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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問耶穌說：「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
耶穌說 「以利亞固然先來復興萬事
耶穌說：「以利亞固然先來復興萬事；
經上不是指著人子說，他要受許多的苦被人輕慢呢？
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
他們也任意待他，正如經上所指著他的話。」

可九11-13

這些學生們就認為「復活」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些學生們就認為
復活」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們正在想：如果他們的老師、彌賽亞是來復興萬事的話，
那照舊約瑪拉基書的記載，必定先知以利亞會先回來，
先知以利亞回來是做什麼事情呢？就是要百姓
能夠父親的心歸向兒子、兒子的心歸向父親。(瑪三)
使大部分的人都要為他們的罪來悔改，
免得主來的時候就會要施行審判。
所以他們在想：以利亞到底來了沒有呢？耶穌就告訴他們說：
以利亞當然是要先來，可是聖經上面也有講，
人子祂來的時候、要受許多的苦、任人輕慢。

可九10~九50

我們繼續上一次的馬可福音，講到耶穌的登山變像，
以後，耶穌下山的時候，囑咐祂的學生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耶穌神顯的這個事情，祂仍舊不希望很快地宣傳出去，
因為大部分的百姓就像祂的學生一樣，
 他們所盼望的彌賽亞，並不是一個受苦的彌賽亞
他們盼望的，是一位得勝榮耀的彌賽亞
 所以祂不要先把祂的這個神顯、榮耀人子的形像，
先宣揚出去，以免他們誤會
門徒就把他們老師的話就存記在心，
可是他們並不是完全地瞭解，
所以仍舊議論著說 –
這個復活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復活到底是什麼意

到底人子在什麼地方，在舊約有說祂來的時候要受許多的苦？
以賽亞書五十三4、詩篇廿二章，都有提到彌賽亞，
都有提到彌賽亞
他們所盼望的彌賽亞來的時候，
都會被地上的人輕慢嘲笑…
都會被地上的人輕慢嘲笑
必須要以利亞先來，為彌賽亞來預備道路的，
 先讓全地的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
 願意預備他們的心，能夠願意悔改，
來等候彌賽亞的來臨
這個以利亞講的是誰呢？就是施洗約翰，
 以利亞經受過亞哈王
以利亞經受過亞哈王、耶洗別的追殺
耶洗別的追殺
 施洗約翰來的時候，受到希律王以及
所要娶的希羅底的迫害
他所要娶的希羅底的迫害，以致於被殺
所以耶穌就是指施洗約翰事實上就是以利亞的角色，
他已經來過了，而且人也任意地待他、逼迫他。
正如經上所指著他的話 – 耶穌指以利亞已經來過了。

當耶穌講完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就到了山下，
其他的門徒沒有被耶穌帶到山上的 他們在做什麼呢？
其他的門徒沒有被耶穌帶到山上的，他們在做什麼呢？
九14~15 耶穌到了門徒那裡，看見有許多人圍著他們，
又有文士和他們辯論。
眾人一見耶穌，都甚希奇，就跑上去問他的安。

九19 耶穌說：「噯！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

這裡的希奇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看到耶穌就希奇？
 可能耶穌從山上下來，好像舊約摩西從山上下來，
臉上仍舊帶有榮光 因為跟神會過面
臉上仍舊帶有榮光，因為跟神會過面
 耶穌在山上已經變過像，很可能祂的榮光猶存，
人們看到祂就很希奇

那為什麼門徒不能趕出鬼呢？在馬可福音三、六章，
耶穌在選召這十二個門徒時，曾經叫他們要
常常跟祂同在 要差他們出去傳道，
常常跟祂同在、要差他們出去傳道，
並且賜給他們趕鬼的權柄。
六7 兩個兩個門徒被差派出去的時候
六
兩個兩個門徒被差派出去的時候，
耶穌就已經賜給他們制伏鬼的權柄，
所以門徒出去服事時也曾經
制伏了鬼、醫好了許多病人。

九16~18 耶穌問他們說：「你們和他們辯論的是甚麼？」

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說：「夫子，我帶了
我的兒子到你這裡來，他被啞巴鬼附著。
無論在哪裡，鬼捉弄他，把他摔倒…
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
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他們卻是不能。」

耶穌知道問題是出在哪裡，所以耶穌是怎麼感嘆呢？祂就說：
噯！不信的世代 我在這裡要忍耐你們到什麼時候呢？
噯！不信的世代，我在這裡要忍耐你們到什麼時候呢？
舊約的時候，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曠野行走的時候 曾經百姓也是跟摩西爭鬧
在曠野行走的時候，曾經百姓也是跟摩西爭鬧，
沒有肉吃、沒有水喝。
所以在民數記都可以看到：摩西也是非常地挫折。
摩西曾經派十二個探子去探迦南地，到底要不要到那裡去，
但是十二個探子回來，除了迦勒、約書亞以外，
其他十個人都怕得不得了，說那裡的人又高大、像巨人
樣那麼大 怎麼能夠到那個地方去搶他們的地呢
一樣那麼大，怎麼能夠到那個地方去搶他們的地呢。
他們完全對耶和華失去信心，所有的百姓都嚎啕大哭！
神就說
神就說、也是非常地挫折，要忍耐他們到什麼時候呢？
是非常 挫折 要 耐他們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也是一樣，跟隨主的時候，嘗過主恩的滋味、主的能力，
但是 果有時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如意的時候
但是如果有時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不如意的時候，
我們可能又對耶穌失去了信心…

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裡來吧。 」
不信的世代是包括誰呢？在這裡就是包括祂的門徒，
因為這個人講說：他把他的孩子帶到祂門徒那裡去，
但是祂的門徒都沒有辦法把鬼趕出來。

但是現在卻遇到了這個被啞吧鬼附的小孩子，卻是趕不出來，
但是現在卻遇到了這個被啞
鬼附的小孩子 卻是趕不出來
照理說門徒應該有趕鬼的權柄，怎麼這個時候就不靈了？

這個樣的情況，就是對耶穌沒有完全的信任，
就好像耶穌所講的這個不信的世代。
就好像耶穌所講的這個不信的世代
耶穌就說：「你把這個孩子帶到我這裡來。」
九20 22 他們就帶了他來。他一見耶穌，鬼便叫他
九20~22
他們就帶了他來 他 見耶穌 鬼便叫他
重重地抽瘋，倒在地上，翻來覆去，口中流沫。
耶穌問他父親說
耶穌問他父親說：「他得這病有多少日子呢？」
他得這病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說：「從小的時候。鬼屢次把他扔在火裡、水裡，
要滅他。你若能做甚麼，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這個父親就講，這個小孩真是非常地痛苦，
而且當這個小孩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鬼還更折磨他，
 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貴的人，鬼卻要把他毀滅
 而且這個父親對耶穌的信心也不是很大…
可是耶穌就先挑旺他的信心、就向他挑戰，
九23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事都能

九24 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

「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幫助。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
這是在聖經裡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這父親非常的誠實，耶穌先問他說：你信不信啊？
你如果信的話 就能夠為你成就
你如果信的話、就能夠為你成就。
 我們知道耶穌就是神子，在神是沒有難成的事，
就看我們對神有沒有信心
 這個父親也很誠實，他說：我願意信，
可是我的信心實在不夠 求你憐憫我 幫助我
可是我的信心實在不夠，求你憐憫我、幫助我
他的意思就是請願，而且是以一個
好像低下 層的人 在神的面前求祂可憐
好像低下一層的人，在神的面前求祂可憐。
他原來是叫祂夫子，
九17 「夫子，我帶了我的兒子。
九
夫子 我帶了我的兒子 」
九24 「求主幫助。」他就已經改口，就求祂的幫助。

九28 耶穌進了屋子，門徒就暗暗地問他說：

「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他去呢？」
所以耶穌對門徒的教導不是公開的，祂有時候
還是到屋內去講 真正關於天國的道理
還是到屋內去講，真正關於天國的道理，
耶穌還是真正跟隨祂的人才教導他們。
九29 耶穌說：
耶穌說：「非用禱告（有古卷加禁食二字），
非用禱告（有古卷加禁食二字）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或譯：不能趕他出來）。」
那意思說 – 你要趕出這樣的鬼
你要趕出這樣的鬼、你要解決你的困難重擔，
你要解決你的困難重擔
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我們的能力，我們人無能為力，
這是屬靈界的爭戰，那是要靠神的能力。
怎麼樣能夠支取神的能力呢？就要來到神的面前向祂求，
門徒難道沒有求嗎？他們一定求了，可是怎麼樣呢？
他們的信心不夠，所以如何加添我們的信心呢？
或在神的面前支取祂的能力呢？就像孩子的父親一樣，
我們要在神面前講說：我們信心不夠，求你幫助我們！

這個時候眾人都跑上來，耶穌就斥責汙鬼，
就叫這個聾 的鬼從他裡面出來
就叫這個聾啞的鬼從他裡面出來。
可見這個孩子很苦，不僅是啞吧、也是聾的…
鬼在出來以前還折磨這個小孩子、
鬼在出來以前還折磨這個小孩子
叫他抽瘋，小孩子就好像死了一樣，
可是耶穌就拉著他的手、就扶他起來了。
耶穌在馬可福音治病時，常常都是對病人就拉著他的手，
 醫治彼得的岳母
 在睚魯的家裡對他的小女兒
 在這裡這個小孩
在這裡這個小孩、鬼叫他抽瘋，他真的就像死了一樣，
鬼叫他抽瘋，他真的就像死了 樣，
耶穌就用手去扶他的手、他就站起來了
耶穌祂是神的兒子，祂能夠醫治所有的病，
任何的困難、我們所有的重擔，
都能夠把它丟在主的面前
都能夠把它丟在主的面前，
因為祂是大能的神子。

常常我們來到神面前的時候，也許我們本身有一些軟弱 –
有懷疑 重擔 可能犯了什麼罪 得罪了神 得罪了人
有懷疑、重擔，可能犯了什麼罪、得罪了神、得罪了人，
以致神不能幫助我們，所以「古卷有加上禁食兩個字」。
禁食是什麼意思？賽五八 有講到：
有講到
 禁食就是要刻苦己心，完全不被任何事情打擾，
來謙卑自己 在神的面前謙卑 認罪 悔改
來謙卑自己，在神的面前謙卑、認罪、悔改，
而且支取神的力量、專心仰望主
 當我們在刻苦己心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就不能夠再用我們的口來罵，
好像對哪些人還懷恨在心
好像對哪些人還懷恨在心，
並且當我們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時候，
我們要發 我們的愛 要來幫
我們要發出我們的愛心要來幫助他們
們
 當我們懷有這樣子的心的時候，
神就會悅納、神就會來幫助我們
這樣子的時候，有的時候這樣的鬼、要這樣才能夠被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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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教訓門徒，說：「人子將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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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30~32

耶穌第二次的「受難預告」裡面，
所講的是多了一項資訊 –
 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要受人的折磨
 這是多了
這是多了一層，但是門徒還是不明白，
層，但是門徒還是不明白，
最不能明白的是彌賽亞為什麼要被殺？
可是又不敢問老師…
以後就來到迦百農。耶穌曾經在那裡醫了很多的病、趕鬼，
所以那個地方很多人要找祂、都擠得水洩不通。
耶穌在屋子裡面就問門徒說：你們在路上爭什麼？
其實這 路
其實這一路上，他們已經知道他們的主要受苦、而且要死，
們
道 們的 要受苦
要
但是他們腦筋裡還是裝了地上的事…

耶穌說：就要像這個小孩子一樣，
 在父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要謙卑
在父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要謙卑
 完全仰賴父母的供應、相信父母是愛他的、
相信父母為他所做的都是對他好的，
這種態度的，才能夠作為一個跟隨主的人
用這樣的態度來服事人，凡是接待比較在我們當中
是看為弱小的、看為低下的、被人瞧不起的、被人逼迫的，
也許他們有很多需要、軟弱的，
這樣的人是我們主所愛的，也是我們應該所服事的。
如果接待這樣的人、服事這樣子的人，
耶穌說：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我們的主。
因為我們的主來到地上 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
因為我們的主來到地上，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
祂整天東走西走地教導人，服事人、醫治人、為人趕鬼，
有時 天忙下來 第 天 早就跑到山上去禱告親近神
有時一天忙下來，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山上去禱告親近神…
為的不是祂自己、為的是成就天父的旨意。

他們還在爭論什麼呢？
耶穌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敢講 事實上
耶穌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其實不敢講，事實上
他們是在爭誰是大、誰作小，因為他們想：
 他們的老師要受苦，為了要復興以色列國
 到時候到底哪一個人在耶穌的旁邊
能夠作最大的呢？他們在爭大小
九35~37 耶穌坐下，叫十二個門徒來，

說：「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
說
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
他必作眾人末後的，作眾人的用人。」
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門徒中間，
又抱起他來，對他們說：
「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小孩子代表是一個弱小的、什麼力量都沒有的，
他必須要靠父母的愛 保護 供應 這樣的 個人
他必須要靠父母的愛、保護、供應，這樣的一個人…

九43~44 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

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手
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
強如有兩隻手
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裡去。
一個人就只要一隻眼進入神的國，
個人就只要 隻眼進入神的國
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裡。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耶穌的門訓是非常地澈底非常地嚴格，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耶穌的門訓是非常地澈底非常地嚴格
祂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之中有人，
他的一隻手、一個肢體是犯罪的…，那耶穌說：
寧可把這隻手砍掉，也不要因為擁有這隻犯罪的手，
而不能夠進天國！而落入地獄的刑罰當中去！
或者我們的眼喜歡看不該的東西、
那不討神喜悅的東西，
我們寧可不要這隻眼。
就是不要讓我們犯罪的肢體，去影響到別人犯罪，
那這樣子就不能夠進到神國裡面去。

九48 在那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好像啟示錄有講火湖，其實是為撒但預備的；
好像啟示錄有講火湖
其實是為撒但預備的
如果我們犯罪，也是要丟到火湖裡面去。
那個火為什麼不滅呢？蟲為什麼不死呢？
這裡就好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欣嫩子谷是燒垃圾的一個地方，
就整夜的在燒，有蟲好像都在那裡不斷地滋生，
所以火是不滅的 就形容那個地方真是非常痛苦的地方
所以火是不滅的，就形容那個地方真是非常痛苦的地方。
九49 因為必用火當鹽醃各人。

因為火也代表試煉，
因為火也代表試煉
所以我們在作主的門徒的時候，
有的時候也會遇到 些苦難不如意
有的時候也會遇到一些苦難不如意，
那個時候這些不如意，
也許是神要藉著這些苦難來煉淨我們，
來使我們更加的聖潔。

那鹽本來是好的，若失了味有什麼可以叫它再鹹呢？
 鹽本來是作防腐用的，在古代的時候
鹽本來是作防腐用的 在古代的時候
素祭、燔祭裡面都要加上鹽，才能夠來獻祭，
所以鹽是很重要的
 鹽能夠使食物能夠儲存不敗壞，鹽本來是好的
可是在地中海、在巴勒斯坦 帶的鹽，
可是在地中海、在巴勒斯坦一帶的鹽，
這個鹽柱裡面的鹽失去了味道、那就沒有用了，
就被丟在外面去踐踏
你們裡面也應當有鹽、彼此要和睦，
所以耶穌就回到祂原來的 九33，
本來他們在爭大小…
九50 鹽本是
九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
了味 可 甚麼
再鹹
你們裡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所以耶穌又把這個問題就得到了一個
最後的一個教導、一個勸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