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第三课第三课……

耶稣早期的服事和抵挡耶稣早期的服事和抵挡((上上))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可可14~45耶稣早期的服事和抵挡耶稣早期的服事和抵挡((上上))
从 可14~45是是是是耶稣一开始出来，在加利利服事的的的，

可14~15是承上接下的的的的的，

 承上就是 可1~13 的序言
 下来就是 可14~三6 是有关于早期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

可14~15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在在在在在在，福音提提提两次之之，

在这是这 第可第 的可的的，这就就就：在这是这 第 第 的 的的 这就就就：

这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福音。

耶稣这施洗约翰所所所福音内内的重点，耶稣这施洗约翰所所所福音内内的重点，

相同的的的的是在强调要悔改：要要要要自己承认
自己在神的面前、在跟人的面前，都是有过失的，自己在神的面前、在跟人的面前，都是有过失的，

都是达不到神所要的圣洁、公义、慈爱的标准…

所所所所要每一个人，的都都在神的面前要要是在能的认识：

愿意悔罪 并且愿意改变愿意悔罪，并且愿意改变，

除了在对自己要有这样的认识以外，

并且也要相信 要能够相信福音并且也要相信、要能够相信福音。

相信福音是是是是是是？福音提到是是是？

是有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的事迹、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的事迹、他的所作所为，
还有耶稣自己本人，他到底是谁，这些都是有关于福音。

耶稣在约翰被下监以后，他这他他传福音，耶稣在约翰被下监以后，他这他他传福音，

选择的地点很特别，他不选择在耶路撒冷，

却选择在比较北边的加利利。却选择在比较北边的加利利。

加利利是是是这是是在外邦人的的在，

是离开耶路撒冷圣城比较远、偏北的地方是离开耶路撒冷圣城比较远、偏北的地方，

那里比较不容易引起圣城的宗教领袖的注意，

可要可是耶稣为是是要从那里来开始、可要可是耶稣为是是要从那里来开始
作为他传福音开始的的的。

他所强调的的的，这是就日期满了、神国近了，

在在他的希腊文的在的 在是在这完成式的动词在在他的希腊文的在的，在是在这完成式的动词，

 表示神的日子已经满足了，在神日子满足的时候，

神的统管 神末后的救恩 就要临到他的百姓神的统管、神末后的救恩，就要临到他的百姓

 神末后的救恩要在旷野发生，要再一次的

领他的百姓出埃及 这个日子已经到来了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这个日子已经到来了

在谁之中提他是？在耶稣的身上已经来到了，

而而神的国已经近了，在他的原原这是已经到了，而而神的国已经近了，在他的原原这是已经到了，

在耶稣的所作所为的的的，神国已经来到。

 耶稣第一次来到时，他所带来的神国是属于心灵上的神国 耶稣第 次来到时，他所带来的神国是属于心灵上的神国

 将来神国真正的落实，是要在耶稣以后再来的时候

神国既既在耶稣来到的时候这就的就在的的，既既在 这 就在的

所所要这都都要抓住机会：要能够即时地决定，

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且要来依靠这位神子，

让他来带领我们能够进入神国。



可16~20马可这就就耶稣一出来传福音，

除了宣讲要悔改 要信福音以外除了宣讲要悔改、要信福音以外，

重要的，他就先选择呼召了四位门徒，

的经两次的呼召 两对兄弟，的经两次的呼召、两对兄弟，

彼得这他的跟跟安得烈、西庇太的的的雅各这约翰。

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 并不是去挑一些尊贵 有学问的人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并不是去挑 些尊贵、有学问的人，

反而是接近这些渔夫们、这些打鱼的人。

在第可在在巴勒斯坦的在的的的，不不不是最穷的人，在第可在在巴勒斯坦的在的的的，不不不是最穷的人，

 因为加利利湖里面有许多的鱼、非常的丰富，

他们的打鱼一定也有很多的收获他们的打鱼 定也有很多的收获

 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属于很穷苦的人，

也不见得就是很高位的人，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不见得 是很高 ， 是很有学问

他他他是可这普通的百姓而就，可是可他的主
在选择门徒的时候，他是不分尊贵、贫贱、年龄，

他这他他他在能的四个人。

在耶稣呼召他他他跟从他、要要他他得人如得鱼可能的一一，

他他的特点这是立刻这舍了网 跟从了耶稣他他的特点这是立刻这舍了网、跟从了耶稣，

在是可他这这所要这这的：

当耶稣来呼召我们时 我们愿不愿意像这四位门徒一样当耶稣来呼召我们时，我们愿不愿意像这四位门徒一样，

能够愿意立刻舍弃了网、舍弃了在地上所拥有的、

甚至家人 起来跟随主呢？甚至家人，起来跟随主呢？

马可并并是就就就：

彼不、约约、安不安，是不是认识耶稣？彼不、约约、安不安，是不是认识耶稣？

耶稣一呼召他们、他们就跟从了。
为是是他他要要这从这么快是？如如如如如的如如如为是是他他要要这从这么快是？如如如如如的如如如…

约翰福音，其实施洗约翰也向他自己的门徒指证，

耶稣就是神的羔羊耶稣 是神 羔羊

路加福音，耶稣曾经帮彼得他们打鱼、打了满满的鱼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所在，他他是已经认识耶稣的，

所所在在在在在他他一，他他这他不他他的跟随了耶稣。

可他要跟随耶稣，马可所强调的是是是是？

要完全地跟随 放下自己 舍弃地上的财物 甚至家人要完全地跟随，放下自己、舍弃地上的财物、甚至家人，

要要绝对地跟随，在这的这这这普通的拉比所他在的这所、

这所他这这学学的的学，是是既不是的，这所他这这学学的的学，是是既不是的，

 那时候的拉比的学生，是学生自己来挑老师

 耶稣来选召门徒 耶稣来选召门徒，

是出于耶稣的主动、不是门徒主动

这这神来选召你、可作他的门徒，这这神来选召你 可作他的门徒
也是出于耶稣的主动、跟他的拣选、跟他的主权，

跟拉比那个时候师徒的关系是不同的。

拉比所传这传的一一，学生最最要是这最拉比他这这是是？

 学习圣经、妥拉、律法的解释、

 在学问上，拉比也要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敬虔，

凡事要指向于神的心意是如何

拉比敬虔的的能，才要要才不学生的的的、认是、这这。

但是耶稣所要的门徒的学习，但是耶稣所要的 学习
不不是头脑上的跟随，

而是有生命的委身，

更深层的委身、是内里的委身，

在是可这全然不同的可这委身。

所所可他可所所提：耶稣呼召我们，

而是要参与他的工作 不不是要跟他学习而是要参与他的工作、不不是要跟他学习，

 他来如何解释、如何来遵照、如何来生活，

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
 我们还要参与他去传道的工作，

能够去得人如鱼能够去得人如鱼



马可这就最 可21~28所提耶稣呼召了四徒所以，

他他是 这团队的服事 在在从他不单打独斗他他是可这团队的服事，在在从他不单打独斗，

在可这可他可这是这这的提醒：

我们都需要加入团契 或者小组 跟其他的肢体相连结我们都需要加入团契、或者小组，跟其他的肢体相连结，

不要有个人主义，这跟耶稣的作风就不一样。

在一一耶稣带提四个门徒，第可第的，在一一耶稣带提四个门徒，第 第的，

在安息日的一一他进了一个会堂。

会堂在是是的一一这就的是提，会堂在是是的一一这就的是提，

在圣殿还没有被毁灭以前，在各地就有了会堂。

因为在是是的一一，犹太人曾的亡国在亚述的手中，因为在是是的一一 犹太人曾的亡国在亚述的手中
他犹要这散居在各地，在在的的他犹要为了要敬拜神，

每十个男人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每十个男 可 成 个会堂，

他们没有驻堂的拉比，需要去请讲员。

所所耶稣可是也也提提安息日这提提也就就就，

他可可以进去，这是一一也会讲道。

是可有安息日的一一，耶稣这提提会堂就就里里里里要，

这个会堂是在迦百农 是 个很重要的渔港 有很多的渔获这个会堂是在迦百农，是一个很重要的渔港、有很多的渔获，

在这里要上上下下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在在就也在提在之的要，是有有的驻防城、百夫长、在在就也在提在之的要，是有有的驻防城、百夫长、

王的王王、税税，迦百农是可这是是的传福音的据点。

在这里他进了会堂就教训他们在这里他进了会堂就教训他们，

众人都非常希奇他的教训，「不像文士」。

文士是在所是是要在是是一，为提要明白神的律法，文士是在所是是要在是是一，为提要明白神的律法，

 就有像这些文士们，会来研读神的律法

 有名的以斯拉，对律例典章都非常地精通， 有名的以斯拉，对律例典章都非常地精通，

以后就形成一个文士制度，他等于是鼻祖

以他安提阿古叙利亚王四世，攻攻在攻攻攻、占占他犹的一，以他安提阿古叙利亚王四世 攻攻在攻攻攻 占占他犹的一

强迫犹太人要希腊化，文士是的这有有比较倾向希腊化，

但有平民的文士就不是倾向希腊化的，受到百姓的尊重，但有平民的 就不是倾向希腊化的，受到百 的尊重，

自己也研读律法，常常变成家族世袭的传统。

文士最王的最最是最摩西的律法，

为了要在生活上遵照摩西的律法而不会违规为了要在生活上遵照摩西的律法而不会违规，

就形成了「哈拉卡」这个口传律法， 后把它典物化。

文士是是是他他的传统 而而而提这些规定文士是是是他他的传统，而而而提这些规定，

但是他他的讲话、权柄，现在里要现不

耶稣讲话的权柄高经文士耶稣讲话的权柄高经文士，

因为耶稣的讲话，是他要人们来听他怎么样来

解释圣经 而不是延续古人的传统解释圣经，而不是延续古人的传统…

在这一一这是可这污鬼，污污是污污，

是除了读者以外 第一个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圣者是除了读者以外，第一个能够认识耶稣是神的圣者。

圣者，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就是弥赛亚。
在这一一耶稣他责备牠就：：你不要作声 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在这一一耶稣他责备牠就： 你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

污鬼这就就顺服了耶稣，这他他提，里要的众众的震惊，

还说：这是什么新道理啊，因为连鬼都听从了他。还 ：这是什 新道 啊，因为连鬼都听 了他。

所所在在的名声这所就提加利利的在的。

可29~34耶稣他提会堂，带最雅各、约翰，

攻 西门和安得烈的的 那一西门的岳母 正热病躺最攻提西门和安得烈的的，那一西门的岳母正正热病躺最…
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路加说她是烧得很厉害

保罗在替部百流酋长医病的时候 保罗在替部百流酋长医病的时候，

部百流酋长也是热病

所所那这热病可以夺人命的，所所那这热病可以夺人命的，

但是是要但但耶稣提所以，

在在这牵她的手、扶她起来。在在这牵她的手 扶她起来

这里可以看到耶稣他慈祥的一面，他愿意去服事老人家，

用手来牵她起来 牵她的时候 她的热立刻就退了用手来牵她起来，牵她的时候，她的热立刻就退了。

你这可所所提在在的权能的显明，在这神子，

真的是学施洗约翰后面来的是更有能力、更大的那可在。真的是学施洗约翰后面来的是更有能力 更大的那 在

彼得的岳母这就他服事他们，

当彼得的岳母尝受了神子的恩典、医治的大能以后当彼得的岳母尝受了神子的恩典、医治的大能以后，

她就立刻愿意来用感恩来回报她的主、愿意来服事他。



可32~33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耶稣还不得休息，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有人带着 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

而且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马可用夸大的笔法，真的是在之的要的真提彼得岳母家的在在，马可用夸大的笔法 真的是在之的要的真提彼得岳母家的在在

是他他的需要、他来耶稣为他他治病。

34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症的、又赶出许多的鬼，34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症的、又赶出许多的鬼，
不许鬼说话，就因为鬼认识他。

为什么不在污就不是？这是马可福音：守秘密」的最的，为什么不在污就不是？这是马可福音 守秘密」的最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弥赛亚的秘密。

因为在在可他他的一一，不是鬼认识他是神的儿子，

可是在在不希望这么早就曝光，因为才因因的的他他因的，

他不希望他的工作受到拦阻，也不希望别人只是认识他

像希腊罗马那样的神人只会治病的

 他是来要叫人认识自己的罪，要人从心灵上能够愿意悔改、

来 教导 生命的救主来接受他的教导、认识他、接受他，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

可35次日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
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

马可提提提提提可这提提，

耶稣前一天是忙得不得了 应该是要耶稣前一天是忙得不得了，应该是要

多作休息的时候，可是天没亮的时候、他就起来了，

而而而而提旷野里。旷野是是是的的？而而而而提旷野里。旷野是是是的的？

是没有人、是荒凉、孤单的地方，

很可能也是耶稣常常跟门徒在那里安静祷告、寻求神的地方。很可能也是耶稣常常跟门徒在那里安静祷告、寻求神的地方。

马可提提耶稣祷告的的的，在在在马可福音就就不是三处：

这是第一处，另一处在他履海以前，另一处在客西马尼园。这是第 处，另 处在他履海以前，另 处在客西马尼园。

可是在在为什么这并是天，这要提就就里就但是？

 耶稣他并不因为自己服事的成功 耶稣他并不因为自己服事的成功，

而被这个成功的浪潮就掩盖住他自己前面的方向

 他要来寻求神的指引，他要明白神下一步要他往哪里去他要来寻求神的指引，他要明白神下 步要他往哪里去

所所他这提旷野的的的他祷告。

可36~39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门徒在在这一一并不认识耶稣 他是怎么样的 位耶稣门徒在在这一一并不认识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

他们这样子跑来追耶稣、而且要他回去，

认为耶稣应该要体恤众人的需要认为耶稣应该要体恤众人的需要。

可是他他这的在在老师，

 不是一位只要人认识他、是会医病的弥赛亚 不是 位只要人认识他、是会医病的弥赛亚

 而是要人认识他，真的是要信神、要认识自己的罪，

并且接受他是心灵上来复兴人心灵的弥赛亚来复 弥赛

耶稣就：可他他是为提传道…
虽然医病赶鬼耶稣也做，但是他主要是传道，虽然医病赶鬼耶稣 做，但是他主要是传道

所所他这从迦百农这就提提加利利的全地…

马可最赶鬼放在最以，表表耶稣他他，他是上帝的儿子，

代表的是光 光和暗是不能够相容的代表的是光，光和暗是不能够相容的，

他每到各处传道的时候，必定会跟污鬼的势力起冲突。

最以这是洁净大痲疯 可是耶稣动了慈心 它的它提是可40~45最以这是洁净大痲疯，可是耶稣动了慈心，它的它提是：

当这个大痲疯在耶稣面前跪下，

并且相信耶稣能叫他洁净的时候 耶稣就去伸手摸他并且相信耶稣能叫他洁净的时候，耶稣就去伸手摸他。

痲疯病是也所是要的，在在在的、的身的的身身提屈辱、痛苦。

在这痲疯病人不不不不是能要要提在在的就在他，在这痲疯病人不不不不是能要要提在在的就在他，

但是耶稣却去伸手摸他，却能够叫痲疯病人立刻得到洁净。

耶稣是大过律法，在律法书的就所就：耶稣是大过律法，在律法书的就所就：

不能摸不洁净的，摸不洁净的人就会不洁净。

但是可他的在在是神的儿子，但是可他的在在是神的儿子
他是主的到来，他不是他他的要，

所以他能够胜过疾病、胜过黑暗的势力，所 他能够胜过疾病、胜过黑暗的势力，

胜过痲疯，他能够医治、叫他洁净。



耶稣要在这洁净好的痲疯病人，要里这祭司察所，

并而不要告诉人并而不要告诉人。

可是在这要他他里这里讲了很多的话。

是讽刺的可提：鬼顺服耶稣 叫他不要出声 他就不出声；是讽刺的可提：鬼顺服耶稣，叫他不要出声、他就不出声；

可是人就不顺服耶稣，耶稣叫他不要出声他就出声…

他他他都都要他提祭司那就这那那察所 要献上祭牲他他他都都要他提祭司那就这那那察所，要献上祭牲，

八天真的洁净了以后才要要才提他才的的的里，

但是他却没有 他就去宣讲了但是他却没有、他就去宣讲了，

所以害得耶稣不能够明明的进城。

都都是在在应提各地去宣讲，都都是在在应提各地去宣讲，

但是他因为人的不顺服，

在在不是提旷野的地方，在在不是提旷野的地方
可是耶稣的的的是王，人人就来就他，

但是耶稣却因为人的不顺服，但是耶稣却因为 的不顺服，

而只能够在旷野的地方来传讲神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