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第十九课第十九课……

门训和祷告门训和祷告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可可可1~42门训和祷告门训和祷告
过过过过逾越节、又过除酵节…

逾越节是为了记念以色列人，当时从埃及能够出来，

就是摩西带领他们、除去他们在埃及作奴隶的日子。

那那那那过那那经过了十灾，

最后 灾 法老 的长子最后一灾过法老王的长子、

以以埃及人的头生的长子，因为埃及人住家的门楣上、

都没有羊羔的血涂抹 因此灭命天使进入他们的家中都没有羊羔的血涂抹，因此灭命天使进入他们的家中，

击杀他们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

而以色列的的的的的，都都都都都都，而以色列的的的的的，都都都都都都，

那那因因因门楣上都都都都羊羔的血。

经过这 灾 法老王才害怕经过这一灾，法老王才害怕，

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

所以以色列后后后后后的那那，所以以色列后后后后后的那那，

因因都他记念这个节日，就就就逾越节。

逾越节过因是是那那记念呢？就过尼散月十四号的晚都，

也就过阳历三月底 四月初也就过阳历三月底、四月初，

在晚上日落、六点钟开始，

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六点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六点，

这样一天就是逾越节，

那时候大家就要吃逾越节的晚餐那时候大家就要吃逾越节的晚餐。

第第过第第，逾越节以后连着七天，因因他他他无酵饼，

这七天就就就除酵节。这七天就就就除酵节。

逾越节加上除酵节、一共有八天的节期，

在犹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在犹太人是 个很重要的节庆。

犹太人后后一一都三大节日，因因都他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

一个就是逾越节 一个是住棚节 还有一个收割节个就是逾越节、 个是住棚节、还有 个收割节。

逾越节回回的回回回回回，平常耶路撒冷百百大大都五万人
 到逾越节的时候，各地的犹太人尽量的回去了，到逾越节的时候，各地的犹太人尽量的回去了，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可以达到二十五万人

这那那那祭司长跟文士就就就、用诡计他捉拿耶稣，

因因不敢明明明明的因明过明明明因因不敢明明明明的因明过明明明，

那那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恐百姓生乱 –
 百姓都喜欢听耶稣讲话 是站在耶稣这一边的 百姓都喜欢听耶稣讲话、是站在耶稣这一边的

 逾越节在耶路撒冷城可能有二十五万人，

如果他们随便去抓耶稣 百姓一定会起来反对如果他们随便去抓耶稣，百姓 定会起来反对，

那这样耶路撒冷就会生乱了，

罗马兵就就后就就，这那就不这这罗马兵就就后就就 这那就不这这

所以因因就他想法子来捉拿耶稣。

耶稣因伯大尼后那的大痲疯的西门家家坐席，耶稣因伯大尼 那的大痲疯的西门家家坐席
一个女人用三十多两银子 – 差不多一年的工资

买来的真哪哒香膏、从印度来的香膏，非常珍贵的，真哪 膏 ， 常珍贵 ，

就浇到耶稣的头上，引来了耶稣门徒的不满，

这家这：有人就发牢骚，

有人，过因马太福音那家可以那那那的过门徒



耶稣却却：要记念这个女人所做的。

我因因这家那那的就过因最后的我因因这家那那的就过因最后的
逾越节、除酵节第第以开，

这个时候有女人她做全所有的奉献这个时候有女人她做全所有的奉献、

舍己的奉献、对耶稣是最高的敬拜；

而宗教领袖却设法要杀耶稣 这是这么强烈的对比。而宗教领袖却设法要杀耶稣，这是这么强烈的对比

可可10~11 耶稣自己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犹大，

贪为了贪财，就想把耶稣交给宗教领袖；

但过耶稣却因这那那那也准备要过逾越节。

可可12~26 马可记记耶稣怎是怎

后跟门徒他最后的晚餐，

也可以看到耶稣完全是出自于

他的安排、他的掌控，

也是在他的预知之下来进行这一切的事情。

除酵节的第一天、就过宰逾越节羊羔的那后过，门徒对耶稣却：

「逾越节的筵席 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

耶稣就就就两个门徒，路路路路路第过那两两过彼得跟约翰，

就因因叫叫回，必都人拿拿一瓶水迎迎而后，就因因叫叫回，必都人拿拿 瓶水迎迎而后，

这后那「人？因在在过「男人？，

通回巴勒斯坦地拿拿的大部分是女子。通回巴勒斯坦地拿拿的大部分是女子
 耶稣可能跟这个男人已经早就说过的，

他要来这个地方过逾越节的他要来这个 方过逾越节的

 或者耶稣他有预知的能力、预言的能力，

他知道有个男人拿了水

因就就这过那两两回，叫耶路撒冷叫，

就跟拿因、然后那那家回，你就对那一家的主人却：

「夫子说：客房在哪里，

我们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因必那他你因摆设整齐的后的大的，你因就因那家为我们预备。

这里的主人是谁呢？如果说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

马可的母亲有 个二层楼的楼房马可的母亲有一个二层楼的楼房，

所以这那所回就可所过马可的爸爸。

 很可能耶稣早跟他爸爸说过了 他会来这里过逾越节的筵席 很可能耶稣早跟他爸爸说过了，他会来这里过逾越节的筵席

 或者他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愿意服事他，

耶稣有预知的能力 所以就告诉门徒会发生这些事情耶稣有预知的能力，所以就告诉门徒会发生这些事情，

就好像耶稣叫们徒去牵驴子来

因因就那这这那他他，然后就正如耶稣所说的–因因就那这这那他他，然后就正如耶稣所说的–
因因就为耶稣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因犹太人他逾越节的筵席吃法跟因犹太人他逾越节的筵席吃法跟

普通吃晚餐过不后怎的，

他因吃逾越节的筵席是要躺下来吃的他因吃逾越节的筵席是要躺下来吃的
 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正式的筵席，平常坐着吃，

可是在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他们有坐的躺椅、躺下来可是在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他们有 的躺椅、躺下来

这怎的他就过后那正式的筵席，他的时候过晚上六点钟。

通回都四杯酒，喝喝第一杯酒、他他要以开，

小儿子问问问：小儿子问问问：

今天晚上为什么跟平常的晚饭不同啊？

问问就他回回：逾越节的由来是怎么回事。问问就他回回：逾越节的由来是怎么回事。

然后然然就他喝第二杯酒。

第第第第喝这以后 他们就要擘饼 分饼给大家第第第第喝这以后，他们就要擘饼、分饼给大家，

这那这过无酵饼，会蘸着

煮熟的水果 苦菜 绿菜 烤熟的羊羔煮熟的水果、苦菜、绿菜、烤熟的羊羔。

这那这必这他因耶路撒冷城由祭司那那回都，

那这怎的那过那那的逾越节的筵席的羊羔，那这怎的那过那那的逾越节的筵席的羊羔
过他这怎的他的那是过合乎规矩。

但过因但他都后但散居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犹太人，但过因但他都 但散居在巴勒斯坦地以外的犹太人
他们回不来的时候，也可以吃蔬菜、水果、苦菜、无酵饼，

不一定要有羊羔，逾越节羊羔要在圣殿里由祭司来宰杀的。不 要有羊羔，逾越节羊羔要在圣 祭司来宰杀的。

所以耶稣就过因耶路撒冷城家迎后过逾越节。



那这晚都，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后这，因因坐席正吃的那那，

耶稣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

可可20 21 门徒中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可可20~21 门徒中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所以我因就所所 – 耶稣知道犹大是要卖他的

 但是其他的门徒都不知道，所以因因都很忧愁…其 都 ，所以因因

所以耶稣却：那个人就是会受撒但的诱惑。

约翰福音 那个人就为了贪财、为了三十两银子，
一个奴隶的价钱，就把耶稣出卖给祭司长。

这就应验这：诗可后与我吃饭的朋友，他用脚踢我。

这好诗好预言那义人的受苦：自自的朋友，

犹大是耶稣亲密的朋友、是他的学生，

可过因却背叛了主。

然后耶稣就设立这最后的圣餐，

我们说 最后的晚餐 餐 也 是主餐 我们说：最后的晚餐、圣餐、也就是主餐

 也就是后来世世代代，信徒都来记念、遵守的主餐

饼因因因他的那那，明明拿耶饼后、

祝福了、就擘开、递他因因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他吃饼的时候，他先祝福，

已经是喝过第二杯了 才有这个擘饼已经是喝过第二杯了、才有这个擘饼。

因就却：「你因拿拿他，这是我的身体。 ？

那那这 句话就都不同的神神都的神神那那这一句话就都不同的神神都的神神…
1. 天主教：明明却这过我的身体，

一耶稣说了以后，一耶稣说了以后，

这个饼就已经化为

好像同等于耶稣真正的身体了好像同等于耶稣真正的身体了

2. 这「是？我的身体，这那「是？，

只过却耶稣在说了这句话以后只过却耶稣在说了这句话以后，

 我们在吃主餐的时候也好，

只是代表 个纪念性的 象征耶稣的身体只是代表一个纪念性的、象征耶稣的身体

 可是因为耶稣这样说过了以后，我们在守主餐的时候，

因为有主的圣灵的同在 所以在圣灵当中因为有主的圣灵的同在，所以在圣灵当中，

我们守这个主餐、耶稣也与我们同在
而不是说这个饼已经变成了主的身体！而不是说这个饼已经变成了主的身体！

3. 这那主餐喝完只是纪念性的

不不哪 种说法，主餐事事都过代表耶稣，不不哪一种说法，主餐事事都过代表耶稣，

是记念耶稣为我们舍身，

他把饼擘开 就是象征他以后他把饼擘开，就是象征他以后

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为我们舍了的意思。

就过他的身体那我因分裂、就过他的身体那我因分裂
那我因擘开，预表他的死亡

可可23~24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

这那那那因因就这喝，过第三杯的的的第。

耶稣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耶稣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这那这因马可、马太路路，都过这过立约，

这就过约约回因 明耶后31~35 所预言的，这就过约约回因 明耶 31 35 所预言的
 将来的时候，神要跟他的百姓立新约，

然后把律法都刻在他们的心版上然后把律法都刻在他们的心版
 不像摩西那个时候，给百姓律法是刻在石版上

以后因因所以以的，过他神跟因的的是是新约，

这那这刻在我们的心版都。

耶稣后这，因就他他这怎的的预言落实，也就过却：后 因就他他 怎的的 就过却

他要借着他上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工作、

他的舍身流血，而跟他的百姓立了新约 –
后落实明耶后31~35 的预言。



所以因却：这过我立约的血那多人流流后的。

希伯来文为许多的人 们愿意接受 稣希伯来文为许多的人 - 他们愿意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个人生命救主的人 - 所流的血。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可可25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逾越节晚餐有四杯葡萄酒 换句话说逾越节晚餐有四杯葡萄酒，换句话说：

最后一杯葡萄酒、第四杯，耶稣没有跟他门徒一起喝

耶稣却：什么时候这跟因的神的一起喝呢？耶稣却：什么时候这跟因的神的 起喝呢？

跟他的百姓，以后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在他所统管的、神的新的国度的当中要跟他一起喝–在他所统管的、神的新的国度的当中要跟他 起喝

也就过所也「弥赛亚的筵席？

我们如果是信靠耶稣作我们的救主的我们如果是信靠耶稣作我们的救主的，

我们将来都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在一起；

因因的在家后耶在那新的葡萄酒，因因的在家 耶在那新的葡萄酒
就过那那第四杯。

可可26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他们唱了什么诗呢？是诗篇哈利路亚颂第 部分他们唱了什么诗呢？是诗篇哈利路亚颂第二部分，诗116~118，

喝葡萄酒、喝喝这就喝哈利路亚颂的第第那的的。

逾越节的晚餐就完成了 而且逾越节的晚餐不能够超过半夜逾越节的晚餐就完成了。而且逾越节的晚餐不能够超过半夜。

耶稣不只不不神的一的都后不犹大会背叛他，

还却：你们都要跌倒！不仅是因为背叛他还却：你们都要跌倒！不仅是因为背叛他，

其他人都有软弱、都会退后。

可可27 28 那那因都(亚可亚7) 记拿却：可可27~28 那那因都(亚可亚7) 记拿却：

神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得胜以后，他因你因以要要加利利回。但我复活 得胜以后，他因你因以要要加利利回。

加利利过耶稣第一次呼召因门徒的他他。

彼得回回过十二个门徒一的首领，因就却：彼得回回过十二个门徒一的首领，因就却：

「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 ？

耶稣却： 「我实在告诉你，耶稣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因就好门徒后怎，常常以为可以为主大发热心、不怕困难，

但过真正面临困难的那那 就就好就就 好两两 怎但过真正面临困难的那那，就就好就就、好两两后怎，

我们就软弱、跌倒。

但是我们的主都知道我们的本相 他要来但是我们的主都知道我们的本相，他要来

保守、复兴我们、用他的复活来重建我们。

所以因所因就预先的对就就、对两两却：所以因所因就预先的对就就 对两两却：

「我他在你们以先他要加利利回。 ？

一耶稣预言所都的两两就软弱、就跌倒以后，一耶稣预言所都的两两就软弱、就跌倒以后，

就就因因就那这客西马尼园，

这里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这里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

最后的一个争战、一个角力、

也是在他父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客西马尼园因他过汲沦溪、那橄榄山的那那他他，

原文 Olive press，压橄榄、把橄榄油压出来的地方，

那也是他们常常他带了门徒在那里祷告的地方。

因就就八个门徒过是因两是、园但，

他就带了三个门徒彼得 雅各 约翰他就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

就到园子里面去，想要祷告，

那那因所所因他受难的时刻近这、就惊恐耶后。那那因所所因他受难的时刻近这、就惊恐耶后。

Ekthambeo 希腊文，马可福音都是用在

「众人看到耶稣行神迹了、他们就很惊奇」，「众人看到耶稣行神迹了、他们就很惊奇」，

但是现在却用在耶稣自己，将来他要上十字架这个事情，

就就所流他的人性，就就就回回就惊吓、内心都有大的争战，就就所流他的人性 就就就回回就惊吓 内 都有大的争战
心家有心就难过。于过就对这三个学生这：

「我心里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为我祷告。？

这他迎、一然明明当所他的、过为他们自己祷告，

因为耶稣知道：他被捕的话，羊就被分散了。

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祷告，

耶稣自自就往前走，俯伏在地。



耶稣的顺服，因却：「倘若可行，便叫这个时候过去。 ？

这个时候就过神审判世人罪的那那，这个时候就过神审判世人罪的那那

也就过在耶稣身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可可36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可可36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

 因为耶稣知道在神是无所不能，神是全权掌控事情的主，

他宁可顺服神的意思、也不要顺服他自己的意思

 这个杯就是「苦杯」 ，他愿意顺服去喝这个杯

而而因就神「阿爸？，亚兰文、小小孩就爸爸就就「阿爸？ ，

后来我们信主的人都可以叫天上的神是我们的阿爸，

我们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是来自于耶稣的榜样、关系
后后明明回后就那那门徒都睡着了，因回后三次、祷祷亚祷，

两两都门拿这 两两就不能够警醒 回回我们都是这样两两都门拿这，两两就不能够警醒。回回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心里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就是力不能胜

 但是我们的主 为我们守望 是我们的榜样 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守望、是我们的榜样、

随时随地都警醒、他不睡觉

可可41~42 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 看哪 那卖我的人近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近了！」

耶稣所所什么时候回家他来抓他，

而且不是被动的等着人来抓他而且不是被动的等着人来抓他，

因却：时候到了，这那时候就过因被捕的时候
耶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最后的晚餐 到园里祷告耶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最后的晚餐、到园里祷告

顺服神的意思、被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因就跟门徒却：时候到了，起来、我们走吧。因就跟门徒却 时候到了 起来 我们走吧
因就自己走向这些要来抓他的人的迎开

因却：人子他要因罪人的的家这，谁是罪人呢？

 对犹太人来讲，外邦人就是罪人，因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

 对于我们今天、在耶稣来了以后，所有不认识耶稣、不接受
耶稣为他生命之主的人，都是罪人

 那些大祭司、文士、长老、罗马人、

不接受他的犹太人，都是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