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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查经聚会之十三：马可福音 9：1-29 - 组长版 

 

诗歌：耶稣爱你 

 

祷告： 

 

破冰问题：1、当人们看烟花时的反应如何？你的反应呢？ 

          2、你曾经说过什么样的话。让你事后感到很难为情或发窘？ 

           

复习：请哪一位告诉我们上次学到什么功课？（主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多人，

又以 7饼数鱼喂饱四千多人之后，他问门徒“我是谁”。这是为了让门徒能确认

主耶稣真正的身份－弥赛亚，与他的工作。主耶稣并且告诉他们，单单欢迎他来

是不够的，必须舍己来跟从他。当时的犹太人自信可以靠行律法而得救，轻视主

耶稣十字架的道，不但不服从，甚至厌恶他。因此接下来，主耶稣要把十字架的

道理说得透彻，因为那是关乎众人必须面对的未来的审判，而且是门徒们必将看

见的。） 

 

读经：马可 9：1-29 

 

背景介绍与名词解释： 

从马可福音 8章 31到 10章 52这段是耶稣在世传道的分水岭，主要是针对十二

使徒的需要。其中包括 1）三次预言耶稣受难和复活（8:31、9:31、10:33-34）；

2）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之旅；3）坦白地（8:32）阐明弥赛亚的真正身

份和真门徒的含义。 

 

名词： 

     摩西（以色列伟大的领袖，上帝透过他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把他们建为

一个事奉上帝的国度，并且引领他们到达应许地的边缘） 

 

默读：請大家再默读一遍。读完后，要请一两位，概括这段經文的内容（组长不

须评判。就说“那么我们来看这段内容是否如此”） 

 

观察与解释： 

第 1-13 节 登山变像 

1. 在 2 到 8节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V2“过了六天”，这里准确的标注

时间，在福音书中很罕见。耶稣的改变形象和出 24:9-18记载的事情很多类同之

处。六日是用来预备领受启示及见证上帝的荣耀的时间（出 24:16））发生在什

么地方？（故事发生在高山上）出现了哪些人物？（出现的人物有耶稣、彼得、

约翰、雅各、摩西和以利亚，还有天父的声音。） 

 

2. 耶稣的形象出现了什么变化？（v3）这与他往常的形象是什么区别呢?（他

往常的形象是一个苍老，风尘仆仆的样子） 

 

3. 彼得从来没有见过以利亚和摩西，但是他一见到他们就认出来。这说明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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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中，人与人有可能彼此认识吗？想象一下未来都是熟人的大聚会欢乐场面。你

最想见到哪位圣经人物？ 

 

4. 耶稣显荣后，门徒见到谁同耶稣说话？（V4 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二人为何在

这山上向他们显现？（整个登山变像的意义是让三个门徒透过这个异象，对主身

份和使命的自我宣告更加确信。首先，摩西和以利亚不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出

现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这异象是关乎永恒。他们不但是旧约律法和先知的代表，

而且申 18:15裡摩西预言了弥赛亚要来，玛 4:5 說以利亚更是预表了为弥赛亚开

路的先锋。因此他们的出现成为門徒相信耶穌是基督很重要的证据。门徒们将看

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知道并不是他犯罪受咒诅，因此不至於像犹太人

的领袖怀疑主耶稣是基督）他们谈些什么？参（路 9:31）（他们说话的内容，

根据路加福音九章来看，是和耶稣一起谈论，关于「他的死」的事情。在耶稣显

荣的时候，指向了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 

 

5. 你觉得彼得想要为三人搭棚是对的吗？（彼得见了异像，惊异的不知如何回

应。他能够想到的是把他们留住在山上，彼得的错误是时间与地点的错误－那是

将来在天上会发生的事。）当彼得要给耶稣他们三人搭三座棚的时候，发生了什

么事情？（v7，有一朵云把他们都笼罩住，然后有天父的声音出现。）云彩有什

么意义？（太 17；5说是“光明的云彩”。根据旧约，神显现自己的荣光是在云

彩里，例如出 40:34；王上 8:10-12；詩 97:2，因为父神还要亲自来作见证）假

设你是彼得，描述当时你感受到的情形？（V6 如果我是彼得，一开始是被一朵

云笼罩住，完全看不见东西；然后听到说话的声音，估计会很害怕，战战兢兢的。） 

 

6. 当彼得说完话后，天父说了什么话？（V7）这些话有何含义？（彼得所提出

的意见，和耶稣的使命是相违背的；彼得希望荣耀得以延续，好让耶稣无需承受

苦难。可见彼得还是没听懂耶稣的话，且他的意见有将三位并列的意味。天父在

此时说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参申十八 15），暗示他是摩西所

预言的那位先知，另外也显示耶稣身分超越其余二者） 

 

7. 当摩西、以利亚离开之后，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天父说话，对于门

徒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这个事实告诉门徒和我们，耶稣是上帝独一的儿

子，是远超过摩西、以利亚的救主。且提醒门徒和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听从基

督，而非擅自作主。） 

 

8. 在 1 到 8节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而且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这对于那三

个门徒会有什么意义呢？比较约 1：45；路 24：27。这种新经验，可能会怎样帮

助他们，并鼓励他们呢？（在「登山变像」这事上，三个门徒所看见的是一个彰

显荣耀的耶稣，也看见摩西、以利亚为耶稣使命的见证。因此多年后，彼得在彼

得后书一章 16～18节，提及这个经历说，那是使他信仰有确据的重要根据之一；

约翰也提到了相似的经验（约壹一 1～4）） 

 

9. 前面 8:31，主耶稣已经提到他要“被杀，三日后复活”。在第 9节，主耶稣

又提，门徒仍不明白（V10）。受死好像是失败，与登山荣耀像貌的显现岂不矛

盾？因此 9 到 13 节，耶稣和门徒的谈话中继续着受死复活的话题。主耶稣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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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不要提所见的？（显然是彼得、雅各与约翰三人而已。也不要他们告诉其

他的门徒，免得他们不信或是以为主偏心不让他们看见。显然在主耶稣成就十字

架救恩之前，门徒们还存着怀疑，包括他们三人。他们暂时以为受死复活可能只

是抽象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先处于低贱，从此以后他要升高。）此事之后，耶稣

对门徒的嘱咐是什么？（v9，耶稣嘱咐他们，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前不要告诉别人

此事。）为什么要这么嘱咐？（免得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被人们嘲笑，甚至引起

带有政治性弥赛亚观的以色列人的暴动。） 

 

10. 这三个门徒对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还有疑惑。因为他们看见以利亚的出现，

不明白那算不算是文士教导的以利亚还要来的事情。（因为犹太人攻击耶稣的一

个理由是，若他是基督，那么为什么以利亚还未出现？）耶稣现在又不许他们去

告诉如何人他们亲眼看见了以利亚。那么是为什么？根据耶稣的回答，以利亚出

现了没有？参太 17:13（v13，根据耶稣的教导，以利亚已经出现了，施洗约翰

就是以利亚，而不是以利亚转世。约翰复兴万事的意义，是使人重新专注于早被

遗忘的悔改和敬虔。律法是要人知罪而悔改，而不是去行就得救。约 1:29，施

洗约翰曾经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人子要遇害，承受

同一的命运也就不足为奇（V12）） 

 

11. 你看到耶稣的超越和荣耀吗？是如何看到的？荣耀的弥赛亚受难的事实和

你想象中的救世主有什么冲突吗？  

 

第 14-29 节 治好污鬼附身的孩子 

12. 14 到 29 节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山下）有什么样的人物出现？（有

耶稣、门徒、父亲、孩子、文士、众人） 

 

13. 请想像一下那个场景：门徒们在和一些精通圣经的人辩论，还有许多人在围

观。门徒为什么会和文士发生辩论？（“辩论”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他们强烈地

争辩。根据 16-18节和 28节，很可能他们辩论是的门徒为什么赶不出鬼） 

 

14. 那个父亲为什么来找耶稣？（v17、18，父亲因为儿子被鬼附而来求医治，

但是耶稣的门徒无法赶出这个鬼，正好耶稣来了。父亲就向耶稣倾诉）这个孩子

被鬼附有什么样的症状？（ v18、V22孩子的症状是抽风，摔倒，口中流沫，咬

牙切齿，身体消瘦，屡次跌在火里、水里。） 

 

15. 耶稣如何回应这个父亲？（V19不信的世代。。。）耶稣为何如此回应？（当

时的文士不信；这个父亲不信（参 22节，你若能作什么……）；门徒也小信（参

太 17：20节）这个世代急切地需要救恩却不认识耶稣，这使主心焦急（我忍耐

你们要到几时呢？）谁为了缺少信心而受责备呢？是门徒还是那个父亲？（从第

23节的话看来，因着缺乏信心而受到责备的似乎是那个父亲，然而门徒们也因

着没有祷告而受到责备（29节）。但祷告当然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两方面都受

到责备。） 

16. 第 21 节耶稣为何要问孩子的父亲关于孩子得病的时间？难道耶稣不知道吗？

如果知道还要故意问？有什么目的？（请再次想象当时的场景，那个孩子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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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鬼那样的辖制；而耶稣却在问孩子的父亲一些好像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你的孩

子得病多久了……其实耶稣知道，而耶稣再次询问，可能的原因，除了让孩子的

父亲正视他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之外，使他知道自己除了耶稣之外，别无帮助之源。

也看到耶稣深切的爱） 

17. 孩子的父亲说：“你若能作什么，求你……”体现了父亲怎样的心理？ （这

句话另一个意思似乎是，你若不能，就算了。这不是询问主愿不愿意，而是在质

疑主的能力。体现了此时，父亲是不信的。）主耶稣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

事都能”是指任何事吗？（当然不是。我们的信是有正确的目标－耶稣基督，与

正确的内容－他的应许。对于他未曾应许的事，那是神的决定，其余都是迷信。

信徒应该多读圣经，就能明白什么是神应许的，什么不是。即使是正确的信，也

不是我们能成就的，而是神能。太 17:20里，主耶穌說“就是对这座山说：‘你

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 怎么解释？- 这是犹太人的熟语，是指任何

人坚信不可能的事。这节重点还是在前面说正确的信，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18. 与前面相比，9：24 中父亲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先前说：“你若能……求……

帮助我。”但是耶稣听了就责备他说：“你若信…” 这个父亲现在就流泪地（有

些古抄本有这几个字）喊着说：“那么就照着我的本相──一个怀疑的人──来

帮助我吧！这个父亲呼求帮助，诚实地承认他信心的贫乏；而耶稣也应允，但不

是照着那人贫乏的信心，而是照着祂丰富的恩典；父亲对耶稣的称呼也发生了变

化，从 V17中的“夫子”到 V24中的“主”） 

19. 主对这个小信的父亲的回应，对我们的信仰有何帮助？（这给我们一个极大

的安慰，因为我们并不总是信心满满，相反，我们时常心存怀疑。主的话告诉我

们，只要我们信他，他必会为我们成就大事。父亲的回答：I do believe!直译

的话，应该是我真的信！或者是我确信！孩子的父亲因着耶稣的回答，从不信到

信，只在转眼之间。但父亲真实地承认自己虽然信，但是信不足。在这一点上，

孩子的父亲是我们的榜样！承认自己信心的不足，寻求主的帮助！） 

20. 在你的信仰中，有经历从不信到信靠，从软弱到刚强靠主的经历吗？试分享 

21. 众人为什么多半说”他是死了“？（V26鬼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估计

孩子表现出来的动作很“吓人”，让众人觉得这孩子肯定是死了）后来孩子如何

了？（V27 孩子好了，耶稣扶他起来） 

22. 在马可福音第 6章，耶稣曾赐给门徒权柄制伏污鬼，为什么这里门徒不能把 

鬼赶出去？（从后文 v28-29节，门徒与耶稣的问话可以看出，门徒们没有通过

祷告去赶鬼；门徒们忽略了属灵的操练，欠缺祷告与禁食；参太 17：20，耶稣

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主虽然给他们赶鬼的权柄，但这权柄必须凭信去施行，

而门徒们没有操练，就缺乏信心。门徒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因为已蒙赐下权柄，

因此就掉以轻心，不知道仍倚靠上帝。耶稣提醒他们一定要藉着祷告，好好信靠

上帝。不倚靠上帝，也同样是不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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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据第 29 节，面对赶鬼的任务，主耶稣提醒门徒要做什么事情？（禁食祷

告。我们在第二章里，曾经完整的讨论过禁食的意义。那是借着愿意克制肉体，

让自己完全被圣灵掌管，圣灵就能不被人阻碍地工作。主耶稣赶鬼就是靠圣灵，

因为他完全被圣灵充满。那么受托去赶鬼的门徒也应该如此。但是门徒太像当时

的犹太人领袖，以为凭着自己的知识与方法，就能代替圣灵作工。）这里对我们

有什么提醒？（这提醒我们，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需要祷告，谦卑寻求上帝的旨

意与圣灵的掌管。祷告是信心的活动，就像禁食，并不是手段，而是发自内心，

愿意信靠神，愿意顺服圣灵在自己生命中的权柄。） 

 

24. 你有没有操练过禁食祷告？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操练禁食祷告的？ 

25. 试谈谈信心在你的生命生活中的重要性。（信心是圣经极重视的生命素质，

希伯来书十一 6 直截了当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改教家

从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重新发现信心的可贵，指出惟靠信心（ sola fide；

罗四 5，九 30 ；加三 2）即可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信心总是越过它本身，

指向所信之应许，或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就像称义一样，信心固然是必须的，却

只有链接的价值，使我们连于救恩的源头；真理为客观的赐予，信心是认识真理、

进入真理的媒介。真实的信心会在人的理性、心灵、意志与行为上，都有所表达。） 

 

26. 试比较这一章中山上、山下这两个故事，有哪些类似、哪些不同？（山上：

有荣耀的父亲、愿意顺服的儿子，呈现出荣耀、美好的场景；山下：有软弱、破

碎的父亲、有被鬼苦待的儿子。呈现出失败、破碎的场景；然而山上的父亲为了

罪人舍弃了他的儿子，让他走向死亡和破碎，山下的父亲却得到儿子，儿子恢复

了美好。耶稣定意从山上走到山下，从荣耀降为卑微，是为了每一个破碎的人。

这一切都指向了耶稣的救赎和天父的大爱。在三本对观福音书中，都把山上和山

下的故事放在一起，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对比中的深意。见太 17：1-21，路 9：28-43） 

 

归纳与应用： 

 

1、我可以帮助教会、团契或小组中的一位成员更加认识主吗？该如何实施？ 

 

2、在本周中尝试禁食一顿，并且在禁食期间祷告寻求上帝。 

 

3、这个星期我可以从哪一件事开始实践今天学到的功课？ 

 

4、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如何彼此代祷？（分 3-4 人的小组，为彼此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