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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甚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
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
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
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可可11-13

的这这这我就这因 复活」讲到到到到到到？
的这这这我就这因「
嘱我他他他：如果他们的老师、弥赛亚是来复兴万事的话，
那照旧约玛拉基书的记载，必定先知以利亚会先回来，
先知以利亚回来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百姓
能够父亲的心归向儿子、儿子的心归向父亲。(玛玛)
使因因因我使使使为他们的罪来悔改，
免免主来的时候就就使施行审判。
所以嘱我他他：以利亚讲到来了没有呢？讲讲就耶耶嘱我说：
以利亚当然是要先来，可是圣经上面也有讲，
人子他来的时候、要受许多的苦、任人轻慢。

可可10~九50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马可福音，讲讲讲讲我登山变像，
以以，讲讲下山我的的，嘱嘱嘱我学生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耶稣神显我的的的的，嘱他他不希望很快地宣传出去，
因因因因因我百姓就就嘱我学生我一，
 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并不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他们盼望的，是一位得胜荣耀的弥赛亚
 所以他不要先把他的这个神显、荣耀人子的形像，
先宣扬出去，以免他们误会
门徒就就嘱我老师的话就存记在心，
可是他们并不是完全地了解，
所以仍旧议论着说–
这个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讲到人子他到到在在，他旧约有说嘱来的时候使要许多的苦？
以以以以以以玛4、诗诗诗诗诗，使有都讲
使有都讲弥赛亚，
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来的时候，
都会被地上的人轻慢嘲笑…
都会被地上的人轻慢嘲笑
必必使以利亚先先，因弥赛亚先预备道路我，
 先让全地的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
 愿意预备他们的心，能够愿意悔改，
来等候弥赛 的来临
来等候弥赛亚的来临
的的以利亚讲我到讲呢？就到施洗约翰，
 以利亚经受过亚哈王、耶洗别的追杀
 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受到希律王以及
希
，
他所要娶的希罗底的迫害，以致于被杀
所以耶稣就到就施洗约翰的事我就到以利亚我的的，
他已经来过了，而且人也任意地待他、逼迫他。
他正经上所就所嘱我所 – 耶稣就以利亚已经来过了。

当耶稣讲完这些话我的的，耶稣就讲就山下，
其他的门徒没有被耶稣带到山上的 他们在做什么呢？
其他的门徒没有被耶稣带到山上的，他们在做什么呢
可14~15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都甚希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的这我希奇讲到到到到到到？因到到看到耶稣就希奇？
 可能耶稣从山上下来，好像旧约摩西从山上下来，
带有荣光， 为 神
脸上仍旧带有荣光，因为跟神会过面
 耶稣在山上已经变过像，很可能他的荣光犹存，
使我看到他就很希奇
可16~18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甚么？」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
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知知问题到被他是这，所以耶稣到是到感叹呢？嘱就说：
嗳！不信的世代 我在这里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
嗳！不信的世代，我在这里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
旧约我的的，摩西带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旷野行走的时候，曾经百姓也是跟摩西争闹，
旷野行走的时候 曾经百姓也是跟摩西争闹
没有肉吃、没有水喝。
所以在民数记都可以看到 摩西也是非常地挫折
所以在民数记都可以看到：摩西也是非常地挫折。
摩西曾就被十二个探子被去迦南地，讲到使到使讲那这被，
但到十二个探子回先，除就迦勒、约书亚以以，
其他十个人都怕得不得了，说那里的人又高大、像巨人
样那么大，怎么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抢他们的地呢。
一样那么大，怎么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抢他们的地呢。
他们完全对耶和华失去信心，所有的百姓都嚎啕大哭！
到也也
也 要忍耐他们到什么时候呢？
神就说、也到也也在也也，
我们也是一样，跟随主我的的，尝过主恩我的的、主的能力，
但是 果有时我 遇到困难 时候、不如意 时候，
但是如果有时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可能又对耶稣失去了信心…

可19 耶稣说：「嗳！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不信的世代到是是讲呢？他的这就到包括他的门徒，
因因的的使讲说：他把他的孩子带到他门徒那里去，
他把他的孩子带到他门徒那里去
但是他的门徒都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
那因到到那那不能赶出鬼呢？他 马可马马玛、六诗，
耶稣在选召这十二个门徒时，曾经叫他们要
常常跟他同在、要差他们出去传道，
常常跟他同在、要差他们出去传道
并且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
六7 两个两个门徒被被被被被我的的
被被被被被我的的，
耶稣就就就就就嘱我制伏鬼的权柄，
所以门徒出去服事时也曾经
制伏了鬼、医好了许多病人。
但到但他但但讲
但到但他但但讲就的的
的被哑吧鬼附的小孩子，但到
但到赶不出来，
照理说门徒应该有赶鬼的权柄，怎么这个时候就不灵了？

的的一我的这，就到对耶稣没有完全的信任，
就好像耶稣所讲的这个不信的世代。
就好像耶稣所讲的这个不信的世代
耶稣就说：「你把这个孩子带到我这里来。」
可20~22
20 22 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 见耶稣 鬼便叫他

重重地抽疯，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
要灭他。你若能做甚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的的这这就讲，的的这这这到非常地痛苦，
而且当这个小孩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鬼还更折磨他，
 人到是所神的形像造我，
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人，鬼却要把他毁灭
 而且这个父亲对耶稣的信心也不是很大…
可到耶稣就先挑旺他的信心、就向嘱挑战，
可23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

可24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

「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的到他圣经这里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也到也免我我学习我。
的这这非常的诚实，耶稣先先嘱说：你信不信啊？
你正你信我所、就就就
我所 就就就为你成就。
 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子，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就看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
 这个父亲也很诚实，他说：我愿意信，
可是我的信心实在不够，求你怜悯我、帮助我
嘱我到到就到请愿，而而到以我的
好就低下一层的人，他
他神我里的求他可怜。
嘱他先到他嘱夫子，
可17 「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 」
可24 「求主帮助。」嘱就就就改口，就就他的帮助。

可28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甚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所以耶稣常那那我对对不是公开的，嘱有的的
还到讲屋内被讲
被讲，这他真真
这他真真天国的道理，
耶稣还是真正跟随他的人才教导他们。
可29 耶稣说：「非用祷告（有古卷加禁食二字），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或译：不能赶他出来）。」
那到到说 – 你使赶出这样的鬼、你使
你使解
，
解决你的困难重担
困
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人无能为力，
这是属灵界的争战，那是要靠神的能力。
是到一就就支取神的能力呢？就使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
门徒难知难有就难？嘱我我他就就，可到是到一呢？
他们的信心不够，所以如何加添我们的信心呢？
或在神的面前支取他的能力呢？就像孩子的父亲一样，
我们要在神面前讲说：我们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们！

的的的的众人使都我先，耶稣就斥责污鬼，
就叫这个聋哑的鬼从他里面出来。
可可的的这可可可，到不到哑吧、也到聋的…
鬼在出来以前还折磨这个小孩子、
鬼在出来以前还折磨这个小孩子
叫他抽疯，小孩子就好像死了一样，
可到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就扶他起来了。

耶稣他马可福音治病的，也也使到常病人就拉着他的手，
 医治彼得的岳母
 在睚鲁的家里对他的小女儿
 在这里这个小孩、鬼叫他抽疯，他真的就像死了
在这里这个小孩、鬼叫他抽疯 他真的就像死了一样
样，
讲讲就用手去扶他的手、嘱就站起来了
耶稣嘱到神的儿子，嘱能够医治所有我所，
任何的困难、我们所有的重担，
都能够把它丢在主的面前，
因因嘱到大能的神子。

也也我我来到神面前我的的，也也我我本身有一些软弱 –
有怀疑 重担 可能犯了什么罪 得罪了神 得罪了人
有怀疑、重担，可能犯了什么罪、得罪了神、得罪了人，
以致神不能帮助我们，所以「古卷有加上禁食两个字」。
有讲讲
禁食到到到到到？以以赛 有讲讲：
 禁食就是要刻苦己心，完全不被任何事情打扰，
来谦卑自己 在神的面前谦卑 认罪 悔改
来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
而而支取神的力量、专专仰望主
 当我我他刻苦己心我的的，使要到到到呢？
就不能够再用我们的口来骂，
好像对哪些人还怀恨在心，
并且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我们要发出我们的爱心要来帮助他们
 当我我怀有这样子的心我的的，
神就会悦纳、神就会来帮助我们
的一可我的的，有我的的这样的鬼、使的一要就就被赶开。

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 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
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 又不敢问他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

可30~32

耶稣第诗我我「受难预告」这里，
所讲我到多了
多了一项资讯
项资讯–
 人子使被交在人的手中、使受人的折磨
 这是多了
这是多了一层
层，但是门徒还是不明白，
但是门徒还是不明白
最不能明白的是弥赛亚为什么要被杀？
可是又不敢问老师…
以以就先讲迦百农。耶稣曾就他那这曾就可曾我所、赶赶，
所以那的在在很多人要找他、使都免都都到都。
耶稣他在可这里就问门徒说：你我在路上争什么？
其实
其实这一路上，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主要受苦、而且要死，
，
，
但是他们脑筋里还是装了地上的事…

耶稣说：就使就的的小孩子我一，
 在父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要谦卑
在父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要谦卑
 完全仰赖父母的供应、相信父母是爱他的、
相信父母为他所做的都是对他好的，
相信父母为他所做的都是对他好的
的这态度我，要就就才因我的跟随主的人
用的一我态度先服事人，凡到
凡到接待比较他我我当在
是看为弱小的、看为低下的、被人瞧不起的、被人逼迫的，
也许他们有很多需要 软弱的
也许他们有很多需要、软弱的，
的一我使到我们主所爱的，也到我我应该所服事的。

如果接待这样的人、服事这样子的人，
如果接待这样的人
服事这样子的人
耶稣说：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我们的主。
因因我们的主先讲在我
先讲在我，连
连枕头的地方使难有
使难有，
他整天东走西走地教导人，服事人、医治人、为人赶鬼，
有时 天忙下来，第 天 早就跑到
有时一天忙下来，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山上去祷告亲近神…
去祷告亲近神
因我到到他自己、因我到成就天父的旨意。

嘱我还他争论到到呢？
先嘱我我的的 嘱我他事到他讲 的事我
耶稣先嘱我我的的，嘱我他事到他讲，的事我
嘱我到他争谁是大、谁作小，因因嘱我他：
 他们的老师要受苦，为了要复兴以色列国
他们的老师要受苦 为了要复兴以色列国
 到时候到底哪一个人在耶稣的旁边
能够作最大的呢？他们在争大小
可35~37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

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
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
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小孩子代代到我的弱小我、到到什什使难有我，
他必须要靠父母的爱 保护 供应 这样的 个人
他必须要靠父母的爱、保护、供应，这样的一个人…

可43~44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
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一个人就只要一只眼进入神的国，
个人就只要 只眼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他的这我我可以在讲 耶稣的门训到也也在澈底也也在严格，
他的这我我可以在讲，
嘱我到到就到说：正你我我如在有使，
嘱我一只手、一个肢体是犯罪的…，那讲讲说：
宁可把这只手砍掉，也不要因为拥有这只犯罪的手，
而不能够进天国！而落入地狱的刑罚当中去！
或或我我我或或或看不该的东西、
那不讨神喜悦的东西，
我我我可不要这只眼。
就是不要让我们犯罪的肢体，去影响到别人犯罪，
那这样子就不能够进到神国里面去。

可48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好就启示录有讲火湖，他事到
他事到为撒但预备我；
我
如果我们犯罪，也是要丢到火湖里面去。
那的火因到到不灭呢？虫因到到不死呢？
这里就好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欣嫩子谷是烧垃圾的 个地方，
欣嫩子谷是烧垃圾的一个地方
就整夜的在烧，有虫好像都在那里不断地滋生，
所以火是不灭的，就形容那个地方真是非常痛苦的地方。
可49 因为必用火当盐腌各人。

因因火也代代试炼，
所以我我他作主的门徒我的的，
有我的的也就但讲我这
有我的的也就但讲
这苦难不如意，
那个时候这些不如意，
也许是神要借着这些苦难来炼净我们，
来使我们更加的圣洁。

那盐本先到好我，若失了味有到到可以叫它再咸呢？
 盐本来是作防腐用的，在古代的时候
盐本来是作防腐用的 在古代的时候
素祭、燔祭里面都要加上盐，才能够来献祭，
所以盐到可是使我
 盐能够使食物能够储存不败坏，盐本来是好的
可到他地中海、他巴勒斯坦我带我一，
带我一，
这个盐柱里面的盐失去了味道、那就没有用了，
就被丢在外面去践踏
你我里面也也当有盐、彼彼使和睦，
所以讲讲就回讲嘱他先我 可33，
本先嘱我在争大小…
可50 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么叫它再咸呢？
，
，
咸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所以耶稣又就的的问题就免讲就我的
最以我我的教导、我的劝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