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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八31~九8旅途中的門訓旅途中的門訓((上上))

馬可福音下半部，從 八31 開始，耶穌要

開始教導祂的門徒有關於祂受難的事情，

八31~33 是祂第一次預告祂將要受難…
八31~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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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復 明明地 這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耶穌明明地說這話…
「明明地」希臘文是 parrhesia，意思就是說

祂 經開始就不是像以前 樣祂已經開始就不是像以前一樣，

都告訴祂的門徒要守祕密、不能夠公開地來宣講

要鬼 叫牠們要安靜 不要公布祂的身分要鬼、叫牠們要安靜，不要公布祂的身分

可是現在耶穌就開始很坦白地、很公開地，

直接了當地就告訴祂的門徒。直接了當地就告訴祂的門徒。

祂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這是耶穌在馬可福音裡第三次稱呼自己的用詞這是耶穌在馬可福音裡第三次稱呼自己的用詞，

在馬可福音的上半部，曾經人子出現過兩次

從下半部開始 人子的次數就會很多從下半部開始，人子的次數就會很多，

耶穌一共用了十一次

人子在馬可福音裡，

可以有三個不同的用法、類型：

人子是表示耶穌自己本身是人的兒子1. 人子是表示耶穌自己本身是人的兒子

2. 人子是一個受苦的人子，

祂沒有枕頭的地方 祂是到處服事 奔走祂沒有枕頭的地方、祂是到處服事、奔走，

沒有固定休息的地方

3 人子是表示祂是一個榮耀的人子，3. 人子是表示祂是 個榮耀的人子，

因為人子將來還要再來，

要來審判祂的百姓、審判這個世界要來審判祂的百姓 審判這個世界

人子的出處、它的背景…
但七13 14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 見有 位像人子的但七13~14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

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榮耀 國度 使各方 各國 各族的人都事奉他

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可是這邊耶穌卻講 – 自己是要必須受許多的苦。可是這邊耶穌卻講 自己是要必須受許多的苦

「必須」在原來的希臘文用的是 dei，
每一次 dei 出現時，就表示是神的旨意。

就是耶穌將要受許多的苦，這些苦是什麼呢？

包括工會的首領從他們來的逼迫、受他們的羞辱、迫害，

這裡的宗教的領袖，就是大祭司、文士、長老，

這三種人就等於組成工會他們的成員

整個工會就要棄絕耶穌，「棄絕」就是不承認祂是彌賽亞，

並且要丟棄祂、而且祂要被殺

耶穌也有說到第三天祂會復活 這裡講到祂會受許多的苦耶穌也有說到第三天祂會復活，這裡講到祂會受許多的苦。



這裡的經文，就會有暗示、提及有關於舊約以賽亞書…
賽五三4 這個以賽亞的僕人 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賽五三4 這個以賽亞的僕人，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罵、被神擊打苦待了。

賽五三11 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賽五三11 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

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

並且祂要擔當他們的罪孽。要 當 罪孽

賽五二13 這個義僕將來，祂雖然是受苦，

但是祂也會被神高抬。

賽五二13 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

必被高舉上升、且成為至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耶穌預言祂要受苦，祂將要受許多的逼迫。

但是我們這裡可以看到說：

這些經文有它舊約的背景，

很可能是從以賽亞書這個地方來的。

同時這裡講到三天復活，這個「三天」也可能是影射到…
何六 來 我們歸向耶和華 祂撕裂我們 也 醫治何六1~2 來吧 我們歸向耶和華，祂撕裂我們、也必醫治，

祂打傷我們、也必纏裹，過兩天祂必使我們甦醒，

第三天祂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祂面前得以存活。第三天祂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祂面前得以存活。

「三天」，常常在先知書會提到受苦的時間的長短，

好像是三天以後就會再興起。好像是三天以後就會再興起

當門徒聽到耶穌告訴他們祂將要受苦的話的時候，

彼得 – 常常是門徒的發言人、代言者，彼得 常常是門徒的發言人 代言者，

他是他們的領袖一樣，

他就拉著耶穌、就「勸祂」 。他就拉著耶穌 就 勸祂」

這裡的勸祂，原文的意思是斥責祂，

是一個很重的字，有些譯本翻譯成為

責怪祂、勸阻祂、責備祂。

一25 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

三12 耶穌再三地囑咐他們，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可是現在耶穌的學生彼得，因為聽到他的老師要去受苦，

這跟他的理念 思想當中的彌賽亞是不合的這跟他的理念、思想當中的彌賽亞是不合的，

他認為彌賽亞來是要領導他們推翻羅馬的政權，

帶領他們恢復大衛那時榮耀的國度帶領他們恢復大衛那時榮耀的國度，

而不是要被殺啊！

所以他就勸祂、要攔阻祂所以他就勸祂、要攔阻祂

八33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

「撒但，退我後邊去吧！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不是彼得成了撒但，而是彼得成了撒但利用的工具。不是彼得成了撒但 而是彼得成了撒但利用的工具

撒但在可一 曾經試探過耶穌，

在那裡牠們跟耶穌來回的爭戰，

一共有四十天之久，

以後馬可福音就沒有再提撒但了。有 撒但

可是在這個時候，又可以看到撒但還是繼續地要來

攪擾神的工作 神的計畫攪擾神的工作、神的計畫，

神的計畫是要透過耶穌來成就的

可是這個時候撒但就抓到機會了，可是這個時候撒但就抓到機會了，

因為彼得怎麼樣…耶穌說：他是體貼人的意思、

體貼自己的意思、體貼世界上人的那種慾望，體貼自己的意思 體貼世界上人的那種慾望，

人的慾望是希望彌賽亞是一個榮耀的君王、

是為了猶太人、以色列的國度的好處；是為了猶太人 以色列的國度的好處；

可是這個跟神的旨意不合，

神的旨意卻不是要這麼做、而是讓彌賽亞先要受苦。

耶穌是完全順服神的意思，祂就是寧願順服神的意思，

受苦、致死，祂都不願意違背。

所以祂就非常嚴厲地斥責祂的學生彼得，

就跟他講說：他身上的這個撒但，

退到祂後邊去吧！不要來攪擾祂。



耶穌 八34~38 在教導門徒怎麼樣才能夠真正成為祂的學生。

在這裡耶穌就叫眾人跟門徒來在這裡耶穌就叫眾人跟門徒來，

現在耶穌就跟馬可福音上半部的作風、完全地不一樣…
在上半部的耶穌，常常叫他們要安靜、不能夠宣揚祂的身分在上半部的耶穌，常常叫他們要安靜、不能夠宣揚祂的身分

現在祂卻把眾人都叫來了，不只是跟學生講、也跟眾人講，

就是希望他們如果真正地要跟隨祂、作祂的門徒的話，就是希望他們如果真正地要跟隨祂 作祂的門徒的話，

必須要成為什麼的樣子呢 – 就必須要捨己

這裡的捨己、跟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這裡的捨己、跟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這三個動詞，在原來的 34 當中，都是命令語氣，

「捨己」的意思就是捨棄自己，不以自我為中心， 捨己」的意思就是捨棄自己 不以自我為中心

而是要以主耶穌的意思為中心、以神的旨意為中心

要「背起十字架」來，這個十字架就是耶穌要背的十字架，要 背起十字架」來 這個十字架就是耶穌要背的十字架

作祂的門徒、來跟隨耶穌的，以耶穌為老師、為首領的話，

就要跟著老師的樣子、跟著老師的服事的身影，

跟祂一樣要來順服天父的旨意，不能迎合自己心裡的慾望

這樣子的一個跟從的方式，是跟世人心裡所想的完全相反，

而且是違反 好像跟人的自然的人性是唱反調的而且是違反、好像跟人的自然的人性是唱反調的，

是一種相反的模式，和世界的方式是相反的，

要這樣子才能夠來跟隨祂。耶穌說：為什麼要這樣呢？要這樣子才能夠來跟隨祂。耶穌說：為什麼要這樣呢？

八35a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生命」原來的希臘文字 psuche，也可以當「魂」字講，生命」原來的希臘文字 psuche，也可以當 魂」字講，

它是代表所有的己、就是你的全人，你要捨掉，

你要救自己的全人的話，你要救自己的全人的話

就必須先要放下自己的全人。

八35b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八35b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耶穌跟福音講的，就是為神的國來放下自己的

路加福音講的就是為神的名來放下自己的路 音講的 是為神的 來 下自 的

換句話說，福音在這裡可以等於是神的國，

就是為耶穌跟神的國而把自己犧牲、願意捨己的，

這樣的人到後來他卻是能夠得到生命。

八36~37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人要來換取永遠的生命，代價是非常地昂貴的，

我們的生命、永遠的生命是來自於神，我們的生命、永遠的生命是來自於神，

這不是用人的方法，能夠去賺得到的、努力獲得的。

所以耶穌說所以耶穌說…
八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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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 父的榮耀裡 同聖天使降 的時候

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這淫亂罪惡就表示這個世代的人都是拜偶像的，

舊約的以色列人如果不忠於耶和華，

去敬拜巴力、去敬拜偶像的話，

被耶穌來看，就是對祂不忠貞

對祂不忠貞，被認為就是犯了淫亂，

這是什麼？屬靈的淫亂

所以我們在現今的時代當中，如果

不認我們的主 覺得傳福音 接受這樣 個捨己的主不認我們的主、覺得傳福音、接受這樣一個捨己的主，

是很可恥的事的話，

當我們的主，同著祂眾天使回來的時候，當我們的主，同著祂眾天使回來的時候，

祂也要在父的面前，把我們當作是可恥的。

所以耶穌藉著這樣的門訓來教導 鼓勵祂的學生，所以耶穌藉著這樣的門訓來教導、鼓勵祂的學生，

要他們認清：跟隨祂、作祂的門徒，

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九1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實在 amen，表示是真實、完全可信賴的，「實在」amen，表示是真實、完全可信賴的，

就好像是神在舊約、對祂百姓說話的時候，

就是用「真實的」，來作結束就是用 真實的」，來作結束

或是來作頌讚祂的話語的真實性

站在這裡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站在這裡的 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要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



「沒嘗死味以前」，指的就是說：

在耶穌的當代 包括祂這個時候的學生在耶穌的當代、包括祂這個時候的學生，

他們許多人仍舊會活得很久，

他們會去為主傳福音，他們會去為主傳福音，

但是在他們的有生之日、可能會遭到一些逼迫。

他們會從信心的眼睛也好、會有真實的看到，他們會從信心的眼睛也好 會有真實的看到，

耶穌是那個榮耀的人子、祂是把神的國帶到這個地上

但是有的是可以真實的看到，那是誰呢？但是有的是可以真實的看到 那是誰呢？

就是祂其中的三位門徒，在下面登山變像的這節當中，

能夠親自的看到，透過耶穌看見神的國來到地上

但是對許多其他的人、包括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我們能不能用我們屬靈的眼睛、也能夠看到神的國，我們能不能用我們屬靈的眼睛 也能夠看到神的國

真的是透過耶穌的服事、已經來到了地上呢？

這個是耶穌再一次的教導祂的學生，

有關於如何來作一個門徒來跟隨祂。

九2~9 就是有關於登山變像…
帶著 雅各九2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

可能這三位是跟耶穌比較親近、或是耶穌認為

領悟力比較強 以後要在教會裡當柱石的領悟力比較強，以後要在教會裡當柱石的。

暗暗地上了高山。

這個高山可能是加利利的他泊山這個高山可能是加利利的他泊山、

也可能是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的黑門山。

不論是哪 個山 在聖經中山常常都是人領受神啟示的地方不論是哪一個山，在聖經中山常常都是人領受神啟示的地方，

摩西上西乃山，領受神的律法誡命

以利亞在何烈山上，聽到神微小的聲音以利亞在何烈山上，聽到神微小的聲音

所以山常常是我們人跟神親近的地方，

我們也會到禱告山那裡去和神親近、禱告。我們也會到禱告山那裡去和神親近 禱告

耶穌可能要把祂的學生帶離社會、都市裡的吵雜，

許多的事情、吵雜圍繞他們，要讓他們能夠到山上去安靜，許多的事情 吵雜圍繞他們 要讓他們能夠到山上去安靜

然後給他們從神來的一些啟示。

就在那個時候，祂就變了形像，

希臘文意思就是說希臘文意思就是說：

耶穌就開始變了面貌、變了形像，

這個面貌的改變、是出自於內裡的改變，這個面貌的改變、是出自於內裡的改變，

而發出來整個從內到外的一個改變。

馬可的形容非常的傳神，這是目擊者的一個見證：馬可的形容非常的傳神，這是目擊者的一個見證：

九3 衣服放光，極其潔白。

在舊約衣服放光、這麼白，在舊約衣服放光、這麼白，

只有 但以理書 那邊記載 –
耶和華神的衣服是白色的、耶和華神的衣服是白色的

有榮耀、極其潔白。

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漂布 有 能漂得那樣

主耶穌的衣服就好像突然變得雪白一樣的。

這就表示非常的聖潔；那個聖潔到一個地步，這就表示非常的聖潔；那個聖潔到 個地步

就是像神在舊約記載，祂的衣服那樣的光亮。

忽然又看到兩位，一位是以利亞、一位是摩西，

向他們顯現 而且和耶穌說話向他們顯現，而且和耶穌說話。

馬可福音並沒有講他們和耶穌說什麼話

路加福音有講到 去世的事情路加福音有講到 – 去世的事情

以利亞是代表舊約的先知中非常大有能力的先知，

摩西是代表舊約的律法 因為摩西寫了摩西五經摩西是代表舊約的律法，因為摩西寫了摩西五經，

所以以利亞跟摩西，就可以代表舊約的先知書跟律法書，

也就代表整個的舊約，他們就來向耶穌說話。也就代表整個的舊約，他們就來向耶穌說話。

向耶穌說話就表示他們也是順服神的命令、來向耶穌傳講，

祂即將要在耶路撒冷要服事什麼事情。祂即將要在耶路撒冷要服事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彼得就對耶穌說：

「拉比，我們在這裡真好！我替你搭三座棚子好不好？ 」拉比，我們在這裡真好！我替你搭三座棚子好不好？ 」

他以為好像在住棚節的時候，

用棕櫚樹枝搭帳棚要住七天，來慶祝那個時候的收割，用棕櫚樹枝搭帳棚要住七天 來慶祝那個時候的收割

住棚節就是慶祝收割的時候…



他就覺得在那裡能夠跟以利亞、摩西在一起，多麼好！

可是他忘了 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狀況可是他忘了，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狀況，

他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因為他們非常的害怕，

因為神顯的時候叫人就會害怕。因為神顯的時候叫人就會害怕。

九7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

也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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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忽然周圍 看 不再見 人

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裡。

這裡就讓我們看到：這裡就讓我們看到：

登山變像是神再一次的讓門徒能夠看到，

耶穌不僅是他們的老師，其實祂的身分，耶穌不僅是他們的老師 其實祂的身分

要比以利亞這個先知還要偉大；

比摩西這個老師還要更加的偉大。師 偉

因為祂是上帝的兒子，而且告訴他們說 - 是愛子！

愛子，在舊約裡面常常會作為說是唯一的，

有這個意思 唯 的兒子有這個意思 - 唯一的兒子。

在受洗的時候，就曾經出現過這樣子的聲音，

有 聲音這裡再一次，有天上的聲音為祂的子作見證 –
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

這個就好像摩西在這個就好像摩西在

申十八15 你們要等候那一位像我一樣的先知，

祂來的時候你們就要聽從祂。祂來的時候你們就要聽從祂

所以這裡講的要聽祂，就好像撒種的比喻：

耶穌在講比喻給他們聽時，就要他們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耶穌在講比喻給他們聽時，就要他們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所以這裡天上的聲音，也要這些門徒們

要聽祂愛子的話，因為祂就是他們的彌賽亞要聽祂愛子的話 因為祂就是他們的彌賽亞

在這樣的一段聖經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耶穌先要告訴他們，祂真的是把神的國帶到了地上，

祂就是他們的彌賽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