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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I. 可八22至十52  是一個新段落﹕往耶路撒冷的旅程 

A. 結構 

八22-26 醫治伯賽大的瞎子    

八31  耶穌預言受難 

八32-33   門徒犯錯 

八34-九1    耶穌教導門徒訓練  

九30-32  耶穌預言受難 

九33-34   門徒犯錯 

九35-十31    耶穌教導門徒訓練  

十32-34  耶穌預言受難 

十35-37   門徒犯錯 

十38-45    耶穌教導門徒訓練  

十46-52 醫治瞎子巴底買 

 

B. 可八27-30 是整卷書的轉樞點﹕彼得對耶穌的認信，地點在該撒利亞腓立比 

 

II. 兩個瞎子被醫治 

 

 八22-26 十46-52 

人物 伯賽大的一個瞎子、給人

帶來的 

座在路旁討飯的瞎子巴底

買 

地點 在伯賽大村外 耶利哥 

耶穌的吩咐 耶穌吩咐他回家、不要進

村子 

沒有禁止 

其他觀察 

 

 

  

 

III. 彼得認耶穌為基督（八27-30） 

A. 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地方，耶穌主動問門徒兩個非常特別的問題 

 「人說我是誰？」；「你們說我是誰？」 

 人說﹕  

 彼得說﹕  

 之後「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 

 參馬太福音十六16-19﹕不是血肉的人，乃是上帝幫助我們認識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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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問題有什麼不同？ 

  

  

 

IV. 耶穌三次預言受難（八31，九30-32，十32-34） 

A. 結構 

 

 八31 九30-32 十32-34 

地點 該撒利亞腓立比 加利利 耶路撒冷路上 

經文 從此他教訓他們

說、人子必須受

許多的苦、被長

老祭司長和文士

棄絕、並且被

殺、過三天復

活。 

他們離開那地方、經

過加利利．耶穌不願

意人知道。於是教訓

門徒、說、人子將要

被交在人手裡、他們

要殺害他．被殺以

後、過三天他要復

活。門徒卻不明白這

話、又不敢問他。 

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

在前頭走、門徒就希奇、跟從

的人也害怕．耶穌又叫過十二

個門徒來、把自己將要遭遇的

事、告訴他們說、看哪、我們

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將要被交

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

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

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

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

復活。 

觀察 

 

 

 

   

 

B. 耶穌為何在彼得認出祂是基督後多次向門徒解釋祂的受苦？ 

C. 你覺得門徒明白主耶穌來到世上的目的呢？你對耶穌抱著什麼冀望？ 

 

V. 門徒犯錯（八32-33，九33-34，十35-37） 

A. 八32-33 

 彼得勸耶穌什麼？參太十六22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Peter took him in hand, protesting, “Impossible, Master! That can never be!” 

 

 彼得錯在那裏？ 

因為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You have no idea how Go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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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做壞事？有好心是不足夠的，我們還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弗五15-21） 

 

B. 九33-34 

 門徒在路上爭論誰為大 

 

C. 十35-37 

 雅各和約翰兩兄弟求耶穌給他們座在祂的兩旁 

 參馬太福音廿20-24 

 

門徒錯在那裏？ 

 我們比門徒強嗎？ 

 

VI. 耶穌對門徒的教導 

A. 當背十字架跟從主耶穌（八34-九1） 

 千古真理﹕「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耶穌的解釋 

A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

的、必救了生命。 

B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B’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A’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

的榮耀裡、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思想﹕ 

 永恆—過渡 

 優先次序 

 

B. 天國的教導（九35-十31） 

 可九35-50 呼認可八35-38中，上帝國裏的先後次序 

 可十1-12 耶穌和法利賽人辯論休妻的問題 

 可十13-16 小孩子的榜樣 

 可十17-22 年青富有的官尋找永生之道（太十九22、路十八18） 

 他在耶穌前作什麼？ 

 他要什麼？ 

 耶穌第一個回答是          

 少年的官的回答是          

 耶穌第二個回答是          

 少年的官的回答是          



  馬可福音  黃萬麟 ( Nicholas Wong )  
 

  
 14T4 Page 21 

 少年的官為何有此回答？ 

 耶穌為何如此要求那少年的官呢？ 

 Eugene Peterson 如此說（十21）﹕ 
Jesus looked him hard in the eye – and loved him! 

 思想﹕耶穌的要求是否真的太高呢？ 

 可十23-31 得永生 

 錢財真的妨礙人進天國、得永生？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耶穌說﹕「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卻不然．因為上帝凡事都能。」 

 上帝國的真理﹕為上帝捨出去的，要得獎賞；請為獎賞下一定義。 

 

C. 誰願為首必作樸人（十38-45） 

 外邦人有君王、大臣治理他們，但天國的真理卻不是這樣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

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思想﹕ 

別人怎樣作是一回事，上帝有祂自己的法則，我們需要從頭學起 

 

VII. 馬可福音九2-29 

A. 登山變像（九2-13） 

 以利亞和摩西顯現，有聲音從天上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 

 好像可一11 中耶穌受洗，顯出一個重要的時刻 

  

B. 耶穌醫治污鬼附身的孩子（九14-29） 

 馬可在這裏記載了門徒幫不了那孩子 

 耶穌感嘆說﹕「噯、不信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

要到幾時呢」 

 聽眾是誰呢？孩子父親沒有信心？門徒沒有禱告依靠上帝？ 

 一段值得深思的對話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

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VIII. 功課 

A. 細讀馬可福音十一1 – 十三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