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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下半部，从可31 开开，耶耶耶
开始教导他的门徒有关于他受难的事情，
可31~33 是是第一次预告是他耶受难…
可31~32a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这话
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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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人子」必必受许多的苦，
这是耶耶可马可福音里第三次称呼自己地的的，
地的的
 在马可福音的上半部，曾经人子出现过两次
 从下半部开始，人子的次数就会很多，
从下半部开始 人子的次数就会很多
耶稣一共用了十一次

人子可马可福音
马 福音里，
可可可三个就不地用法、类型：
1 人子是是是耶耶是是本身是人的儿子
1.
2. 人子是是是受苦的人子，
他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是到处服事 奔走
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到处服事、奔走，
没有固定休息的地方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荣耀的人子，
3 人子是是是是是
3.
因为人子将来还要再来，
要来审判他的百姓、审判这个世界

「明明地」希希希是 parrhesia，意意意是意
是已经开始意就是
意
像以前 样，
像以前一样
 都告诉他的门徒要守秘密、不能够公开地来宣讲
 要鬼、叫牠们要安静，不要公布他的身分
要鬼 叫牠们要安静 不要公布他的身分
可是可可耶稣意开开很坦白地、很公开地，
直接了当地意地地是地地地。

人子地出处、它地背景…
但但13~14
13 14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 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
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可是这可耶耶可可 – 是是是耶必须受许多的苦。
「必须」可在在地希腊文的地是 dei，
每一次 dei 出现时，就表示是神的旨意。
意是耶稣他耶受许多的苦，这这这是什么呢？
 包括工会的首领从他们来的逼迫、受他们的羞辱、迫害，
这里的宗教的领袖，就是大祭司、文士、长老，
这这这这意这这这这工会是他地这他
 整个工会就要弃绝耶稣，「弃绝」就是不承认他是弥赛亚，
弃绝
并且要丢弃他、而且他要被杀
这里可也是会受许多的苦。
耶稣也可意也第三天他会复活，这里可也是

这里地这希，意就可暗示、提及可有这旧约以赛亚书…
赛赛这4 这个以赛亚的仆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这个以赛亚的仆人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骂、被神击打苦待了。
赛赛这11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赛赛赛13 这个义仆将来，他虽然是受苦，

但是他也会被神高抬。
赛赛赛13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
所可所他可可所也意：
耶稣预言是耶受苦，是他耶他他他地逼迫。
但是所他这里可可所也意：
这些经文有它旧约的背景，
很可能是从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来的。

可是可可耶稣的学生彼得，因因听也是地老师要去受苦，
这跟他的理念 思想当中的弥赛亚是不合的
这跟他的理念、思想当中的弥赛亚是不合的，
是他因弥赛亚在是耶来来是他推翻罗马的政权，
 带领他们恢复大卫那时荣耀的国度，
带领他们恢复大卫那时荣耀的国度
而不是要被杀啊！
 所以他就劝他、要拦阻他
所以他就劝他 要拦阻他
可33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就是彼得这成撒但，而是
而是彼得成了撒但利用的
彼得成了撒但利用的工具
具。
撒但在 可是曾经试探过耶稣，
在那里牠们跟耶稣来回的争战，
一共有四十天之久，
可以马可福音意就可就会撒但成。

不同这里可也三天复活，这是「三天」也可也是也也也…
何 1~2 来吧
何何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
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三天」，常常可先知书就会也受苦的时间地的的，
好好是三天以后意就再兴起。
当门徒听也耶稣地地是他是将要受苦地的地同的，
彼得 – 常常是门徒的发言人、代言者，
常常是门徒的发言人、代言者
他是他们的领袖一样，
是意拉着耶稣、意「
意 劝他」 。
这里的劝他，原文的意思是斥责他，
是一个很重的字，有些译本翻译成为
责怪他、劝阻他、责备他。
是25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这12 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可是可这是同的，又可可所也撒但还是还还地耶在
搅扰神的工作、神的计画，
 神的计画是要透过耶稣来成就的
 可是这个时候撒但就抓到机会了，
因因彼得怎怎怎…耶稣意：是是体贴人的意思、
体体自己的意思、体体
体体世界上人的那种欲望，
人的欲望是希望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君王、
是为了犹太 、以色列的 度的好处；
是为了犹太人、以色列的国度的好处；
可是这是可神的旨意就不，
神的旨意可就是耶这怎却、而是而弥赛亚先要受苦。
耶稣是完全顺服神的意思，他就是宁愿顺服神的意思，
受苦、致死，他都不愿意违背。
所可是意所常所所地斥责是地他他彼得，
意可是可意：他身上的这个撒但，
退到他后边去吧！不要来搅扰他。

耶稣 可34~38 在教导门徒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学生。
可这里耶稣意就众人可门徒在，
在
可可耶稣意可马可福音上半部地作风、完完地不一样…
 在上半部的耶稣，常常叫他们要安静、不能够宣扬他的身分
在上半部的耶稣 常常叫他们要安静 不能够宣扬他的身分
 现在他却把众人都叫来了，不只是跟学生讲、也跟众人讲，
就是希望他们如果真正地要跟随他、作他的门徒的话，
就是希望他们如果真正地要跟随他、作他的门徒的话
必须要成为什么的样子呢 – 就必须要舍己
这里地舍己、可背起是地他他他在跟从所，
这这是动词，可在在地34 当当，都是命令语气，
「舍己」的意思就是舍弃自己，不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要以主耶稣的意思为中心、以神的旨意为中心
耶「背
」在，这是他他他意是
是他他他意是耶稣要背的十字架，
耶
背起十字架
架」在
作他的门徒、来跟随耶稣的，以耶稣为老师、为首领的话，
就要跟着老师的样子、跟着老师的服事的身影，
可是是怎耶在顺服天父的旨意，就也迎合自己心里的欲望

可36~37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甚么换生命呢？
这耶在换取永远的生命，代价是所常地昂贵的，
我们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是来自于神
我们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来自于神，
这不是用人的方法，能够去赚得到的、努力获得的。
所可耶稣意…
可38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这淫乱罪恶意是是这是就它地这都是拜偶像地，
 旧约的以色列人如果不忠于耶和华，
去敬拜巴力、去敬拜偶像的话，
被耶稣来看，就是对他不忠贞
 对是不忠贞，被他因意是犯了淫乱，
这是什么 属灵的淫乱
这是什么？属灵的淫乱

这怎这地是是跟从的方式，是可世人心里所想的完全相反，
而且是违反 好像跟人的自然的人性是唱反调的
而且是违反、好像跟人的自然的人性是唱反调的，
是一种相反的模式，和世界的方式是相反的，
耶这怎这要也要在跟随他。耶耶意：为什么耶这怎呢？
可35a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生命」在在地希希希他 psuche，也可可当「
也可可当 魂」他可
」他可，
它是它是所有的己、意是就地全人，就耶舍掉，
你要救自 的全 的话，
你要救自己的全人的话，
就必须先要放下自己的全人。
可35b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耶稣跟福音讲的，就是为神的国来放下自己的
 路加福音讲的就是为神的名来放下自己的
换换的意，福音可这里可可等于是神的国，
就是为耶稣跟神的国而把自己牺牲、愿意舍己的，
这样的人到后来他却是能够得到生命。


所可所他可现今的时代当当，如如
不认我们的主 觉得传福音 接受这样 个舍己的主
不认我们的主、觉得传福音、接受这样一个舍己的主，
是很可耻的事的话，
当我们的主 同着他众天使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的主，同着他众天使回来的时候，
他也要在父的面前，把我们当作是可耻的。
所可耶稣借借这怎地地借在教导、鼓励他的学生，
要他们认清：跟随他、作他的门徒，
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九1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实在」amen，是是是真实、完全可信赖的，
意好好是神可旧约、对他百姓说话地同的，
 就是用「真实的」，来作结束
就是用「真实的」 来作结束
 或是来作颂赞他的话语的真实性

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没尝死味以前」，指地意是意：
可耶稣的当代、包包是这是同的地
包包是这是同的地学生，
他们许多人仍旧会活得很久，
他们会去为主传福音，
他们会去为主传福音
但是在他们的有生之日、可能会遭到一些逼迫。
是他就从信心的眼睛也好
也好、就可
就可真实的看到，
 耶稣是那个荣耀的人子、他是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上
那是那呢？
 但是可地是可可真实的看到，那是那呢？
就是他其中的三位门徒，在下面登山变像的这节当中，
能够亲自的看到，透过耶稣看见神的国来到地上
但是对他他其他的人、包包所他包包也是是怎，
所他也就也的所他属灵的眼睛、也也要
也要看到神的国，
真地是真真耶稣的服事、已这来到了地上呢？
这个是耶稣再一次的教导他的学生，
有关于如何来作一个门徒来跟随他。

意可那是同的，是意变了形像，
希腊文意意意是意：
耶稣就开始变了面貌、变了形像，
这个面貌的改变 是出自于内里的改变
这个面貌的改变、是出自于内里的改变，
而发出来整个从内到外的一个改变。
这是目击者地是是
地 是见证：
马可地的的所常地传神，这是
九3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
可旧约衣衣衣衣、这怎这，
只可但以理书 那可那那 –
耶和华神的衣服是白色的、
有荣耀、极其洁白。
，
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主耶稣的衣服意好好就就就就雪白是怎地。
这意是是非常的圣洁；那是那那也是是地那，
那是那那也 是地那
就是像神在旧约记载，他的衣服那样的光亮。

九2~9 意是可有这登山变像…
九2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可也这这可是跟耶稣比较亲近、或是耶耶他因
可以耶在教会里当柱石地。
地
领悟力比较强，可以耶
暗暗地上了高山。
这是高山可也是加利利地他泊山、
也可也是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境地黑门山。

不论是哪一个山，在圣经中山常常都是人领受神启示的地方，
不论是哪
个山 在圣经中山常常都是人领受神启示的地方
 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诫命
 以利亚在何烈山上，听到神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在何烈山上 听到神微小的声音
所可山常常是所他人跟神亲近的地方，
所他也就也祷告山那里那和神亲近、祷告。
耶稣可也耶可他的学生带带带就、都都里地吵杂，
许多 事情、吵杂 绕
许多的事情、吵杂围绕他们，要让他们能够到山上去安静，
，要
能够到
去安静，
然后给他们从神来的一些启示。

忽就又所也两位，是可是以利亚、是可是摩西，
向是他向可 而而和耶稣说话。
向是他向可，而而
 马可福音并没有讲他们和耶稣说什么话
 路加福音有讲到 – 去世的事情

以利亚是它是旧约的先知当所常中可也中地先知，
因因摩西写成摩西五经，
摩西是它是旧约的律法，因因
所以以利亚跟摩西，就可以代表旧约的先知书跟律法书，
也就代表整个的旧约 他们就来向耶稣说话
也就代表整个的旧约，他们就来向耶稣说话。
向耶稣说话意是是是他也是顺服神的命令、在向耶稣传讲，
他即将要在耶路撒冷要服事什么事情。
这是同的彼得意对耶稣意：
「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我替你搭三座棚子好不好？ 」
是可因好好可住棚节地同的，
用棕榈树枝搭帐棚要住七天，来庆祝那个时候的收割，
住棚节就是庆祝收割的时候…

是意他就可那里也要可以利亚、摩西可是在，他怎好！
可是他忘了 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可是他忘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非常的害怕，
因因神显的时候就这意就害怕。
九7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 看，不再见 人，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这里意而所他所也：
登山变像是是就是是地让门徒能够看到，
耶稣不仅是他们的老师，其实他的身分，
要比以利亚这个先知还要伟大；
比摩西这个老师还要更加的伟大。
因因他是上帝的儿子，而而地地是他意- 是爱子！

爱子，可旧约里里常常就里因意是唯一的，
可这是意意- 唯一的儿子
唯 的儿子。
可受洗地同的，意就这就可真这怎这地就就，
这 再 次 有天上的声音为他的子作见证
这里再一次，有天上的声音为他的子作见证–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这是意好好摩西可
申他可15 你们要等候那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
他来的时候你们就要听从他。
所可这里可地耶听是，意好好撒种的比喻：
耶耶可可比喻给是他听同，意耶是他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这里天上的声音，也要这些门徒们
要听他爱子的话，因为他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可这怎地是在那这里里所他意可可所也意：
耶稣先要告诉他们，他真的是把神的国带到了地上，
他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