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音书导读福音书导读福音书导读福音书导读 第十二课第十二课……

作耶稣的门徒作耶稣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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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耶稣的门徒作耶稣的门徒
门徒与使徒的异同

门徒的原文是 学生或跟随者门徒的原文是 ，学生或跟随者。

马可福音最常提到门徒一词的经卷，

神学核心 强调作门徒的意义神学核心，强调作门徒的意义

作门徒，就是作一个效法基督的门生。

春风化雨的结果 结出满天下的丰硕桃李春风化雨的结果 ─ 结出满天下的丰硕桃李

使徒的原文是 ，被差遣或上帝的使者。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最频繁引用使徒，

强调被上帝差派作福音使者的内涵

作使徒，就是作一个传耶稣的宣教人

除非一个人先懂得如何作门徒 否则就不懂得如何作使徒除非一个人先懂得如何作门徒，否则就不懂得如何作使徒，
马可福音被放在路加福音之前，确有其涵义。

门徒与使徒的异同

耶稣的门徒，也是耶稣的使徒
在使徒行传，使徒已经变成一种职份，

弗二20a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不是每位门徒都会被称作使徒

使徒在初代教会，成为
把福音宣扬到各地第一批开拓教会的人

所有的使徒都一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使徒数目比门徒数目少 ─成为职份、头衔

所有的使徒都 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即使先前没跟过耶稣的保罗也是一样，

不是十二门徒之一 后来蒙召作使徒不是十二门徒之 ，后来蒙召作使徒，

但确实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好门徒
每一位成为上帝的子民 基督的信徒每 位成为上帝的子民、基督的信徒，

都应该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马可福音中反应出来的门徒真谛

马可一生都在学习作耶稣的门徒 ─ 不是模范生，

许多次服事考验上，跌倒、软弱，

但是上帝始终给他机会。

 十四50-52 有一个没有记录名字的年轻人，
在耶稣离开马可的家、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夜晚，

背弃了耶稣！

这段记载，正是出自这位年轻人 ─马可的现身说法。

马可有可能尾随耶稣与十二门徒到客西马尼园马可有可能尾随耶稣与十二门徒到客西马尼园…

就像是一个原本跟随耶稣的人，

面临个人生死或利益攸关的时刻，

突然曝露出生命的本相，

使原本粉饰太平的假貌都被撕开。



马可福音中反应出来的门徒真谛

 徒十三 马可在跟随表哥巴拿巴与保罗的宣教旅程中，
因吃不了苦而中途离开，这是马可第二次的遁逃。

马可一生中，经历过起码两次的挫败，

使他更能深邃地省思作耶稣门徒的真谛 ─
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不单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决志委身

并不是所有跟在耶稣身边听道的人 都是耶稣的门徒 ─

 更需要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持守下去

并不是所有跟在耶稣身边听道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
四1-10 常有一大群的人簇拥着耶稣，可是没有忠心跟随主，

他们怀着不同的动机尾随着耶稣他们怀着不同的动机尾随着耶稣

 十五40-41 一群妇女，
是跟随他 服事他的那些人 ─是跟随他、服事他的那些人 ─

这群妇女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马可福音中的门徒
随 徒马可没有遮掩追随耶稣的门徒，灵命软弱、邪情私欲，

一14-八26 看到一群灵性、经历有落差的门徒…

一个卓越的老师耶稣与一群驽钝学生的对比 ─
虽然门徒抛下了他们原有的职业虽然门徒抛下了他们原有的职业，

来跟随耶稣东奔西跑、上山下海，

但却各怀心事 内心的私欲蒙昧了他们但却各怀心事，内心的私欲蒙昧了他们

对耶稣基督讲解属灵事物的悟性与领受。

四13b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在那之前，耶稣已经给了他们权柄可以赶鬼，

他们也看到神迹奇事，

 可是灵性与信仰的经历却产生落差可是灵性与信仰的经历却产生落差

经历愈来愈多，他们的灵性却一直驽钝软弱

马可福音中的门徒
场记述六场事件，明白他们当时的光景…

事件 门徒的反应 耶稣的教导事件
四1-12  

撒种的比喻

门徒的反应
听不懂

耶稣的教导
责备他们竟然听不懂，

但仍仔细讲解

四35-41  
海上风暴

六3

害怕海上风浪，
埋怨耶稣不顾他们

为食物愁烦

责备门徒为何胆怯，
没有信心

要门徒学习想办法六37 
耶稣喂饱五千人

六45-52

为食物愁烦

先是惊慌，

要门徒学习想办法，
不需为了愁吃疏散人群

他们心里还是愚顽六45 52 
耶稣行走在海上

八1-9 
耶稣喂饱四千人

先是惊慌，
后是惊奇

再次为食物愁烦

他们 里还是愚顽

没有责备他们，
再次行神迹耶稣喂饱四千人

八14-21 
门徒忘记带饼上船

内心还是为食物挂虑

再次行神迹

责备他们愚顽，眼看看
不明，耳听听不懂门徒忘记带饼上船 不明，耳听听不懂

提醒门徒 ─ 从作为与教导中，认识耶稣基督。

马可福音中的门徒

八22-26 瞎子得医治的事上，经历两段式转折 ─
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看见了，但模糊不清
耶稣按手在瞎子眼睛上，完全得医治、看得清清楚楚

门徒得到赶鬼、传道的权柄，但灵性没有随着事奉经验提升，门徒得到赶鬼、传道的权柄，但灵性没有随着事奉经验提升，
当要求他们挑起责任负责饭食、面对险境具备勇敢信心、

内心思想耶稣的作为时，门徒却往往活出失败的样式内 思想耶稣的作为时，门徒却往往活出失败的样式
当时他们的生命光景，就像瞎子…看见却是模糊，

直到使徒行传记载的五旬节圣灵大浇灌

个人拥有许多恩赐 不代表属灵悟性上成熟 有智慧

直到使徒行传记载的五旬节圣灵大浇灌，

才让他们明白基督复活的涵意、上帝的作为

一个人拥有许多恩赐，不代表属灵悟性上成熟、有智慧，，
 需要上帝的恩典，透过圣灵开了属灵的心窍，

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
 对上帝认识的年日增长中，恩赐操练、属灵生命一同成长



八27-十六8 拒绝接受作仆人的门徒 ─ 活出的另一个样态

马可福音后半段，集中谈论耶稣
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

其中，耶稣三次提到 ─
他会受苦、受死、复活

每一次，门徒的反应 ─无法理解，

要不就是争论谁才是老大

耶稣每一次的宣告、教导，都在帮助门徒 ─
成为门徒的意义 就是效法基督先作仆人成为门徒的意义，就是效法基督先作仆人，

 作上帝的仆人 ─ 学习舍己、谦卑

 作众人的仆人 ─ 以爱心来服事人 作众人的仆人 ─ 以爱心来服事人

不是想受到瞩目与抬举，

也让主治服 我们的邪情私欲 个人喜好也让主治服 我们的邪情私欲、个人喜好，

挑选服事的对象、领域。

背 作仆

拒绝接受作仆人的门徒

背十架与作仆人的信息是彼此关联 ─
门徒愈抗拒作仆人，他们对耶稣提到要

受死、上十字架，就更加的厌弃、远离。

八27-十45 突显耶稣往耶路撒冷赴十架的呼召，
希望跟随他的门徒，一起踏上奔向十架的呼召之路
这条路，本身就是跟世界相反的道路 ─

林前一18-31 希腊人要智慧、犹太人看神迹，
上帝用人看为愚拙的方法，彰显他的心意

门徒门徒没有被圣灵开启心窍之前，看不懂这样的真理，
直到耶稣被钉的前夕 ─ 逾越节的晚上直到耶稣被钉的前夕  逾越节的晚上，

耶稣仍在门徒当中活出作仆人与舍己的生命力。

耶稣不仅讲道耶稣不仅讲道、

他的生命也是一篇道，在对门徒说话…

拒绝接受作仆人的门徒
门徒 客西 园 与耶稣儆 片时门徒在客西马尼园仍然无法与耶稣儆醒片时，

在耶稣被逮捕时离弃了他、四散逃跑，

最典型的代表是曾经认信耶稣是基督的彼得 ─
彼得在鸡叫以先，完全活在无知、惧怕、抵挡当中

鸡叫 敲醒他的灵魂，突然想起耶稣的话，就痛痛哭泣

这种景况，岂不是当时众门徒、一些现今跟随基督的人，

生命仍有软弱、胆怯的小缩影？

有时我们基要真理、神学、圣经…几乎一百分，我 真 神学 百 ，

但却无法活出与知识同等的生命出来，

因为还有老我、生命有软弱、胆怯，因为还有老我、生命有软弱、胆怯，

就像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的彼得一样…
人没有办法靠经验 服事 恩赐才干 属灵知识来夸口人没有办法靠经验、服事、恩赐才干、属灵知识来夸口，

真正能夸口的 ─ 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结论
门徒的失败 并不代表他们永远的失败门徒的失败，并不代表他们永远的失败 ─

耶稣基督始终给他们机会…
马可有几次灵性冷淡退后马可有几次灵性冷淡退后，

但终究成了彼得的好同工

彼得 马可 都是曾经灵性软弱的同路人彼得、马可，都是曾经灵性软弱的同路人，

但失败中，不断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得着 重 起来而得着坚立、重新站立起来 ─
都成为被神拣选，来撰述圣经的见证人

十字架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跟随耶稣的人，

不需要遮掩自己的软弱 缺点不需要遮掩自己的软弱、缺点，

来四16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结论 ─ 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 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

是最尽忠的仆人，为众人之仆，受每一个人管辖

这两个命题似是互相矛盾，若连在一起就圆满了…
林前九19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

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
罗十三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

爱的本性，就是甘愿服事而且顺从所爱的人。

基督虽是万有之主 却是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基督虽是万有之主，却是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是自由的，却甘愿为着爱、

成为罪人的样式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的样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众人之仆，为要成全上帝的旨意

使他的名至终被高举使他的名至终被高举，

让仰望他的人，不致羞愧、反而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