據出埃及的教導，這

個厚重的帳幕要用藍，紫，朱紅色線和加捻的細麻織成，並以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而且這幔子非常厚，而且結實，根據猶太史學家約瑟夫記載帳幕約有四英寸厚，馬匹

綁在兩邊也無法將它撕裂。 

（3）幔子裂開的意義，主耶穌死的時候，幔子斷裂，因人的罪和神隔絕的阻礙不在了，

主耶穌成為人和神之間的途徑（約14:6），就如希伯來書說信實的人進入聖殿是因

「耶穌的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

身體（來10:9-10）。所以主耶穌說祂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因著祂的死和祂的寶血，剷

除了神和人之間的障礙，我們才能夠坦然無懼地到神面前（來4:14-16）。 

 

3. 關於主耶穌釘十字架和埋葬還記載在馬太福音27:32-61，路加福音23:26-56，約翰福音

19:17-42。 

 
經文21到47節馬可記敘了主耶穌上十字架和被埋葬的事，根據內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

部分是21到41節，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各樣的人和主耶穌

為我們所做的事成就： 

一，因著主耶穌釘十字架而信祂的，那替主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門，他的兩個將來為主作工

的兒子亞歷山大和魯孚，還有那個百夫長他信主耶穌是神的兒子。這些人沒有譏笑嘲諷，而是因為

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而相信祂是神的兒子，得著了救恩。 

二，跟隨主的人，雖然門徒們四散逃開，只有約翰侯在一旁，但是依然有一直跟隨主服事主的

婦女們跟隨祂來到十字架下，也有約瑟願意冒著奉獻去要主耶穌的身體，並且把祂安葬在墳墓中。

他們這些人願意跟隨主，相信主，沒有退縮也沒有懼怕，我們同樣如此，任何景況下，跟隨主要不

離不棄。 

三，主耶穌的代價，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不僅是肉體的痛苦，更大更深的痛苦來自於靈裡

的痛苦，所以祂才會向神呼喊為什麼離棄祂。從亙古以來，主耶穌就沒有與神分離，然而為了擔世

人的罪，祂卻生生與神分離，那種痛苦是人所無法體會和想像的。主耶穌愛我們到願意承受這個痛

苦，為的是我們可以靠著信祂而回到神的身邊，得著救恩，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恩典。 

第二段是從42到47節，由約瑟去向彼拉多討要耶穌的身體，然後將耶穌埋葬在他自己的墳墓裡，

我們看到他對主的愛，還有一些婦女一直跟隨，看著他將主耶穌埋葬。即使他們都知道主耶穌已經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主耶穌曾經說過三天後復活的話，也許他們那時候不明白，但是他們依然

愛主，為主做他們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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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祭司文士他們什麼表現？從他們表現中他們明白舊約中的彌賽亞

和主耶穌所說祂是神兒子的含義嗎？ 

2. 看到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死去，那個百夫長為什麼卻相信了主耶穌是神的兒子？ 

3. 古利奈人西門替主耶穌背十字架後他以及他的家人發生怎樣的變化，為什麼馬可在這裡提

到他的兩個兒子？ 

4. 主耶穌為什麼是逾越節的羔羊？ 

5. 約瑟做了什麼？為什麼馬可這裡稱他為義士？我們思考下那些門徒去了哪裏？他們現在的

表現和後來的表現天囊之別，是什麼讓他們有這麼大的變化？ 

 

 

第二段落 主耶穌復活（16:1-20）    
16:1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

體。 

16:2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陽的時候，他們來到墳墓那裡。 

16:3彼此說，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16:4那石頭原來很大，他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16:5他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就甚驚恐。 

16:6那少年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

裡，請看安放他的地方。 

16:7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

前所告訴你們的。 

16:8他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裡逃跑，又發抖，又驚奇，甚麼也不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 

16:9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他身上曾趕出七個鬼。 

16:10他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他們正哀慟哭泣。 

16:11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卻是不信。 

16:12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像向他們顯現， 

16:13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 

16:14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裡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

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 

16:15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萬民原文作凡受造的〕 

16: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16:17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16:18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16:19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16:20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15章講到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後，亞利馬太的約瑟去求了彼拉多將耶穌的身體埋葬在墳墓中，有

些一直跟隨服事主的婦女也在一旁，那時候是週五的晚上。猶太的安息日是週六，到週六晚上六點

後安息日已經過去了，因為安息日不能作買賣，所以抹大拉的瑪利亞，雅各的母親瑪利亞和撒羅米

她們要等到安息日結束才可以去買了香膏。按照猶太人安葬的習俗，要用香膏膏去世人的身體，並

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上（約19:40），所以婦女們買了香膏是要去膏主耶穌的身體，從這裡看出

那個時候並沒有期待主耶穌會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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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的第一日指的是星期天（參看重點詞義），星期天早晨，太陽出來的時候，婦女們來到墳

墓那裡，她們到那裡的時候看到墳墓前面阻擋的巨石被推開了，就互相詢問是誰幫把石頭從墓門滾

開的呢？因為那時候猶太人富人的墳墓是從巨岩鑿出來的石洞，裡面很大，有時會放石床，石凳，

石桌等供親人哀思用，洞往深處放置香料膏好的身體，石洞的入口用扁圓形的大石擋住，大石底部

有軌槽，要身強力壯的人才能把大石滾開。所以婦女們來到墳墓前看到石頭已經滾開就很驚訝，以

為是先她們來做了這事。 

5節說，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這個少年人就是天使（太

28:2），也是天使把石頭滾開。婦女們在墳墓裡看到這個少年人，她們很驚恐，天使在這裡雖然取

了人的形象，但婦女們看到空了墳墓和少年人。少年人安慰她們，讓她們不要驚恐，並且告訴她們

她們尋找的被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已經復活，不在這墳墓裡，為了讓她們確信，還讓她們看看

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 

7節，天使特別對婦女們說，讓她們去告訴主耶穌的門徒和彼得，主耶穌已經先往加利利去了，

在那裡他們就可以見到耶穌，就像耶穌以前跟門徒們說的一樣（可14:28），主耶穌在逾越節晚餐

的時候跟門徒說過這些話。這裡特意提出彼得，可能這些資料來自彼得，很多人認為馬可福音是由

彼得口述，在主耶穌上十字架前，彼得三次不認主，恐怕等主耶穌復活後也不會認他，然而主耶穌

在這裡特特提到彼得，說明主耶穌已經完全饒恕赦免他。 

然而婦女們聽到天使的話，卻並不相信，她們沒有親眼見主的面，對天使的話太震驚不敢相信，

所以8節說，她們從墳墓裡跑出來，因著驚奇害怕，什麼都不敢告訴人。可以理解當時婦女們的心

情，在她們面前發生的事非常匪夷所思，超出人的想像，她們當時也沒有那樣的信心相信主耶穌的

復活，所以她們選擇什麼也沒有告訴人，免得人像她們一樣震驚害怕卻不相信。 

根據前面的經文我們知道主耶穌在禮拜天的清晨復活了，婦女們去到墳墓那裡沒有看到主耶穌

的身體，只看到告訴她們主耶穌已經復活的天使，這個時候婦女們都跑了。然而抹大拉的瑪利亞，

她卻跑去告訴耶穌的門徒，所以彼得和約翰也跑去墳墓那裡，只看到空空的墳墓，他們那時候還不

明白主耶穌復活，所以就又回去了。只有抹大拉的瑪利亞，她一個人站著墳墓外面哭，所以主耶穌

向她顯現（約20:1-18）。 

10節，抹大拉的瑪利亞見到了復活後的主耶穌，主耶穌向她顯現並讓她去告訴主的門徒們，瑪

利亞就去告訴主耶穌的門徒們，主耶穌復活了，那些門徒當時正在哀慟哭泣，他們那個時候又害怕

又絕望。因為他們一方面害怕猶太人或羅馬人來抓他們這些跟隨主的人，一方面因為他們所追隨的

主耶穌已經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們聚集在一起哀哭。 

然而11節說，門徒們聽見主耶穌復活的話，雖然是瑪麗亞親眼所見，但是他們卻不信，那個時

候他們的信心還是小的，主耶穌在上十字架前曾很多次預言他會受死，埋葬，三天後復活，但門徒

們依然沒有相信。 

後來，有兩個人離開耶路撒冷去往以瑪忤斯，在路上遇見了復活的主耶穌，但他們並沒有認出

主來，一路上主耶穌跟他們講解經上所記關於主耶穌的事。直到了以瑪忤斯後，他們邀請主耶穌一

同坐席，主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的時候，他們才認出主耶穌來（路24:13-31）。

他們見到了復活的主耶穌後，就跑去告訴其他的門徒，門徒們卻不相信他們親眼所見的。 

14節，從前面的記敘我們知道，主耶穌的門徒一直不相信主耶穌復活，雖然有抹大拉的瑪利亞

和以瑪忤斯的兩個人親眼見到了主耶穌。後來，是一個門徒他們坐席的時候，主耶穌親自向他們顯

現，責備他們心裡剛硬，沒有信心，因為已經有親眼見過主耶穌復活的人向他們作見證，他們依然

不信。 

15和16節也是主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如馬太福音28:16-20，主耶穌吩咐門徒往普天下去，將

福音傳給萬民。因著相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就被定罪，這句話傳達了主耶穌要告訴我們

的基本要理：一，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也就是說信是得救的條件，只有憑著信才可以得救，聖

經中有許多經文都在陳述這個得救的條件（約3:18，5:24，12:44，20:31，弗2:8-9），羅馬書中一

直在闡明的因信稱義（4:1-25）都是告訴我們如何才能得救，唯一的途徑是信。二，不信的，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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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主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的兩個結果，只在乎信或不信，非常明確的條件，不信的結果就是被定

罪。 

17和18節是主耶穌告訴門徒們信的人有神蹟在他們身上顯現，主耶穌在這裡一共列了五種神蹟，

分別是：奉主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喝毒物不受害；醫病。這些神蹟在使徒行傳中除了

喝毒物不受害以外都有實際例子。例如趕鬼（徒16:18），說方言（徒2:4），手拿蛇（徒28:3-6），

醫病（徒3:7）。主耶穌在這裡是個應許，信的人，必有神蹟跟隨他們，他們可以行以下這不同的

神蹟。但在應用這幾節經文的時候，我們要當心，不要認為每一個人必須會這些神蹟才能是信的人，

而且信的人也必須會這些神蹟，詳細地信息請參看相關信息第一條。 

19節，耶穌告訴門徒要去向萬民傳揚福音，也應許他們信的人有神蹟跟隨他們，說完話後，就

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這節經文是描述主耶穌升天（路24:50-51），主耶穌升天發生在主耶

穌復活後四十天（徒1:3），主耶穌曾預言自己升天（約6:62），在這裡一一應驗，主耶穌升天恢復

了祂作為神兒子的榮耀，那是祂降卑為人，為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所擁有的（約17:5）。耶穌升天

後，祂坐在父神的右邊（來8:1，12:2），主耶穌成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統管萬有，也應驗了神

給大衛的應許，必有以為子孫坐在他的王位上（撒下7:12-16，代上17:11-14）。 

20節是門徒在主耶穌升天後所做的，是一節平靜的結尾經文，後續發生的事記載在使徒行傳中，

門徒們遵循主耶穌所讓他們做的，將福音傳揚到地極。這一節經文幾乎涵蓋了證卷使徒行傳，門徒

們出去傳福音，主耶穌和他們同工，有神蹟跟隨他們，證實他們所傳的道。從這句話中我們明白，

我們傳福音，主耶穌一直與我們同工，神蹟不代表福音本身，神蹟是為證實我們所傳的福音，所以

傳福音的中心是神的道。 

 

 
安息日，七日的第一日：根據猶太曆法，一週七天，第七天為安息日（創2:2-3），也就是現在的

星期六，安息日是一週的 後一天，第二天是另一週的開始第一天，也就是禮拜天下一個週的第一

天，也是我們現在所稱的主日（啟1:10），我們稱禮拜天為主日，是紀念主耶穌的復活（徒20:7，

林前16:2）。 

說新方言：這裡的新方言指門徒們從來沒有說過的方言，並不是指一種特別的新的方言，而是指

別國的話或者別的地方的鄉談（徒2:4-11），這些語言是他們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也不會說的，所以

是全然新的語言。主耶穌這裡說的說方言，目的是為傳福音，是人能聽懂的方言，例如五旬節門徒

所說的方言，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林前14:22-23），是神所賜給信的人的恩賜。 

 

       

1. 關於主耶穌說信的人必有神蹟跟隨他們。 

（1）關於17和18節經文的重點，這兩節經文的重點：一，必須是信的人，這是先決條件，

如果不信那麼後面的這些都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也不是來自於聖靈，因為有時候邪靈撒

旦也會行些神奇異事；二，信的人是複數，也就是說是很多信的人，是眾信徒們，並不是

每一個人擁有這許多神蹟，例如使徒行傳中，他們有的趕鬼治病，有的說方言，個人有不

同的恩賜；三，必然成就，這是主耶穌對信祂的人應許，一定會成就，這從使徒行傳中使

徒們所行的事中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傳福音中有神蹟跟隨他們。 

（2）五種神蹟並不是必須有，也不是每次傳福音都必須有這些神蹟，我們不能將這段經文

拿來應用在每一次的佈道會中，認為必須有說方言，有趕鬼治病才是傳福音。耶穌說的是

會發生這些事，而且神蹟是用來證實所傳的道，如果需要的話會有這些神蹟發生，並不是

一定要有這些神蹟才算是傳揚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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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許是必然成就的事，但是在眾信徒中有不同的恩賜，哥林多前書說恩賜是聖靈隨己

意隨意分配，不是人人都有。那麼這段經文告訴我們神應許在信的人中一定會有方言，會

治病趕鬼，但哪些人會方言，哪些人會治病趕鬼，哪些人可以手拿蛇，哪些沒有這些恩賜，

則不是我們能論斷的，是聖靈所賜的。 

2. 耶穌復活的事還記敘在馬太福音28:1-20，路加福音24:1-53，約翰福音20:1-25。 

 

	  	  	  	  	  	  	  	  	  	  	  	  	  	  	  	  	  	  	  	  	  	  	  	  	  	  	  	  	  	  	  	  	  	  	  	  	  	  	  	  	  	  	  	  	  	  	  	  	  	  	   	  
十六章整段經文在描述主耶穌復活的事，根據內容和時間順序我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

部分從1到13節，描述瑪利亞和兩個門徒親眼見到主耶穌復活。從這段經文中我們看到不同的人對

主耶穌復活的信心不同： 

一，抹大拉的瑪利亞，她是和其他婦女一起去膏主耶穌的身體，從而見到天使被告知主耶穌復

活了。她去告訴彼得和約翰，然而他們不信，瑪利亞沒有離開墳墓而是在那裡痛哭，從這裡看出她

愛主的心，主耶穌當時顯現給她看見。 

二，以瑪忤斯路上的兩個門徒，那兩個人與主耶穌同行一路沒有認出主來，但當他們後來知道

那是復活的主後，就立即跑去告訴其他門徒，他們是何等有福的兩個人，聽主的教導與主同行； 

三，門徒們，他們那時候因為害怕都聚集在一起哀哭，他們絕望哀哭但卻不相信瑪利亞和那兩

個門徒回來告訴他們的見證，他們說主耶穌復活了，門徒們那個時候依然沒有信心，所以不相信。 

第二個部分是從13到20節，主耶穌升天前對門徒傳達的大使命和應許，也是門徒們親眼見到復

活的主生命發生完全改變的開始：一，門徒的改變，當主耶穌現身在門徒中間，責備他們，門徒們

終於相信主耶穌復活了，他們的生命改變，如20節所說的開始往普天下傳揚主的福音；二，主耶穌

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傳揚主的福音；三，關於信的基本要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則被定罪；四，主耶穌的應許，信的人必然有神蹟跟隨他，主與他同工，主賜個人不同的恩賜為主

作工。 

 

 
1. 婦女們在空墳墓裡見到了誰？得到了什麼信息？她們信了嗎？ 

3. 誰向門徒們說主耶穌復活了，門徒們聽了後做了什麼？瑪利亞為什麼在墳墓前哭，主耶穌

為什麼在她面前顯現？ 

4. 當瑪利亞看到主耶穌後，她又去告訴門徒，門徒們信了嗎？以瑪忤斯的兩個門徒也告訴門

徒主耶穌復活了，門徒們信了嗎？ 

5. 門徒們什麼時候信主耶穌復活了？ 

6. 主耶穌升天前告訴門徒什麼信息？大使命是什麼？信和不信的結局是什麼？ 

7. 主耶穌升天後，門徒們做了什麼？他們的生命是否完全改變了 ，是否如主耶穌告訴他們的

那樣傳福音給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