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作者: 

约翰·马可

❑彼得醒悟過來，說：我現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脫離
希律的手和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稱呼馬
可的約翰、他母親馬利亞家去，在那裡有好些人聚集禱告。(使
12:11-12)

❑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就從耶路撒冷回來，帶著
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使12:25)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
們安。(彼前5:13)

❑獨有路加在我這裡。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
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提後 4:11)

就寫成的時間來說，四本
福音裡最早的一本是馬可
福音， 《马可福音》其

实可以说是“彼得福音”。

馬可是希臘名字，約翰是希伯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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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來乃是要服事人，
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马可福音10:45）



基督生平 TEE



馬可福音分段

1.神的奴僕耶穌的降生（1:1－20）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作（1:21-8:26）

3.神的奴僕耶穌的預告（8:27-10:52）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週（11:1-14:72）

5.神的奴僕耶穌的受難（15:1-15:47）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活（16:1-20）



1. 神的奴僕耶穌的降
生（1:1－20）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可 1:1)



1. 神的奴僕耶穌的降
生（1:1－20）

❑ 约翰施洗（可 1:1-8）

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
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
鞋帶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給你們
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可 1:1-8）



1. 神的奴僕耶穌的降
生（1:1－20）

❑ 約翰施洗（可 1:1-8）

❑ 耶穌受洗（可 1:9-11）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
在約旦河裡受了約翰的洗。他從
水裡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
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又有
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
子，我喜悅你。（可 1:9-11）



1. 神的奴僕耶穌的降
生（1:1－20）

❑ 約翰施洗（可 1:1-8）

❑ 耶穌受洗（可 1:9-11）

❑ 勝過試探（可 1:12-13）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裡
去。他在曠野四十天，受
撒旦的試探，並與野獸同
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
他。（可 1:9-11）



1. 神的奴僕耶穌的降
生（1:1－20）

❑ 約翰施洗（可 1:1-8）

❑ 耶穌受洗（可 1:9-11）

❑ 勝過試探（可 1:12-13）

❑ 開始傳道（可 1:14-15）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
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
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
音！」 （可 1:14-15）



1. 神的奴僕耶穌的降
生（1:1－20）

❑ 約翰施洗（可 1:1-8）

❑ 耶穌受洗（可 1:9-11）

❑ 勝過試探（可 1:12-13）

❑ 開始傳道（可 1:14-15）

❑ 首召四徒（可 1:16-20）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
樣。（可 1:17）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
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在海裡撒網，
他們本是打魚的。 （可 1:16）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耶
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
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
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
穌去了。（可 1:18-20）

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約翰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在會堂裡有一個人被汙鬼附著，
他喊叫說： 24 「拿撒勒人耶穌，
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你來滅我
們嗎？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
聖者！」 25 耶穌責備他說：
「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
吧！」 26 汙鬼叫那人抽了一陣
風，大聲喊叫，就出來了。(可
1:23-1:26)

https://cnbible.com/mark/1-24.htm
https://cnbible.com/mark/1-25.htm
https://cnbible.com/mark/1-26.htm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醫治疾病 (可 1:29-34)

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就有人告
訴耶穌。耶穌進前拉著她的手，扶她
起來，熱就退了，她就服侍他們。
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一切害病
的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合城的
人都聚集在門前。耶穌治好了許多害
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
說話，因為鬼認識他。(可 1:29-34)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醫治疾病 (可 1:29-34)
❑曠野禱告 (可 1:35-39)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
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
(可 1:35-1:39)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醫治疾病 (可 1:29-34)
❑曠野禱告 (可 1:35-39)
❑潔淨麻瘋 (可 1:40-45)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求耶穌，向
他跪下，說：「你若肯，必能叫
我潔淨了。」耶穌動了慈心，就
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
了吧！」大痲瘋即時離開他，他
就潔淨了。(可 1:40-1:42)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
抬來的。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
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
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耶穌見他們
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
了！」。(可 2:3-2:5)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裡為什
麼這樣議論呢？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
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易呢？但要叫你們知道，人
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我吩咐你，起
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
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於神，說：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可 2:8-2:12)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醫治疾病 (可 1:29-34)
❑曠野禱告 (可 1:35-39)
❑潔淨麻瘋 (可 1:40-45)
❑癱子痊癒 (可 2:1-12)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裡，
心裡議論說：「這個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他說
僭妄的話了！除了神以
外，誰能赦罪呢？」。
(可 2:6-2:7)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耶穌又出到海邊去，眾人都就了他來，他便教訓他們。耶穌
經過的時候，看見亞勒腓的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
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可 2:13-2:17)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赶逐污鬼（可 1:21-28)
❑医治疾病 (可 1:29-34)
❑旷野祷告 (可 1:35-39)
❑洁净麻疯 (可 1:40-45)
❑瘫子痊愈 (可 2:1-12)
❑呼召馬太 (可 2:13-17)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醫治疾病 (可 1:29-34)
❑曠野禱告 (可 1:35-39)
❑潔淨麻瘋 (可 1:40-45)
❑癱子痊癒 (可 2:1-12)
❑呼召馬太 (可 2:13-17)
❑受到指責 (可 2:18-3:12)

當下，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他們
來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
門徒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什
麼呢？」。(可 2:18)

法利賽人對耶穌說：「看哪，
他們在安息日為什麼做不可
做的事呢？」。(可 2:24)

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醫治
不醫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穌。
(可 3:2)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耶穌十二門徒 :

o 西門彼得、安得烈、雅各、約翰

o 腓力、巴多羅買(拿但业)、多馬、馬太

o 雅各、達太(犹大)、西門、猶大。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醫治疾病 (可 1:29-34)
❑曠野禱告 (可 1:35-39)
❑潔淨麻瘋 (可 1:40-45)
❑癱子痊癒 (可 2:1-12)
❑呼召馬太 (可 2:13-17)
❑受到指責 (可 2:18-3:12)

2. 設立門徒(可 3:13-6:6)



2.神的奴僕耶穌的工
作（1:21-8:26）

1. 在迦百農的工作(可 1:21-3:12)
❑趕逐汙鬼（可 1:21-28)
❑醫治疾病 (可 1:29-34)
❑曠野禱告 (可 1:35-39)
❑潔淨麻瘋 (可 1:40-45)
❑癱子痊癒 (可 2:1-12)
❑呼召馬太 (可 2:13-17)
❑受到指責 (可 2:18-3:12)

2. 設立門徒(可 3:13-6:6)

3. 差遣門徒(可 6:7～8:26）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
地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汙鬼，
…

…
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
改，又趕出許多的鬼，用
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
們。(可6:7-12)



3.神的奴僕耶穌的預
告（8:27-10:52）

可8:27-30

耶穌和門徒出去，往愷撒利亞-
腓立比的村莊去。在路上問門
徒說：「人說我是誰？」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
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
說是先知裡的一位。」

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
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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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8:31)

耶穌明明地說
這話，彼得就
拉著他，勸他。
(可8:32)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
備彼得，說：「撒旦，退我後
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
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當背十架跟從主(可8:31)



3.神的奴僕耶穌
的預告（8:27-
10:52）

可 9:2-8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地
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
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
漂得那樣白。
忽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和耶
穌說話。

…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裡出
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
門徒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
他們在那裡。

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你
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可9:9)



3.神的奴僕耶穌的預
告（8:27-10:52）

可9: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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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來到迦百農，耶穌
在屋裡問門徒說：「你
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
麼？」門徒不作聲，因
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
誰為大。 (可 9:33)



3.神的奴僕耶穌的預
告（8:27-10:52）

可9: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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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做眾人的
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
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做多
人的贖價。(可 9:44-45)

問題：耶穌這三次的預告，門徒聽進去了沒有？



4.神的奴僕耶穌的
末週（11:1-14:72）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
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時候，必有七
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
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過
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
無所有。(但以理書9:25-26)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
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
(馬可福音 10:45)



4.神的奴僕耶穌的
末週（11:1-14:72）

星期日 主骑驴驹凯旋进耶路撒冷

可11:1-11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
在橄欖山那裡，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
…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裡，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
面，耶穌就騎上。
有許多人把衣服鋪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
砍下來鋪在路上。
前行後隨的人都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
是應當稱頌的！
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
上和散那！」
耶穌進了耶路撒冷，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
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個門徒出城，往伯大尼
去了。

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裡去，
一進去的時候，必看見一匹驢駒拴
在那裡，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可
以解開牽來。若有人對你們說：
『為什麼做這事？』你們就說：
『主要用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
牽來。」 (可11:2-3)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週
（11:1-14:72）

星期一

❑ 咒诅无花果树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
遠遠地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葉子，
就往那裡去，或者在樹上可以找著什麼。
到了樹下，竟找不著什麼，不過有葉子，
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可11:12-13)

耶穌就對樹說：「從今以後，
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他
的門徒也聽見了。(可11:14)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週
（11:1-14:72）

星期一
❑ 咒诅无花果树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
遠遠地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葉子，
就往那裡去，或者在樹上可以找著什麼。
到了樹下，竟找不著什麼，不過有葉子，
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可11:12-13)

…
❑ 洁净圣殿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入聖殿，趕出
殿裡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
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許人拿著器
具從殿裡經過。(可11:15-17)

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
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
嗎？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可11:17)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
週（11:1-14:72）

星期二：

❑論信心禱告之力量 (可11:22-26)

❑最後一日在聖殿，與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辯駁他
的權柄，(可11:27-33)

❑講兇惡園戶的比喻，(可12:1-12)

❑論納稅給該撒，(可12:15-17)

❑論復活與最大的誠命及大衛子孫，(可12:18-40)

❑稱讚寡婦捐獻，(可12:41-44)

❑在橄欖山上預言聖殿被毀、災難和主再來。(可13)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
週（11:1-14:72)

星期三：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
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可14:3-9)

耶穌說：「由她吧！為什麼難為她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
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
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她所做的是
盡她所能的，她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
膏預先澆在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
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以為紀念。」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
週（11:1-14:72)
星期四：

❑傍晚，在最後的晚餐設立聖餐。(可
14:12-26)

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
流出來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
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裡喝
新的那日子。」 (可14:24-25)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週
（11:1-14:72)



4.神的奴僕耶穌的末
週（11:1-14:72)

星期四：

❑傍晚，在最後的晚餐設立聖餐。(可14:12-26)

❑夜間，在客西馬尼耶穌被捉拿。(可14:43-50)

❑在公會前受審 (可14:53-65)

❑彼得三次不認主 (可14:66-72) 立時雞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
穌對他所說的話：「雞叫兩遍以
先，你要三次不認我。」思想起
來，就哭了。 (可14:7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
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
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認他。 (馬太福音 10:32)



5.神的奴僕耶穌的受難
（15:1-15:47）

❑耶穌在彼拉多前受審(可15:1-15)



5.神的奴僕耶穌的受難
（15:1-15:47）

❑耶穌在彼拉多前受審(可15:1-15)

❑耶穌被釘十字架(可15:15-36)

❑耶穌断气(可15:37)

主在十字架上七次說話:
1.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２３：

３４)。
2.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２３：４３)。
3. "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約翰說："看你的母親"(約１９：

２６-２７)。
4.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可１５：３４-３６)。
5. "我渴了！"(約１９：２８)。
6. "成了！"(約１９：３０)。
7.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路２３：４６)。



5.神的奴僕耶穌的
受難（15:1-15:47）

❑耶穌在彼拉多前受審(可15:1-15)

❑耶穌被釘十字架(可15:15-36)

❑耶穌断气(可15:37)

❑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可15:38)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

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

(來10:19-22)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活
（16:1-20）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並撒羅
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陽的時候，她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說：「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那石頭原來很大，她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就
甚驚恐。

那少年人對她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
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請看安放他的
地方！

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
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
的。』」

她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裡逃跑，又發抖又驚奇，什麼也不
告訴人，因為她們害怕。(可16:1-8)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活
（16:1-20）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並撒羅
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陽的時候，她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說：「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那石頭原來很大，她們抬頭一看，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袍，就
甚驚恐。

那少年人對她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
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請看安放他的
地方！

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
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
的。』」

她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裡逃跑，又發抖又驚奇，什麼也不
告訴人，因為她們害怕。 (可16:1-8)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
倒了，因為經上記著說：『我
要擊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復活以後，要在你們以先

往加利利去。」(可14:28)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
活（16:1-20）

•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
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她身
上曾趕出七個鬼。

• 她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
他們正哀慟哭泣。

• 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卻
是不信。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
活（16:1-20）

•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
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她身
上曾趕出七個鬼。

• 她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
他們正哀慟哭泣。

• 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卻
是不信。

• 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
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象，向他們顯
現。

• 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
徒也是不信。

•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
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裡剛硬，
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
的人。 (可16:9-13)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活（16:1-20）

主耶穌復活後四十天之中，聖經記載共顯現十次：

1.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約20：11～18；可16：9～11）。

2. 向雅各的母親馬利亞、撒羅米等的婦女（太28：9～10）

3. 向彼得（路24：34；林前15：5）。

4. 以馬忤斯二門徒（路24：13～35；可16：12～13）。

5. 向十個使徒（約20：19～25；路24：36～43）。

6. 向多馬等十一個使徒（約20：27）。

7. 向加利利海邊七個門徒（約21：1～23）。

8. 向十一個使徒及五百個門徒作大使命之宣告（太28：17；林前15：6）。

9. 向主的弟弟雅各（林前15：7）。

10.在橄欖山上向眾使徒（路24：44～49；可16：14～20；林前15：7；徒1：9）。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
活（16:1-20）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
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
鬼；說新方言；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
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可16:15-18)



6.神的奴僕耶穌的復
活（16:1-20）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
上，坐在神的右邊。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
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可1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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