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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 1~13馬可序言馬可序言

一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不僅是這段序言的開始介紹的這節，

它也可以說是整本馬可福音的序言，

因為這一節它非常地有分量。

在中文聖經可以看到說…
「起頭」是放在第一節的最末了，

但在希臘文的原文，

「起頭 Beginning」是放在最開始第一個字。

這個起頭是什麼起頭？這個起頭是什麼起頭？

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這樣子的開場白 很像約翰福音的起頭這樣子的開場白，很像約翰福音的起頭，

創世記第一章開始講到神創造天地的起頭，

但是在這裡，馬可福音並不是在講神創造天地的起頭，但是在這裡，馬可福音並不是在講神創造天地的起頭，

而是在講福音的起頭。

起頭的後面，有三個「所有格片語」來形容這個起頭…

一、福音，福音是什麼意思？

在希臘羅馬背景，

福音是在指羅馬皇帝登基的時候福音是在指羅馬皇帝登基的時候，

或是羅馬的皇帝給那個世代帶來拯救、

帶來政治 社會 經濟上的和平帶來政治、社會、經濟上的和平，

這個就叫作福音

對猶太人來講 在舊約裡面也有提到福音對猶太人來講，在舊約裡面也有提到福音，

撒迦利亞書 福音是有關於軍事上的勝利

當掃羅死的時候，有人就來跟大衛王報信的時候，當掃羅死的時候，有人就來跟大衛王報信的時候，

就說這是福音、是好消息

所以在舊約，福音常常是代表軍事上的勝利所以在舊約 福音常常是代表軍事上的勝利

在先知書裡面，福音也可以代表是

耶和華作王了、耶和華掌權了，耶和華作王了、耶和華掌權了，

這個時候也叫作福音

福音對耶穌基督來的時候，福音就是代表

神的統管 現在已經透過耶穌來到了地上神的統管，現在已經透過耶穌來到了地上，

這個對當時世代的人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羅馬的帝王給人帶來的因為羅馬的帝王給人帶來的

只能夠是政治上、經濟上、社會的和平

但是主耶穌帶來的但是主耶穌帶來的

是能夠給人真正的心靈上的和平

這個是馬可福音所強調的福音、它的起頭。這個是馬可福音所強調的福音 它的起頭

二、是什麼起頭呢？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耶穌基督」這個片語，耶穌基督」這個片語，

在馬可福音裡面就只出現這麼一次。

「耶穌」這個名字在聖經裡面，耶穌」這個名字在聖經裡面

還有其他的人也叫作耶穌，

 徒七司提反提到舊約的約書亞，司 到舊 約書亞

事實上他的希臘文的名字就是耶穌



耶穌事實上是一個蠻普通的名字…
路 耶穌的家譜裡面就有 位叫作「約細 路三耶穌的家譜裡面就有一位叫作「約細」，

這個「約細」就是耶穌

保羅在坐監的時候 曾經提到過保羅在坐監的時候，曾經提到過

有三個人是奉割禮的，他與我同在，

其中的一位就是「耶數」，希臘文也是耶穌其中的 位就是 耶數」，希臘文也是耶穌

 馬太福音一位巴拿巴，是一個政治犯，

他的第一個名字也是耶穌他的第 個名字也是耶穌

但是我們這位耶穌，祂是「拿撒勒人耶穌」 ，

祂是神的兒子耶穌，不是任何其他一位耶穌。祂是神的兒子耶穌 不是任何其他 位耶穌

而且這位耶穌，祂是「基督」 ，

基督在原文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在原文是 受膏者」的意思

在舊約受膏者就是先知、祭司、君王，

他們要被神特別地揀選、來作為特別的服事，

有特別的工作指派給他們時候，他們就要受膏。

另外，譬如說：

上帝會揀選 些特別的工人 給他們智慧來作上帝的會幕上帝會揀選一些特別的工人，給他們智慧來作上帝的會幕，

這樣的人上帝也會給他膏抹，

有聖靈降在他們的身上 給他們智慧有聖靈降在他們的身上、給他們智慧

摩西在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曾經設立七十個長老，也是受聖靈的膏抹曾經設立七十個長老，也是受聖靈的膏抹

這樣的人，就是說在舊約時，

有聖靈特別受到膏抹的人，就叫作受膏者。有聖靈特別受到膏抹的人 就叫作受膏者

現在耶穌祂就是受膏者，

因為在舊約，以色列人在盼望因為在舊約，以色列人在盼望

他們在末後的時候，神會為他們興起的彌賽亞，

賽十一1 祂從耶西的根所出來的，賽十 祂從耶西的根所出來的

祂也是會受聖靈的膏抹、並且祂是有智慧的靈，

這個以賽亞的僕人，後來也預表是耶穌 (四二1、六一1)，

都是受聖靈的膏抹。

所以耶穌就是一個受膏者，

祂不僅祂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彌賽亞祂不僅祂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彌賽亞、

是受神膏抹的所分別出來、

被神使用的這一位救主被神使用的這一位救主

而且更重要的，祂是神的兒子

在舊約，神的兒子到底可以指 ，譬如說：在舊約，神的兒子到底可以指…，譬如說：

是以色列，就是神的兒子，

天使也可以叫神的兒子，天使也可以叫神的兒子

君王也可以叫神的兒子，

但是這些神的兒子都不具有神性的。

可是在 馬可福音一1 裡面這個神的兒子，

特別要強調，祂是與眾不同、是具有神性的…

一2~3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一2~3 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著說：

看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預備道路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神的兒子祂的身分地位，是怎麼樣的地位呢？

賽四十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有關要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有關，

這個是在指施洗約翰，

這個神的兒子在來到以前這個神的兒子在來到以前，

會有一位使者來為祂開路…

看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可一2b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出廿三20a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非常的有關聯：

動詞 我差遣我的使者 這個動詞動詞，我差遣我的使者，這個動詞

跟出廿三20a 的我差遣，是同樣的動詞。

出廿三20 是以色列人有神的使者在他們面前，出廿三20 是以色列人有神的使者在他們面前，

帶領他們要進入迦南地。



瑪三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你們所尋求的主 忽然進 他的殿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是在預言以後，將來主的使者會忽然進到祂的殿中。

在這裡馬可卻沒有引用「我們的主將來會突然進入殿中」，

而是把這個部分去掉了，他要強調的是 –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

所以馬可在這裡雖然是用了三處的舊約聖經，

他卻用以賽亞書來說，是應驗了以賽亞先知書上的話

 出廿三20a 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

你是指著以色列

我 差遣我 我 瑪三1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在我面前那個「我」，是指的上帝、耶和華，

但是在這裡卻改成說是在「你 的前面但是在這裡卻改成說是在「你」的前面

一2b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從上文來看就是耶穌 就是神的兒子從上文來看就是耶穌、就是神的兒子。

一3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這個主就是第 節 的這個主就是第二節中的你，

就是第一節中的耶穌、上帝的兒子。

在第二節 瑪拉基書 裡面講的「你」是耶和華，

馬可把它已經改成了而是上文第一節的耶穌。

所以 馬可 一1~3 來看，

耶穌基督有極為崇高的基督論，

因為祂的地位是跟耶和華的地位是 樣的因為祂的地位是跟耶和華的地位是一樣的，

神的兒子不是只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主

而是 位神 具有神性的主而是一位神、具有神性的主，

祂的福音已經開始了，

而且祂的使者已經來到而且祂的使者已經來到 –
就是在曠野要預備祂的道路

序言裡面，一1~13 有四次提到曠野，

這是馬可要在這裡強調的神學主題。

因為在舊約當中，先知曾一再地預告：

以色列人將來會要重新地在曠野

被神來復興、醫治、堅固、拯救、安慰，

就像他們第一次也是在曠野中，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在曠野中事奉耶和華、在曠野中來認識耶和華。

而第二次將來的出埃及也要在曠野發生，

這樣子的應許、宣告，

時已經在耶穌基督來到的時候，

也同樣要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會得到成全。

我們就看到、這也是為什麼馬可

在第一章的序言當中，

不斷地強調「曠野 的這個主題不斷地強調「曠野」的這個主題。

一4~8 講到開路先鋒施洗約翰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照著以賽亞書所預言的 約翰就來了就是照著以賽亞書所預言的，約翰就來了，

也是照著 瑪三1、四6 在末後時代的時候，

以利亞會要再回來，以利亞會要再回來，

施洗約翰就是照著這樣的應許、他來了，

他在曠野裡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他在曠野裡施洗 傳悔改的洗禮

是在哪一帶的曠野呢？是靠近猶大地的曠野，

在那個地方，他呼籲所有的猶太的全地、耶路撒冷的人，在那個地方，他呼籲所有的猶太的全地、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

約翰的洗禮有一個重點 所謂「悔改 ，約翰的洗禮有一個重點 – 所謂「悔改」，

就是說要向神承認自己是有罪的，

願意痛悔、謙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願意痛悔 謙卑 承認自己是有罪的，

願意立定心志、願意悔改，

而悔改就是願意，並且改變自己的思想生活的行為方式，而悔改就是願意 並且改變自己的思想生活的行為方式

能夠轉向神，這個是叫作「悔改的洗禮」。



約翰的洗禮叫「使罪得赦」，是預備將來耶穌來的時候，

才能夠真正的在耶穌十字架的工作之下 得到罪的赦免才能夠真正的在耶穌十字架的工作之下，得到罪的赦免。

在舊約來看，有沒有這個洗禮的儀式？

當時是跟祭司有關 他們在獻祭 前要沐浴 洗身當時是跟祭司有關，他們在獻祭以前要沐浴、洗身

當時猶太教在吸引外邦人入教的時候，

除了要割禮 奉獻 獻祭以外 也要洗禮除了要割禮、奉獻、獻祭以外，也要洗禮

有死海的昆蘭社團也是到曠野的地方去，

在那裡等候彌賽亞來復興他們，在那裡等候彌賽亞來復興他們，

為了等候彌賽亞就先預備好自己，一天就要沐浴好幾次

但是昆蘭社團的沐浴、舊約祭司沐浴、改教者的沐浴，但是昆蘭社團的沐浴、舊約祭司沐浴、改教者的沐浴，

跟約翰受洗是不一樣的，

約翰的受洗是約翰幫他們施洗、只是一次的受洗約翰的受洗是約翰幫他們施洗 只是 次的受洗

其他的，像昆蘭的施洗、祭司的洗禮，

這些他們是要常常做這些他們是要常常做

所以這兩個洗禮是有它不同的地方。

施洗約翰出來呼籲的時候，

馬可說：猶太全地 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約翰那裡馬可說：猶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

就表示所有的人…不分卑賤尊貴的，都來到約翰那裡

 馬太、路加福音約翰還特別斥責法利賽人、撒都該人， 馬太、路加福音約翰還特別斥責法利賽人、撒都該人，

要他們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可以看到約翰的工作是相當地成功，可以看到約翰的工作是相當地成功，

許多的人都到約翰那裡去、承認他們的罪。

但是這個約翰，馬可在這裡形容他是怎麼樣呢？但是這個約翰，馬可在這裡形容他是怎麼樣呢？

他是穿著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這樣的描寫是要讓大家知道，他是一個先知的身分。這樣的描寫是要讓大家知道 他是 個先知的身分

亞十三4 那日，凡作先知說預言的必因他所論的

異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騙人。異象羞愧 再穿毛衣 騙

凡是先知，常常都穿著一件腰束皮帶，特別在影射

王下一8 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帶的以利亞，

就是影射：約翰就是以利亞的再來。

他吃的蝗蟲野蜜，利未記蝗蟲是屬於潔淨的昆蟲，

代表約翰生活的簡樸 是 個吃苦的僕人代表約翰生活的簡樸、是一個吃苦的僕人，

他為著神、順服神的旨意，過著比較簡單樸素的生活，

在曠野來成就神的工作。在曠野來成就神的工作。

他就說： 「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彎腰替祂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我就是彎腰替祂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

代表他的謙卑，知道他是替耶穌作開路先鋒的，

他的能力不及那以後要來的。他的能力不及那以後要來的

那位要來的，就是彌賽亞的另外一個代號，

詩一一八26 那要來的是誰呢？詩 八26 那要來的是誰呢？

那要來的就是將來的彌賽亞，是能力比他更大的。

在舊約常講到能力更大是神、是天使、有時是敵對者，在舊約常講到能力更大是神 是天使 有時是敵對者

在馬可福音 – 撒但，也是那個能力大的、是那個壯士。

在這裡約翰講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人，而是一位跟神一樣的，在這裡約翰講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而是 位跟神 樣的

那樣能力大的是誰呢？是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那這個人呢？他就給祂解鞋帶都不配。

解鞋帶 在當時是猶太人奴隸都不做的事情解鞋帶，在當時是猶太人奴隸都不做的事情，

是給外邦人奴隸做的，

這就表示施洗約翰在耶穌的面前，這就表示施洗約翰在耶穌的面前，

他知道他是在祂之後的、是遠遠不及祂的，

而且他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祂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而且他說：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祂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

約翰的洗 耶穌的洗

是外在的洗

屬

會有聖靈的洗

聖靈是屬於內在的洗

屬於悔改的洗

屬於外表、物質的洗

屬於重生的洗

屬於內在、屬靈的洗

在層次上是完全的不同在層次上是完全的不同，

是一個內在的工作

這是施洗約翰特別介紹，他跟將來後面耶穌的工作是不一樣的。



一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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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講到耶穌的謙卑 祂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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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耶穌的謙卑，祂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

加利利很早時就已經被亞述占領，早就淪落在外邦人的手裡，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拿撒勒，是名不見經傳的地方，

可是耶穌就是在那裡長大。所以拿但業說過：

「拿撒勒怎麼會出什麼好的先知呢？「拿撒勒怎麼會出什麼好的先知呢？」

拿撒勒常常就被認為是被人家瞧不起的一個代號，

耶穌就是從這個名 見經傳的地方到約但河裡耶穌就是從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到約但河裡，

願意和罪人同等、願意來接受約翰的洗。

當祂從水裡 上來的時候 祂就看到天裂開了當祂從水裡一上來的時候，祂就看到天裂開了，

看到有超自然的現象、有神的能力從上面下來，就是聖靈，

彷彿鴿子降在祂的身上，而且有聲音從天上下來說：彷彿鴿子降在祂的身上，而且有聲音從天上下來說：

「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耶穌的受洗有三樣事情，

耶穌的謙卑一、耶穌的謙卑

二、神的印證，聖靈親自膏抹在祂的身上

三、角色被印證，天上說：祂是祂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三、角色被印證，天上說：祂是祂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

是在印證這一位神的兒子、祂有君王的身分。

詩二7 君王說：我今日生你 因為祂要用杖可以管轄列國詩二7 君王說：我今日生你，因為祂要用杖可以管轄列國。

兒子在這裡，卻是神的愛子，會影射到

賽四二1 所謂以賽亞的僕人。為什麼這麼說呢？賽四二1 所謂以賽亞的僕人。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個兒子，並不是這麼高君王的地位，祂是受苦的僕人

在馬可福音的文脈，我們可以看到 – 愛子是順服神的愛子，在馬可福音的文脈 我們可以看到 愛子是順服神的愛子

祂要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作救贖的工作

但是這位愛子是神所喜悅的，為什麼？但是這位愛子是神所喜悅的，為什麼？

祂的謙卑、順服、願意和罪人同等，

來接受約翰的洗禮，來接受約翰的洗禮

所以是被神所稱為「是祂所喜悅的愛子」。

耶穌受洗以後，又順服聖靈的帶領，在曠野裡受試探，

就讓我們記起以色列人在曠野受試探四十年就讓我們記起以色列人在曠野受試探四十年，

在那個時候、神在那個地方，試煉、苦待他們，

為要看他們是不是願意順服神，以色列人失敗了為要看他們是不是願意順服神，以色列人失敗了

但是耶穌在曠野裡面，祂願意順服神，

受撒但四十天的試探、跟野獸同在一處受撒但四十天的試探 跟野獸同在 處

撒但在這裡是要試探耶穌、引誘耶穌違反神的旨意。

馬可福音在這裡並沒有講耶穌是不是得勝了，馬可福音在這裡並沒有講耶穌是不是得勝了，

只是講有野獸跟祂同在一處、也有天使來伺候祂，

也就是說：耶穌不斷地在靠著聖靈、以及天使的幫助，也就是說 耶穌不斷地在靠著聖靈 以及天使的幫助

和撒但來作對立的工作，祂是一個順服的子。

我們也是一樣的，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也是 樣的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可以靠著聖靈和天使的幫助，

讓我們時時刻刻在苦難當中

也能夠學習耶穌的榜樣，來克服一切的難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