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馬可福音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馬可福音的作者。 
 指出馬可福音的受書人。 
 舉出馬可福音的目的。 
 默寫馬可福音的鑰節。 
 列出馬可福音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馬可 
 
對象：給所有信徒，只是原本是要給羅馬人的，作者便顯示耶穌作僕人。 
 
目的：展示耶穌的服侍，突顯祂是僕人和人子的身份。 
 
鑰節：十 45 
 
生活和事奉原則：我們要服侍人，不是要得人的服侍。 
 
主要人物：耶穌，十二位門徒。 
 

大綱 
 
壹、 準備時期：一 1－13 
 甲、 福音的起頭：一 1－3 
 乙、 施洗約翰的工作：一 4－8 
 丙、 耶穌受洗：一 9－11 
 丁、 耶穌受試探：一 12－13 
 
弍、 加利利的工作：一 14－六 30 
 甲、 耶穌開始工作：一 14－15 



 乙、 呼召四漁夫：一 16－20 
 丙、 醫治被鬼附的：一 21－28 
 丁、 醫治彼得岳母：一 29－31 
 戊、 聲名大噪：一 32－34 
 己、 安靜時間：一 35－37 
 庚、 首次往加利利：一 38－39 
 申、 醫治患痲瘋的：一 40－45 
 壬、 治癒癱子：二 1－12 
 癸、 呼召馬太：二 13－14 
 子、 筵席、批評和回應：二 15－22 
 丑、 安息日爭議：二 23－三 6 
 寅、 海邊工作：三 7－12 
 卯、 設立十二門徒：三 13－19 
 辰、 耶穌的熱心：三 20－21 
 巳、 不得赦免的罪：三 22－30 
 午、 與耶穌的真正關係：三 31－35 
 未、 幾個比喻：四 1－34 
  一、 撒種比喻：四 1－20 
  二、 燈的比喻：四 21－25 
  三、 種子生長的比喻：四 26－29 
  四、 芥菜種比喻：四 30－34 
 辛、 海上狂風：四 35－41 
 酉、 醫治被鬼附的：五 1－20 
 戌、 睚魯女兒和患血漏的婦人：五 21－43 
 亥、 拿撒勒人不接受耶穌：六 1－6 
 甲 1、 十二門徒的使命：六 7－13 
 乙 1、 施洗約翰之死：六 14－29 
 丙 1、 十二門徒的報告：六 30 
 
叁、 退隱期：六 31－九 50 
 甲、 餵飽五千人：六 31－46 
 乙、 水面上行走：六 47－52 
 丙、 革尼撒勒的工作：六 53－56 
 丁、 責備法利賽人：七 1－23 
 戊、 敘利亞腓尼基婦人：七 24－30 
 己、 醫治耳聾舌結的人：七 31－37 
 庚、 餵飽四千人：八 1－9 
 申、 求神蹟：八 10－13 



 壬、 防備麫酵：八 14－21 
 癸、 醫治瞎眼的：八 22－26 
 子、 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的驗和教訓：八 27－九 1 
 丑、 耶穌變像：九 2－10 
 寅、 以利亞的難題：九 11－13 
 卯、 醫治被鬼附的小孩：九 14－29 
 辰、 加利利最後的教導：九 30－50 
 
肆、 在庇哩亞和猶大的工作：十 1－52 
 甲、 有關離婚的教導：十 1－12 
 乙、 為小孩祝福：十 13－16 
 丙、 少年財主：十 17－22 
 丁、 錢財的危險：十 23－27 
 戊、 得賞獎的討論：十 28－31 
 己、 預言耶穌死亡：十 32－34 
 庚、 高升的要求：十 35－45 
 申、 巴底買得醫治：十 46－52 
 
伍、 最後一星期的事件：十一 1－十五 47 
 甲、 王進耶路撒冷：十一 1－11 
 乙、 咒詛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十一 12－14 
 丙、 潔淨聖殿：十一 15－19 
 丁、 信心的教訓：十一 20－26 
 戊、 質疑基督的權柄：十一 27－33 
 己、 園戶的比喻：十二 1－12 
 庚、 納稅的問題：十二 13－17 
 申、 復活的疑問：十二 18－27 
 壬、 大使命的問題：十二 28－34 
 癸、 有關基督的問題：十二 35－37 
子、 防備文士：十二 38－40 
丑、 窮寡婦的小錢：十二 41－44 
寅、 對未來的信心：十三 1－37 
卯、 公會的人設計害耶穌：十四 1－2 
辰、 在伯大尼晚餐：十四 3－9 
巳、 猶大的計謀：十四 10－11 
午： 逾越節：十四 12－21 
未： 最後晚餐：十四 22－26 
辛、 預言彼得不認主：十四 27－31 



酉、 西馬尼園禱告：十四 32－42 
戌、 被出賣和被拘捕：十四 43－52 
亥、 受猶太人審訊：十四 53－65 
甲 1、 彼得不認主：十四 66－72 
乙 2、 在羅馬官前受審：十五 1－21 
丙 1、 耶穌被釘十架：十五 22－41 
丁、 耶穌被埋葬：十五 42－47 

 
陸、 耶穌復活：十六 1－8 
 甲、 首個抵墳地的人：十六 1－3 
 乙、 空墳墓：十六 4－6 
 丙、 差遣往傳復活信息：十六 7－8 
 
柒、 耶穌顯現：十六 9－14 
 甲、 向抹大拉的馬利亞：十六 9－11 
 乙、 向兩個門徒：十六 12－13 
 丙、 向十一個門徒：十六 14 
 
捌、 大使命：十六 15－18 
 
玖： 耶穌升天：十六 19 
 
拾、 實行大使命：十六 20  
 
 
 
 
 
 
 
 
 
 
 
 
 
 
 



自我測驗 

 

1. 誰是馬可福音的作者？ 
 

                                                                   

 

2. 舉出馬可福音的目的。 
 

                                                                   

 

3. 誰是可福音的受書人？ 
 

                                                                   

 

4. 列出馬可福音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馬可福音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研究馬可福音的鑰詞：修直道路、立即。 
 
2. 研究馬可的生平，就是以他名字為書名的這位。參徒十二 12，25；十三 5，

13；十五 37－39；西四 10；門 23－24；和彼前五 13。馬可在四卷福音書中，
皆被指是耶穌的十二位使徒之一。 

 
3. 耶穌復活後多次顯現，證實確從死裡復活。祂向下列人士顯現： 

 
抹大拉的馬利亞    可十六 9－10 
其他婦人     太廿八 9－10 
往以馬忤斯路上的兩名門徒 可十六 12－13；路廿四 13－21 
彼得      路廿四 34 
除了多瑪外的眾門徒   可十六 14；路廿四 36；約廿 19 
與多瑪一起的門徒   約廿 26－31 
在加利利海邊的七位門徒  約廿一 
在加利利的門徒    太廿八 16－20 
雅各      林前十五 7 
在變像山與祂一起的   可十六 19；路廿四 44；徒一 3 
保羅      林前十五 5－8 
 

4. 耶穌被仇敵不斷惡意攻擊。研究可二 1－三 6，並完成以下圖表： 
 

二 1－12  二 13－17 二 18－22 二 23－28 三 1－6 
 
升天                                                             
 
指控人                                                             
 
控罪                                                             
 
向誰發出                                                            
 
耶穌自辯                                                            
 
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