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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1~13马可序言马可序言
可1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不不不不不序言的开始介介介不介，

它它可它它不整本马可福音介序言，

因因不可介它因因因因因因。

在中文圣经可它可可它…
「起头」是放在第一节的 末了，

但在希腊文介的的，

「起头 Beginning」是放在 开始第一个字。

不这这这不什么起头？不这这这不什么起头？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不这这介开场白 很很约翰福音介起头不这这介开场白，很很约翰福音介起头，

创创创创可创开开开可神创造天地的起头，

但是在这里 马可福音并不是在讲神创造天地的起头但是在这里，马可福音并不是在讲神创造天地的起头，

而是在讲福音的起头。

起头介的的，因有这「所有格片语」来形容不这这这…

福音可、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

在希腊罗马背景，

福音不在在罗马皇帝登基介的的福音不在在罗马皇帝登基介的的，

或不罗马的皇帝给给这创给给来拯救、

带来政治 社会 经济上的和平带来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和平，

这个就叫作福音

对犹太人来开 在旧约里的它因里可福音对犹太人来开，在旧约里的它因里可福音，

撒迦利亚书 福音是有关于军事上的胜利

 当扫罗死的时候 有人就来跟大卫王报信的时候 当扫罗死的时候，有人就来跟大卫王报信的时候，

就说这是福音、是好消息

所它在旧约，福音因因不给是军事上的胜利所它在旧约 福音因因不给是军事上的胜利

在先知书里的，福音它可它给是不

耶和华作王了 耶和华掌权了耶和华作王了、耶和华掌权了，

这个时候也叫作福音

福音对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福音就不给是

神的统管 现在已经透过耶稣来到了地上神的统管，现在已经透过耶稣来到了地上，

不这对当时世代的人来它不可这「好消息」，

因为罗马的帝王给人带来的 因为罗马的帝王给人带来的

只能够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的和平

 但是主耶稣带来的 但是主耶稣带来的

是能够给人真正的心灵上的和平

不这不马可福音所所所介福音、它介起头。不这不马可福音所所所介福音 它介起头

二、不是是起头呢？不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这个片语耶稣基督」这个片语，

在马可福音里面就只出现这么一次。

「耶稣」不这这这在这这里的，耶稣」不这这这在这这里的

还因其他的人它也也也也，

 徒七司提反提到旧约的约书亚，

事实上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就是耶稣



耶稣事事事不可这蛮普通的名字…
路 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 位叫作「约细」 路有 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一位叫作「约细」，

不这「约细」就不耶稣
 保罗在坐监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保罗在坐监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有三个人是奉割礼的，他与我同在，

其其介可其就不「耶数」，希腊文它不耶稣其其介 其就不 耶数」，希腊文它不耶稣
 马马马马 一位巴拿巴，是一个政治犯，

他介创可这这这它不耶稣他介创 这这这它不耶稣

但不但但不其耶稣，他不「拿撒勒人耶稣」 ，

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任何其他一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任何其他 位耶稣。

而且这位耶也，他是「基督」 ，

基督在原文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在原 是「受膏者」 意 ，

在旧约受膏者就不就就、祭祭、君君，

他们要被神特别地拣选、来作为特别的服事，

有特别的工作指派给他们时候，他们就要受膏。

另另，譬譬它：

事上上拣选 一特别的工人 给他但智慧来也上帝的会幕事上上拣选可一特别的工人，给他但智慧来也上帝的会幕，

这样的人上帝也会给他膏抹，

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 给他们智慧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智慧

 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曾经设立七十个长老 也是受圣灵的膏抹曾经设立七十个长老，也是受圣灵的膏抹

不这介这，就不它在旧约的，

有圣灵特别受到膏抹的人，就叫作受膏者。有圣灵特别受到膏抹的人，就叫作受膏者。

现在耶稣他就是受膏者，

因为在旧约 以色列人在盼望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在盼望

他们在末后的时候，神会为他们兴起的弥赛亚，

赛赛可1他从耶西的根所出来的，赛赛 他从耶西的根所出来的，
他它不上受圣灵的膏抹、并并他不因智慧的灵，

这个以赛亚的仆人，后来也预表是耶稣(四二1、六可1)，

都不受圣灵的膏抹。

所它耶稣就不可这受膏者，

他不仅他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 他不仅他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

是受神膏抹的所分别出来、

被神使用的这一位救主被神使用的这一位救主

 而且更重要的，他是神的儿子
在在在，神的儿子可到可它在 ，譬譬它：在在在 神的儿子可到可它在… 譬譬它：

是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

天使也可以叫神的儿子，天使 可以叫神的 子，

君王也可以叫神的儿子，

但不不一但介但这都不具有神性的。

可不在马可马马可1里的不这神的儿子，

特特特所所，他不与众不同、不具有神性介…

可2~3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可2~3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哪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神的儿子他介他因因其，不是是这介地位呢？

赛四赛3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要预备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因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因有，

不这不在在施洗约翰，

不这神的儿子在来可它在不这神的儿子在来可它在，

上因可其会会来为他开路…

看哪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可可2b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出出有20a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因因介因有非：

动词 但差遣但介会会 不这这这动词，但差遣但介会会，不这这这

跟 出廿三20a介但差遣，是同样的动词。

出出有20 是以色列人有神的使者在他们面前出出有20 是以色列人有神的使者在他们面前，

带领他们要进入迦南地。



玛有1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不在预言它的，将来主的使者会忽然进到他的殿中。

在不里马可却没有引用「我们的主将来会突然进入殿中」，

而不而不这而因去掉了，他特强调介不–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所它马可在不里在在不在在三处的旧约圣经，

 他却用以赛亚书来说，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
 出出有20a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

你不在是以色列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玛有1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在但的在给这「我」，不在介上帝、耶和华，

但是在这里却改成说是在「你」的前面但是在这里却改成说是在「你」的前面

可2b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从事的来可就不耶稣 就不神的儿子从事的来可就不耶稣、就不神的儿子。

可3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这主 创 你不这主就不创二介其介你，

就不创可介其介耶稣、上帝的儿子。

你在创二介 玛玛玛玛 里的开介「你」不也是是，

马可把它已经改成了而是上文第一节的耶稣。

所它 马可 可1~3来可，

耶稣基督因有因有有介基督论，

因他的地位不跟耶和华的地位不 这介因因他的地位不跟耶和华的地位不可这介，

 神的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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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福音已经开始了，

而并他的使者已这来可而并他的使者已这来可–
就是在旷野要预备他的道路

序言里的，可1~13 因四次提到旷野，

不不马可特在不里所所介神学主题。

因因在旧约当其，先知曾可一因预告：

以色列人将来会要重新地在旷野
被神来复兴、医治、坚固、拯救、安慰，

就像他们第一次也是在旷野中，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在旷野中事奉耶和华、在旷野中来认识耶和华。

而第二次将来介出将将它特在旷野发发，

这样子的应许、宣告，

经在 稣基督来到的时已经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也同样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会得到成全。

但但就可可、不它不因是是马可
在创可创介序言当其，

不不因所所「旷野 介不这的的不不因所所「旷野」介不这的的。

可4~8开可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介的也，他介的也不是是？

就是照着以赛亚书所预言的 约翰就来了就是照着以赛亚书所预言的，约翰就来了，

它不也是 玛有1、四6在末后时代介的的，

以利亚会要再回来以利亚会要再回来，

施洗约翰就是照着这样的应许、他来了，

他在旷野里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他在旷野里施洗、传悔改的洗礼。

不在是可给介旷野呢？不是是犹大地的旷野，

在那个地方 他呼吁所有的犹太的全地 耶路撒冷的人在那个地方，他呼吁所有的犹太的全地、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

约翰的洗礼因可这有有 所所「悔改 ，约翰的洗礼因可这有有–所所「悔改」，

就是说要向神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愿意痛悔、谦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愿意痛悔、谦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愿意立定心志、愿意悔改，

而悔改就不愿意，并并并并并并介并并发并介行为方式，而悔改就不愿意 并并并并并并介并并发并介行为方式
能能转向神，不这不也也「悔改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也「使罪得赦」，不是是将来耶稣来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在耶稣十字架的工作之下 得到罪的赦免才能够真正的在耶稣十字架的工作之下，得到罪的赦免。

在旧约来可，因有因不这洗礼的仪式？

当时是跟祭司有关 他们在献祭以前要沐浴 洗身 当时是跟祭司有关，他们在献祭以前要沐浴、洗身

 当时犹太教在吸引外邦人入教的时候，

除了要割礼 奉献 献祭以外 也要洗礼除了要割礼、奉献、献祭以外，也要洗礼

 有死海的昆兰社团也是到旷野的地方去，

在那里等候弥赛亚来复兴他们在那里等候弥赛亚来复兴他们，

为了等候弥赛亚就先预备好自己，一天就要沐浴好几次

但不昆兰社团介的的、旧约祭司的的、改教者介的的，但不昆兰社团介的的、旧约祭司的的、改教者介的的，

跟约翰受洗不不可这介，

在翰的受洗是约翰帮他们施洗、只是一次的受洗在翰的受洗是约翰帮他们施洗、只是 次的受洗

 其他的，像昆兰的施洗、祭司的洗礼，

这些他们是要常常做这些他们是要常常做
所它不所这所所不因它不同的地方。

施洗约翰出来呼吁介的的，

马可说 犹太全地 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马可说：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就表示所有的人…不分卑贱尊贵的，都来到约翰那里

 马马 路路马马 约翰还特别斥责法利赛人 撒都该人 马马、路路马马 约翰还特别斥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

要他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可它可可约翰的工作不是当因成功，可它可可约翰的工作不是当因成功，

许多的人都可约翰给里那、承认他们的罪。

但不不这约翰，马可在不里形容他不是是这呢？但不不这约翰，马可在不里形容他不是是这呢？

他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不这介这这不特这这这就这，他不可这先知介他因。不这介这这不特这这这就这 他不 这先知介他因

亚赛有4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
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异 愧， 再穿毛衣

凡不先知，因因都常是可常常常常给，特特在特特

君王可8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的以利亚，

就不特特：约翰就不以利亚介再来。

他他介蝗虫野蜜，利利创蝗虫不是是洁净的昆虫，

给是约翰生活的简朴 不 这吃苦的仆人给是约翰生活的简朴、不可这吃苦的仆人，

他为着神、顺服神的旨意，过着比较简单朴素的生活，

在旷野来成就神的工作在旷野来成就神的工作。

他就它：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替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我就是弯腰替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给是他介谦卑，就这他不替耶稣作开路先锋介，

他介能力不及给它的特来介。他介能力不及给它的特来介

给其要来的，就不弥赛亚介另另可这代号，

诗可可诗26那要来的是谁呢？诗 诗26那要来的是谁呢？
给要来的就不将来的弥赛亚，不能力比他更大的。

在旧约因开可能力更大不神、不天使、因的不敌对者，在旧约因开可能力更大不神 不天使 因的不敌对者
在马可马马–撒但，也是那个能力大的、是那个壮士。

在不里约翰开介不不讲讲其他介这，而不可其跟神一样的，在不里约翰开介不不讲讲其他介这 而不 其跟神 样的
那样能力大的是谁呢？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给不这这呢？他就给他解鞋带都不都。

解鞋带 在当时是犹太人奴隶都不做的事情解鞋带，在当时是犹太人奴隶都不做的事情，

是给外邦人奴隶做的，

不就是这施洗约翰在耶稣介的在，不就是这施洗约翰在耶稣介的在，

他就这他是在他之后的、不远远不及他的，

而并他它：「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而并他它：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

约翰的洗 耶稣的洗

 是外在的洗

属 悔改的洗

会有圣灵的洗
圣灵是属于内在的洗
属 重生的洗 属于悔改的洗

 属于外表、物质的洗

属于重生的洗
属于内在、属灵的洗

在层次上是完全的不同在层次上是完全的不同，
是一个内在的工作

不不施洗约翰特特介介，他跟将来后面耶稣的工作不不一样的。



可9-11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彷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开可耶稣的谦卑 他从加利利介拿撒勒来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彷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开可耶稣的谦卑，他从加利利介拿撒勒来…

加利利很早时就已经被亚述占领，早就沦落在外邦人的手里，

在 个地 有 个拿撒勒 是名 传的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拿撒勒，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可不耶稣就不在那里长大。所它拿但业它说：

「拿撒勒怎么会出什么好的先知呢？「拿撒勒怎么会出什么好的先知呢？」

拿撒勒因因就常常因不被人家瞧不起介可这给的，

耶稣就是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到约但河里耶稣就是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到约但河里，

愿意和罪人同等、愿意来接受约翰的洗。

当他从水里 上来介的的 他就可可天裂开了当他从水里一上来介的的，他就可可天裂开了，

看到有超自然的现象、有神的能力从上面下来，就是圣灵，

彷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 而且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彷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且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耶稣的受洗因有这事有，

耶稣的谦卑可、耶稣的谦卑
二、神的印证，圣灵亲自膏抹在他的身上

有、角色被印证 天上说 他是他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有、角色被印证，天上说：他是他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不在是是不可其神的儿子、他因君王介他因。

诗二7君王说 我今日生你 因为他要用杖可以管辖列国诗二7君王说：我今日生你，因为他要用杖可以管辖列国。
儿子在不里，却不神的爱子，上特特可

赛四二1所所以赛亚的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赛四二1所所以赛亚的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儿子，并不是这么高君王的地位，他是受苦的仆人
在马可福音介文脉，但但可它可可– 爱子是顺服神的爱子，在马可福音介文脉 但但可它可可 爱子是顺服神的爱子，

他要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作救赎的工作

但不不其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因是是？但不不其爱子是神所喜悦的 因是是？

他的谦卑、顺服、愿意和罪人同等，

来接受约翰的洗礼，来接受约翰的洗礼，

所它不常神所所因「是他所喜悦的爱子」。

耶稣受洗它的，又顺服圣灵的带领，在旷野里受试探，

就这但但创这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年就这但但创这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年，

 在那个时候、神在那个地方，试炼、苦待他们，

为要看他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 以色列人失败了为要看他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以色列人失败了

 但是耶稣在旷野里面，他愿意顺服神，

受撒但四十天的试探、跟野兽同在一处受撒但四十天的试探、跟野兽同在 处

撒但在不里不特试探耶稣、引引也也违反神的旨意。

马可福音在不里并有因开也也是不是得胜在，马可福音在不里并有因开也也是不是得胜在，

只不开有野兽跟他跟在可跟、它有天使来来的他，

它就不它：耶稣不断地在靠着圣灵、以及天使的帮助，它就不它 耶稣不断地在靠着圣灵、以及天使的帮助，

和撒但来作对立的工作，他是一个顺服的子。

但但它不可这介，在但但介日常生活当其，但但 不 这介 在但但介 当其

可以靠着圣灵和天使的帮助，

让我们时时刻刻在苦难当中

也能够学习耶稣的榜样，来克服一切的难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