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㆕㈣㊃四章     馬可福福音

新約概論論

馬㈲㊒有藻  著

㆒㈠㊀一.概述

作者

㈰㊐日期

㆞地點

對象

目的

主題

馬可

馬 65 A.D （或 64 － 67 A.D.）

羅羅馬 

罗马㆟人

指出耶稣基督是舊約预言之 神神的仆㆟人 － 神神
的彌賽亞

神神的仆㆟人

本書㈵㊕特徵

(1)以行行为主，主耶稣的行行比言多，共记㈲㊒有㈩㊉十㈧㊇八件神神迹，只㈲㊒有

㆒㈠㊀一篇论谈，㆔㈢㊂三个比喻。

(2)以細为主，每事均详细报导，犹如目睹。

(3)以画为主，每事均刻划入微，使读者如身处其间，享受个

㆗㊥中乐趣。

(4)以仆为主，指出主为神神的仆㆟人，故无家谱或早年年身世，只

㈲㊒有殷劝作工的记录（参亚3：8；赛53：1；腓2：8，㊟注意

钥字是就 、 随即 、 立立刻 、 即时 、 连忙 、 便便等）。

(5)以 ㆟人 为主，记载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特殊之关系。

(6)以 死 为主，用了了㈤㊄五分之㆓㈡㊁二的篇幅专记 受难周 的故事。



歷歷史背景

马可（羅羅馬㈴㊔名， 意：鐵錘）原㈴㊔名约翰 （猶太㈴㊔名，意：神神的恩惠，
徒  12：12），家居耶路路撒冷冷，其母為主之门徒，家㆗㊥中之樓樓房 （俗稱
马可樓樓 ）供耶稣与门徒享最后晚餐用。

传说他乃是在客西马尼园（俗稱马可园 ）逃命之少年年㆟人（可14：51－
52）。

他可能在彼得带领㆘㊦下归主（彼前5：13）(㊟注21)，曾参与保罗第㆒㈠㊀一次旅旅行行布
道工作，后在保罗第㆓㈡㊁二次旅旅行行布道时与保罗分手，而与表兄巴拿巴
（西4：10）同工。當保罗在罗马监狱时（60A.D.），他与保罗同在
（西4：10；门24）。保罗在罗马第㆓㈡㊁二次被禁时（64A.D.），他可能与
提摩太在㆒㈠㊀一起（西4：10；提后4：11）。

据推理理，他到达罗马后与彼得同工（彼前5：13）(㊟注22)，作其 手 把 彼得
福福音 缮录㆘㊦下來來，成为 马可福福音 。

早期教父帕皮亚（Papias，c.120A.D.）曾说马可准确㆞地记㆘㊦下彼得缅怀㈲㊒有關
主的言行行。又教父游斯㆜丁（Justin，c.150A.D.）稱马可福福音为 彼得的回
忆录 。后教父爱任纽（Irenaeus，c.200A.D.）与奥利利根（Origen，c.185
－254A.D.）均引证马可把彼得所讲的记录㆘㊦下來來。

从彼得与马可的關系看（ 我儿 ，彼前  5：13），彼得㈲㊒有意把余
后的工作交给马可，（而保罗则㈲㊒有意把他的工作交给提摩
太）(㊟注23)。据教会传说（耶柔米语），马可后來來成為亚历
山大城的首任主教。

据㆖㊤上文引述，马可在罗马城与彼得再度度重逢，彼得深知殉道的
㈰㊐日子不不远（传说  67A.D.），故㈲㊒有需要把他㆒㈠㊀一生之见证見見證
记录㆘㊦下來來，给羅羅馬教会㆒㈠㊀一本㈲㊒有關主生平的 官式文件 。他藉
着口授，马可笔录，把第㆓㈡㊁二本福福音书著述㆘㊦下來來，故马可福福音
也稱为 彼得福福音 ，马可也被稱為彼得的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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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彼得就開口說說說：我真看出神神是不不偏待㆟人。 
35  原來來，各國㆗㊥中那敬畏主、行行義的㆟人都都為主所悅納。 
36  神神藉著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福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列

㆟人。 
37  這話在約翰宣傳洗禮禮以後，從加利利利利起，傳遍了了猶太。 
38  神神怎樣以聖靈靈和能力力膏拿撒勒勒㆟人耶穌，這都都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流㆕㈣㊃四

方，行行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神與他同在。 
39  他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路撒冷冷所行行的㆒㈠㊀一切切事，㈲㊒有我們作見見證。他們竟

把他掛在㈭㊍木頭㆖㊤上殺殺了了。 
40第㆔㈢㊂三㈰㊐日，神神叫他復復活，顯現出來來； 
41不不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神神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見證的㆟人看，就是

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裡裡復復活以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42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神所立立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

主。 
43 眾先知也為他作見見證說說說：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摘要：

马可福福音是从另㆒㈠㊀一角度度看耶稣为旧约之弥赛亚。

在旧约预言㆗㊥中，弥赛亚身兼数样身份，其㆗㊥中之㆒㈠㊀一为 神神的仆㆟人 （参
赛  42：1；45：4；49：5－6；52：13；53：11），这是弥赛亚的㆒㈠㊀一个㈴㊔名
号。这正是以色列列的本来身份（参赛41：8；42：19；43：10；44：1，
21），只因他们㉂自被召后，于此全告失败，故神神再兴起另外㆒㈠㊀一㈴㊔名仆㆟人，
他的弥赛亚，㈹代替 前仆 的工作。

马可的主旨便便是证明耶稣是神神的仆㆟人，他的弥赛亚。

本书可把神神仆的事迹分为㈥㊅六六段，作者的思路路独立立，但也可仿效马太福福音
的结构叙述摘要。



大纲  ㆒㈠㊀一、神神仆的背景（ 1㆖㊤上）

A.神神仆之先锋＝1：1－8

B.神神仆之预备＝1：9－13

㆓㈡㊁二、神神仆的工作 （神神仆的神神迹）（ 1㆘㊦下－2㆖㊤上）

A.第㆒㈠㊀一循游＝1：14－45

B.第㆓㈡㊁二循游＝2：1－22

㆔㈢㊂三、神神仆的被棄（ 2㆘㊦下－8）

A.被棄的初期＝2：23－4：34

B.被棄的后期＝4：35－8：38

㆕㈣㊃四、神神仆的训练（ 9－10）

㈤㊄五、神神仆的受苦（ 11－15）

（受難周）

㈥㊅六六、神神仆的复活（ 16）

 ㆒㈠㊀一  .神神仆的预备（1：1－13）

㊪宗明义记述神神仆耶稣之工作，对他的家谱身世，诞生事迹等
却只字不不提

僅13节的篇幅

神神仆工作前的㆔㈢㊂三点准备时期

－ 比較马太与路路加分别用77节及183节

(3)神神仆的受试（1：12－13）

－指出神神仆之伟大；
(1)神神仆的先锋（1：1－8）

(2)神神仆的受洗（1：9－11）

－指出神神仆之蒙悦（及真正身份）；

－指出神神仆之顺服 主㆟人 的旨意。

这段专记耶稣以迦百农为基㆞地，到各处宣讲 神神的福福音
（ 1：14－15）。作者与马太㆒㈠㊀一般（太4：12），以先锋的被囚为耶
稣开始广大布道的记号。在此他选记㆔㈢㊂三方面的事迹，藉此表彰神神仆
弥赛亚之权柄：

1.㈺呼召门徒（1：16－20）
神神仆初期的门徒均是加利利利利（迦百农）的㆓㈡㊁二对兄弟：西门与安得
烈烈，雅各与约翰；他们㆕㈣㊃四㆟人是神神仆的初期仆㆟人，他们的被召是神神仆
权柄的流流露露。

2.治病赶鬼（1：21－28）
马可㈵㊕特意选择㆒㈠㊀一㈰㊐日内发生的数件要事，藉此显出神神仆之权能。

㆓㈡㊁二  .神神仆的工作（1：14－2：22）
作者轻描淡写神神仆之准备时期后，便便马㆖㊤上开始记述他的工作。他跳越神神仆
早期在犹大宣道之事迹，而记载他在加利利利利宣道时期的工作。在记述神神仆
的工作时，作者以神神仆的 福福音大本营 迦百农为起点，分㆓㈡㊁二大循环叙述。

  A .  神神仆第㆒㈠㊀一循游布道（1：14－45）



a.早晨：在会堂里里赶鬼（1：21－28）－－污鬼也能认出神神仆之权柄（vv.
24，27），称他为 神神的圣者 。这㈴㊔名词是神神的专㈲㊒有㈴㊔名词（参赛40：25；
43：14－15等不不赘）（这些鬼的 神神学 比很多神神学家更更正确）。此事迹使
神神仆之㈴㊔名传遍了了整个加利利利利（v.28）。

b.㆗㊥中午：在彼得岳母家内治病（1：29－31）－－指出神神仆殷劝的工作。
c.晚㆖㊤上：在彼得岳母家内治病（1：32－34）－－指出神神仆之 弥赛亚权柄 
－－治病赶鬼。

3.在加利利利利全㆞地传道（1：35－45）
a.神神仆到世之目的（1：35－39）－－马可续写神神仆慇勤工作的表现，在
翌㈰㊐日㆝天未亮亮时，已藉着祷吉（神神仆的习惯）预备当㆝天之事奉。作者现今
记神神仆到世间来之目的，乃是传主㆟人之道（v.38）。在简短㆒㈠㊀一节内，作
者概论神神仆的循游布道工作（v.39）。

b.医治长大麻疯的（1：40－45）－－作者把㆖㊤上文概论神神仆之工作㆗㊥中（v.
39），选出㆒㈠㊀一段作为示范，其意指出神神仆的权能与得㆟人心（ 从各处都都就
了了他来 v.45）。

㆓㈡㊁二  .神神仆的工作（1：14－2：22）
B.神神仆第㆓㈡㊁二循游布道（2：1－22）

作者记完神神仆从迦百农走遍加利利利利后，再记神神仆在迦百农之布道工作。
神神仆在迦百农外大受欢迎，在迦百农内则受㆟人拒弃（参太  11：23）。
作者选记㆔㈢㊂三件事指出神神仆被以色列列弃绝正在酝酿㆗㊥中：
1.医治瘫子（2：1－12）
因这事而使神神仆受国家领袖之议论（ vv.6－7），这是马可首记神神仆受
以色列列之拒弃。
2.在利利未家受款待（2：13－17）
神神仆在利利未家受款待时，与国家领袖产生冲突，而被论断与罪㆟人为友。
3.答法利利赛㆟人之问题（2：18－22）
作者虽象没㈲㊒有清楚写出神神仆与法利利赛㆟人之冲突，然而身为法利利赛㆟人，他
们当明白神神仆回答的含义，他们拒弃神神仆只待 导㈫㊋火线 而已。

 ㆔㈢㊂三  .神神仆的被弃（2：23－8：38）
㆖㊤上文引述以色列列国家领袖拒绝耶稣为弥赛亚之初步事件，此段进入拒绝
耶稣为弥赛亚之时期。在马太福福音内，在安息㈰㊐日与法利利赛㆟人冲突的事件
为进入 被弃的高潮时期 （太  12：1－8），故本段以此事件为起始。

A.被弃的初期（2：23－4：34）

作者在此段以著㈴㊔名的 安息㈰㊐日事件 为始，以著㈴㊔名的 ㆝天国比喻为结
束，写出构成国家决定性（非最后性，最后性为 进京事件 ）拒弃
神神仆为弥赛亚之因果，可分㆓㈡㊁二段：  (1)神神仆的被弃（2：23－3：
35）；(2)神神仆的比喻（4：1－34）。但因此段事迹过长，简表略略述
如㆘㊦下：

B.被弃的后期（4：35－8：38）

在此作者指出神神仆决定性的被弃绝后，便便跟着写记被弃仆之工作，
分㆓㈡㊁二段：  (1) 手 的工作（被拒与被受）（4：35－8：10）；(2) 口的
工作（神神仆之门徒）（8：11－38）。



 ㆔㈢㊂三  .神神仆的被弃（2：23－8：38）
㆖㊤上文引述以色列列国家领袖拒绝耶稣为弥赛亚之初步事件，此段进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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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写出构成国家决定性（非最后性，最后性为 进京事件 ）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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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被弃的后期（4：3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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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㆕㈣㊃四  .神神仆的训练（9－10章）

神神仆深知被拒的结果是㈩㊉十字架（ 8：31），也知道㉂自己要等
第㆓㈡㊁二次来临，才能建立立国度度（8：38）。在此两临期间，他
必先给门徒充足的训练，以便便他们能独立立传道，直等他回
来。故 从此 （8：31）他便便专㆒㈠㊀一㆞地训练门徒，好叫他们继承
传福福音宏志。作者在选择㈩㊉十大点报导神神仆如何训练他的仆
㆟人。



㈤㊄五  .神神仆的受苦（11－15章）

神神仆训练门徒就绪后，便便进入耶路路撒冷冷，以弥赛亚的身份献
大卫的国度度给以色列列国。

这是最后㆒㈠㊀一次 官式的 献国给他们，然而再次遭受弃绝，㉃至
终他为 主㆟人 尽忠。

㉂自入京后，每㆝天都都充满爆炸性的事件，最后以㈩㊉十字架为结束



 ㈥㊅六六  .神神仆的复活（16章）

神神仆（腓  1：5）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㈩㊉十字架㆖㊤上
（腓2：8），完成主㆟人之心意。

主㆟人定要把他鞭伤，使他成为㆟人之赎罪㉀祭（赛53：10），
使㆟人得医治（赛53：5），使㆟人因认识神神之义仆得称为義
（赛53：11）。

他无愧是神神的仆㆟人，因他的顺服，神神 将他升为㉃至高（复
活），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㆒㈠㊀一切切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不屈膝，无不不口稱
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 （腓2：9－11）。

事实㆖㊤上，本章正是腓2：6－11背后的史实。

b.

 A.神神仆的复活（16：1－14）

1.复活的消息（16：1－8）

先得到复活消息的，是㆔㈢㊂三位爱他的妇㊛女女，然而
他们因过度度惧怕，竟没㈲㊒有把复活消息传开。

2.复活的显现（16：9－14）

a.

复活的仆㆟人给他的仆㆟人最后的托付，此为 教会的大使命
（这段也可参路路  24：44－53）。

B.神神仆的托付（16：15－20）

向抹大拉拉的马利利亚（16：9－11）－－㆔㈢㊂三位妇㊛女女首聆聆复
活的消息，而抹大拉拉的马利利亚却得先睹复活主的风采。
向回乡的门徒（16：12－14）－－整段故事可参路路
24：13－43



马可福福音是 仆㆟人的传记 ，仆㆟人的㈵㊕特色乃是服事与舍命。 

㆟人子来，并不不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可  1－9
章），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1 6章） （可10：4 

5）。

他是㆒㈠㊀一位永不不疲倦的忠仆，深㊰夜方息，㆝天未亮亮就起，工作到连
饭也顾不不得吃，连㉂自己的亲属也因他的忙说他癫狂了了。

当㆟人弃绝他时，他没㈲㊒有灰心丧志，为了了忠心㉃至死，毅然背起㈩㊉十
架，不不求㉂自己的益益处，只求主㆟人的欢心（约5：30）。

我们称为 神神的仆㆟人 ，我们像他吗?

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