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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耶穌十二門徒之一，但根據教會傳統說法，
馬可應是從彼得清楚的獲知耶穌生平。
z 帕皮亞 Papias ，希拉波利斯大主教，使徒約翰的門徒，

著作《主諭解說》中，提到 ─
 馬可福音是四福音書中成書最早的一卷
 引述的資料是從使徒彼得那裡獲得
 第一世紀小亞細亞教會相信馬可福音的作者是馬可
z 初代教父愛任紐 Irenaeus 里昂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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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稱呼馬可的約翰。
馬可生活在雙語背景中，馬可是拉丁文名字。

徒十二12、25

z 早期信徒在馬可的母親家中聚集，

馬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而且家裡環境不錯 ─
徒十二 彼得得到天使幫助，被帶領出監獄回到一個地方，
敲門來應門的，正是馬可家裡的奴婢羅大，
當時門徒就是聚集在馬可的家裡
z 有學者認為馬可的家就是耶穌舉行聖餐的地方

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
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
z 耶穌升天後，門徒聚集在馬可的家裡禱告
徒一13a 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
可十四15

馬可樓

士每拿主教波旅甲的學生，波旅甲又是使徒約翰的學生，
 《反異端》見證四卷福音書皆是從上帝啟示來的正典
 當彼得和保羅過世後，身為彼得門生和詮釋者的馬可，
將彼得所講述的寫下來傳給我們

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
 徒十二25 巴拿巴和掃羅從耶路撒冷回來，
帶著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後來聖靈催促敘利亞安提阿教會
差派保羅與巴拿巴展開宣教旅程，當時馬可也跟著他們。
 西四10

保羅和他的同人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
約翰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
徒十五38 保羅因為馬可離開他們，就以為不可帶他去。
路八13 遇見試煉就退後了。
更顯出馬可中途開溜，當時靈性的後退。

 徒十三13

馬可在旁非利亞離開，位置較低，酷熱…
往彼西底的旅程非常艱苦，保羅甚至生病了，
馬可在過程中退出了服事團隊。

作者：馬可

成書：四福音中最早的，可能是主後六十年。

大量記載耶穌的死，應該是耶穌受死與復活的見證人之一。
有一個少年人…跟著耶穌…赤身逃走了。 ← 馬可
在宣教旅程因吃不了苦、靈性退後。←第二場的挫敗。

十四51-52

讓馬可重新省思做耶穌門徒的意義 ─
強調門徒因跟隨主而產生的恐懼，
 四41 他們就大大地懼怕
 十32 門徒就希奇，跟從的人也害怕
 按目前發現最早的抄本，以一個驚恐的結局作結束
十六8 她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裡逃跑，又發抖又驚奇，
甚麼也不告訴人，因為她們害怕。
¾ 可能因為 十六9-20 結尾 在傳遞過程失去…
¾ 可能馬可要表達跟隨主的人，在面臨傳福音的
苦難、考驗、試煉當中，呈現出人性懼怕的軟弱

文學特徵：

A.D.64 羅馬城發生一場奇怪的大火，損失慘重，
尼祿、好友提革利努卻未受波及，輿論指向尼祿 ─
尼祿早就想重建雜亂無章的羅馬城，有可能派人放火，
為避人耳目，嫁禍給基督徒…
 羅馬人敬拜多神，敬拜一神的基督徒，反成無神論者
 基督徒領聖餐，記念耶穌基督的死 ─ 吃這餅、喝這杯，
羅馬人誤認是食人的秘密禮儀
 基督徒彼此互稱弟兄姊妹，
羅馬人誤以為是一群亂倫者

地點：羅馬
對象：未信主的、或初信的羅馬人，
讓他們了解耶穌基督的生平，
如何做耶穌基督的門徒。

文學特徵：

在沒有解釋的情況下，用了數個拉丁文…
有學者提到，馬可福音是寫給羅馬人看的，
內容精簡恰符合羅馬人務實個性。
 五9 耶穌問他說：「你名叫甚麼？」回答說：「我名叫群」。
 十五16a 兵丁把耶穌帶進衙門院裡。

羅馬軍團一個單位的名稱

馬可用它來解釋王宮這個希臘文
 十五39 百夫長、六27 護衛兵
 十二42 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
只流行在西方說拉丁語的半個羅馬帝國
 十五21 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歷山大和

魯孚的父親 ─ 魯孚是羅馬信徒認識的人
馬可寫作當中，具有一些羅馬化、拉丁文的色彩。

z 寫作風格非常生動 ─

喜歡用一個希臘文 euthus，
翻譯成立刻、立時、隨即， 用了四十一次
 描述一些其他福音書沒有的細節，
九36-37 領過一個小孩子來…又抱起他來，對他們說…
十17-22 年輕的財主跑到耶穌那裡，跪在祂面前，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那人臉上變了色。
少年官跟耶穌接觸，彼此所反應出的神情、動作


z 是福音書中，唯一會在描述事情時，

為人添上感情、動作的作者 ─
強調情感的張力
五38 睚魯再三求耶穌。 ← 說了好多的話
當耶穌抵達睚魯家時，那裡有人大大的哭泣哀號。
z 常用現在式帶領讀者進入歷史的現場

文學特徵：

文學特徵：

z 沒記載耶穌誕生與孩提往事，與馬太、路加福音迥然不同
z 沒有像馬太福音那樣系統化的言論彙集，

比較側重描繪耶穌的行動與作為
z 其他福音書記載耶穌比喻非常多，馬可只記載四個
z 整卷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談耶穌的捨命，
與此對比的是門徒生命的光景 ─
門徒可以行神蹟，但屬靈的領悟力還不成熟
z 用重複、漸進、高潮，一步一步將情節推向高峰，




讓讀者看到情節發展、故事方向 ─
法利賽人三次試探耶穌、彼得三次不認主、
耶穌三次求父挪開苦杯、門徒三次睡著…
用重複相似、一模一樣的短句、事件，
用三重漸進法，把情節推到高峰

文學特徵：

上半段

下半段

耶穌的語彙有了轉變 ─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只出現過一次



耶穌經常趕鬼，
吩咐見證者不要張揚



聚焦在巴勒斯坦地
北部加利利省的事奉

事

件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醫治痲瘋病人

八1-4
62 字

一40-45
97 字

五12-16
87 字

醫治癱子

九1-8
125 字

二1-12
110 字

五17-26
93 字

撒種的比喻

十三1-9
134 字

四1-9
151 字

八4-8
90 字

解釋撒種的比喻

十三18-23
128 字

四13-20
147 字

八11-15
109 字

馬可福音即使記載重點，
卻在一些重要的細節上，透過描述、動作的記載，
讓我們更能夠經歷到現場感的感受。

文學特徵：

結構分明：九29 耶穌說：非用禱告，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是一個重要的分野。



記述雖比較簡要，
但希臘文原文的字數卻比馬太、路加福音來得多 ─

出現十二次之多，
預告耶穌道成肉身的使命
已經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
 不再記述耶穌趕鬼，
不再禁止門徒傳揚祂的作為，
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著重在南部猶大省
耶路撒冷事奉


新約學者 Gordon Fee
認為馬可福音記載一個回憶錄，
彼得當時可能殉道，之前，
馬可得有機會從彼得，得到耶穌基督生平的資料。
目前最古老馬可福音手抄本中，
文稿只寫到 十六章第八節 結束，
沒有任何一本附載了 十六章九到廿節 的經文，
只有比較晚期的手抄本才記錄這一段，
筆觸與先前的不同，很明顯是後來有人補正
 馬可可能在沒有完成馬可福音前，突然殉道或去世了，
留下了一個充滿緊張氣氛的伏筆
 或者有一天發現古老的抄本記載了 十六章九到廿節 的經文，
目前答案是無解

神學主題：
一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用福音這個字八次之多，遠超過其他福音書
 舊約與希臘文，指一個人 打勝仗、凱旋歸國，
馬可把福音等同於 戰勝死亡、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

讓我們看到作門徒的意義，希望讀者對耶穌更多了解，
 側重門徒的身份，帶來權益、阻礙、危險、挑戰和困惑
 第一代門徒履行門徒職責的艱難、耶穌對他們的忍耐 ─
¾ 不明白耶穌預告會上十字架、受死、埋葬、復活
¾ 還沒看到復活的耶穌、聖靈的澆灌，領悟力不足
¾ 爭論誰為大，等耶穌基督復興地上的以色列國…
耶穌只能常常心存忍耐、不斷的教導
John Stott 牧師認為馬可特別強調這些，跟他的經歷有關 ─
曾在耶穌被賣那一夜逃跑、宣教旅程當中選擇逃跑。

神學主題： 受苦的僕人
z 清楚闡釋作門徒的神學 ─ 耶穌告訴門徒與群眾：

凡跟隨我的人必須準備接受與我相同的命運，
順服執行天父旨意的過程中，放下享受生活的可能性、
迎接面對苦難、挑戰、失去安全感、被拒絕。
跟隨祂的人也必須準備捨棄自己的欲望，
 為了順服天父上帝的心意、效法耶穌而捨己
 謙卑的生命流露、全然順服當中，
經歷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臨到他們的身上
耶穌所經歷的十字架、僕人的身份，
 是真實門徒身份的標記、當代門徒生命的記號
 以耶穌作效法的榜樣，柔和謙卑、全然順服

神學主題： 神的國，總共出現十一次

神學主題： 受苦的僕人 ─ 新約聖經學者 Gordon Fee…
z 耶穌在 八30 之前一再隱藏祂的身份，沉默的原因 ─

只有耶穌知道身為彌賽亞命運，
藉受苦遭凌辱、全然順服，才能經歷死亡
之後的高昇、戰勝陰間權柄的復活、得勝
z 耶穌三次對門徒說明這事，門徒絲毫不明白，

如同 八22-26 被摸過兩次的瞎子，
經過第二次的觸摸，才能看清真理的真相 ─
透過基督的復活、聖靈的澆灌
z 彼得在該撒利亞腓利比，承認並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時，

馬太談到教會的權柄
 馬可直接記述 猶太人引頸仰望的彌賽亞是受苦的僕人…
耶穌接著說祂要受苦、被害，彌賽亞受苦是必須的，
彼得攔阻耶穌…，耶穌說：撒旦，退我後邊去吧！


大綱架構：
一1-13

受苦僕人耶穌的預備

一14 - 十三37

十四 - 十六

受苦僕人耶穌的事奉

受苦僕人的受難與復活

透過馬可福音反思 ─
當代作耶穌基督門徒的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