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部每日靈修 

 
馬可福音 1:1-2:17 
 

         



 
	   	  



2017.1.1 靈修 
 
題目:【迎接更新】 
 
【閱讀進度】 
	  	  （可 1:1-8） 
	  
【默想經文】 
	  	  （可 1:3）「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詞句解釋】 
「預備」: 命令式動詞。 原文解釋為「完成必須而合適的裝修或
修建」。 
「修直」: 命令式動詞。 原文解釋為「立刻遵行正直生活」。 
 
【安靜反思】 
馬可福音一開始，剛提到耶穌基督福音起頭的時候，反倒把讀者
的注意力，放在施洗約翰和他所傳的資訊的身上。 正如他說的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目的是要我們明白第一個屬靈
真理，就是當一個真心願意迎見救主耶穌基督的人，渴望自己能
改變的人，是需要先預備自己的。 正如一個人即將和國家元首
見面之前，也必須立刻預備選擇合宜的穿著，合宜的言談舉止等。 
 
因此，在新年之際，我如何能快快修正自己的生活，預備迎接耶
穌基督福音帶給我的改變和更新呢？有什麼日常資訊需要馬上拒
絕，讓心能夠更純潔？有哪些生活方式需要立刻修直，能最簡單
化，哪些多餘的活動需要徹底清除，使信仰生活更專心？有哪些
不健康的關係需要停止，以致于我能夠重建與耶穌基督無隔閡的
關係？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願意預備自己，迎接聖靈帶給我內心真正的更
新。 耶穌基督啊，我願祢來。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017.1.2 靈修 
	  
題目:【屈尊順服】 
 
【閱讀進度】 
	  （可 1:9-13）	  
 
【默想經文】 
 （可 1:9,13）「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旦河裡
受了約翰的洗。…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 
 
【詞句解釋】 
「受」: 介係詞。 在…之下／受…指揮。  
此處也可翻譯成 :「耶穌在約翰之下受洗…也在撒旦之下受試
探。」 
 
【安靜反思】 
耶穌縱使在「約翰之下」受洗，也在「撒旦之下」受試探， 但
是耶穌那高於萬有的位份，神的兒子，就是從始至終都不曾絲毫
改變過。 從福音書作者馬可一開始對耶穌的尊稱，到上帝親口
在耶穌受洗時的認定，「我的愛子」，都替救主耶穌尊貴的身份
作見證。 然而，耶穌通過在約翰之下受洗，屈尊降卑，表達與
有罪的世人同甘共苦。 另一方面，耶穌順服天父的命令，聖靈
催逼，甚至在撒旦之下受試探都是甘心情願的。 
 
當我反思耶穌的【屈尊順服】之際，能否在不同的場合裡，尋找
操練放下身段的機會，以愛去俯就比我更有需要的人呢？有哪些
即將來臨的機會，我能預備自己可以主動降卑自己，與別人分擔
憂患呢？每當心裡安靜時，聖靈也會常常，甚至重複地感動自己，
需要做的事，需要找的人，甚至聖經的話。 我每天能固定於那
個時間，可以安靜片刻，詢問天父（通過內在的聖靈）對自己的
引導呢？在新的一天裡，我如何預備自己回應聖靈隨時的感動，
順服天父對我奇妙的計劃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賜下祢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屈尊順服。 
求祢讓我常常感受耶穌屈尊的大愛，好讓我天天活在祢的愛中。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017.1.3 靈修 
 
題目:【跟從耶穌】 
 
【閱讀進度】 
（可 1:14-20） 
 
【默想經文】 
（可 1:17,18）「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
如得魚一樣。」「他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詞句解釋】 
「叫」: 由兩個希臘字組成，綜合解釋為「製作成某狀態」。句
意為：「我要製作／塑造你們成為得人漁夫」。 
「跟從」: 原文作「尾隨」／「服從」。句意為：「他們立刻尾
隨服從耶穌。」 
 
【安靜反思】 
當初耶穌在加利利呼召門徒，他們立刻的回應了，跟從了祂。我
們一定會很震驚，門徒為何有如此的反應？其實，門徒的反應，
真的很像在炎熱的夏天裡，當一群非常乾渴的旅客，聽見小販叫
賣宣傳說:「來啊，我有乾渴者的福音，白白的涼水供應哦，來
啊…」一樣。這些旅客隨即放下手裡一切事，立刻信這「福音」，
追隨那施予者。同樣的，今天耶穌也向我們發出呼召，宣傳天國
的福音，說：「來跟從我…（唯有我能滿足祢生命中最深層的需
要）」。 
 
生活裡繁忙緊密的安排，其實都是由內心裡渴望所驅動。當我安
靜時，內心反映出來的是什麼情緒呢？這情緒代表了什麼？它正
在呼喊著什麼資訊呢？「陳舊…」「無奈…」「不滿足…」？我
如何能重新拾回內心的滿足？ 
 
是的，重複的工作，甚至事務性的事奉，都可能使人厭倦。唯有
回應跟隨耶穌，真正成為得人的漁夫，使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才 



 
使我們的心滿足喜樂。最近是否有感動，應該放下手中哪一些事
情？有什麼攔阻我的事情，使我不能立刻跟隨耶穌，成得人漁夫？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求祢救我脫離一切生活的繁雜思慮。讓我能
天天活在福音當中。全心全意地跟從耶穌。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 
 
  



2017.1.4 靈修 
	  
題目:【追求實際】 
 
【閱讀進度】 
（可 1:21-34） 
 
【默想經文】 
（可 1:22）「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
柄的人，不像文士。 」 
 
【詞句解釋】 
「權柄」: 指屬靈或靈界中掌權的。 也指道德的力量／影響力／
分量。 
「文士」: 耶穌時代舊約律法複製抄寫人員。 律法研究學者及發
佈的講師。 
 
【安靜反思】 
在馬可福音 1:22 中，耶穌第一次公開教導，和文士一貫的作風，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耶穌的教導帶有權柄，不像當時的文士，
只是虛有其表。 另外，經文中更提到耶穌一連串趕鬼和醫病的
侍奉中，都是因為在耶穌身上的權柄，而成就了這一切。 總算
當時被趕的污鬼，不經意地為耶穌作了見證說：「祢是神的聖者」
時，耶穌拒絕顯揚自己名聲，責備叫污鬼不要作聲，為的只要讓
別人得到屬靈實際的益處就是了。  
 
今天我如何成為一個有屬靈實際的人？在自己信仰的追求中，我
是否已經習慣，甘心於完成虛有其表的宗教生活呢？ 在完成崇
拜，小組，讀經，甚至禱告以後，我發現自己有生命的改變嗎？ 
如果沒有是什麼原因呢？如何讓耶穌的權柄實際地影響自己，讓
自己經歷屬靈生命的突破，掙脫黑暗與罪惡的轄制？在我的服侍
中，是否也感覺到，缺乏了像耶穌那樣的權柄呢？如何才能得到
像耶穌那樣服侍的權柄呢？（另參：權柄來源 約 19:11，羅 13:1；
權柄的賜予 - 太 28:18，可 6:7，約 1:12）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求祢救我脫離一切只有外表的宗教生活。 
讓我渴慕追求真正屬靈的實際，像我主耶穌一樣。 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 
  
 
 
  



2017.1.5 靈修 
	  
題目:【主祢若肯】 
 
【 閱讀進度 】 
（可 1:35-45） 
 
【默想經文】 
（可 1:40-41）「有一個長大麻風的來求耶穌，向他跪下，說： 
「 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
說：「我肯，你潔淨了吧！」」 
 
【詞句解釋】 
「若」: 原文亦作「萬一」，「假如」，「要是」。 
「肯」: 原文亦作「有意思要 ... 」，「願意」，「喜歡」。  
「若肯」兩字用法一旦合併，語氣表達更客觀開放，不帶堅持。 
 
【安靜反思】 
耶穌選擇暗暗地退到鄉村，避開群眾，為了可以專心傳道。 但
是，當大麻風病人主動找上耶穌時，主不但沒有推卻他的請求，
反而動了慈心，醫好了病人，甚至不顧觸犯禮儀上不潔淨的後果，
都要伸手撫摸病人表示安慰與同情。 然而，在大麻風病人的訴
求裡…（「必能叫我潔淨了！」），我們一方面知道，他對耶穌
醫治的能力，是毫不懷疑的。 只是另一方面，這病人更清晰地
表達（「你若肯」）他對耶穌肯醫治病人的主權和尊重。  
 
今天在我心中，神是否一位凡事都能的神呢？是否因我面對一些
相對困難的環境，就對神的能力產生懷疑呢？是否我忘記了「神
是愛」的真理呢？我為什麼會對神的能力和愛產生懷疑呢？神可
以有主權決定祂認為正確的事情嗎？我是否曾經把自己的決定強
加在神的主權之上呢？這段經文中的大麻風病人，今天給了我什
麼啟示呢？ 
 
 



 
【連結禱告】 
「慈愛的阿爸天父，全能的上帝啊，我俯伏敬拜祢，在祢的主權
底下安靜等候。 求祢開恩憐憫我，使我安于祢的安排中生活。 
因為祢就是愛。 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 
 
 
 



2017.1.6 靈修 
 
題目:【最大權柄】 
 
【閱讀進度】 
（可 2:1-12）	  
 
【默想經文】 
（可 2:5）「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
赦了。」」 
 
【詞句解釋】 
「信心」: 原文指對真理的堅信，或者更甚的對神／耶穌的堅信。
因此，聖經提到的信心，都不是指人本身擁有自信，而是指人信
靠的對象（神／耶穌）的信心。 
「罪」: 原文指偏離了神正直的標準。罪不是指「罪行」(Crime)，
而是指「罪性」(Sin)。類似指人性裏的「劣根性」。 
 
【安靜反思】 
這裏四位的朋友擡著癱子，排除重重的困難，決心要見耶穌。因
他們有信心，只要找到耶穌，就一定有機會治好他們的朋友。然
而，耶穌看見他們以後的反應，卻叫當時所有人都費解議論。耶
穌對癱子說: 「小子，你的罪赦免了。」不論這個癱子的病是否
和罪有關聯，畢竟，耶穌白白的把這人最重要的人生問題（罪得
到赦免） 給解決了。文士講的一點都不錯：「除了神以外，誰
能赦罪呢？」因此我們能從耶穌的角度看出，神的確把最大的赦
罪的權柄，也交給耶穌了。 
 
我在信仰裏的信心，是自信呢？還是對神有信心？我能說出多少
對神正確無誤的觀念呢？我頭腦知道了有關神正確的觀念，但是
我真正堅信的又有多少？我信神有最大赦罪的權柄嗎？我一般如
何處理我內心的罪惡？繁忙掩蓋它？把它合理化（其他人都這樣
做也沒有受到報應）？將自己有罪的內心向神打開，求祂赦免？
（參羅 4:1-8）	  



 
【連結禱告】 
「慈愛聖潔的父神，求祢赦免我有罪的心靈。我犯罪唯獨得罪祢。
求祢清潔我的心，安撫我的靈。並讓我能活出像耶穌一樣，討祢
喜悅的生活。 我憑信心向祢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017.1.7 靈修  
 
題目:【選召罪人】 
 
【閱讀進度】 
（可 2:13-17） 
 
【默想經文】 
（可 2:17）「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詞句解釋】 
「召」: 原文指「邀請」，「選召」。 
「罪人」: 受罪轄制的人。包括：有上帝律法卻不能全守住的人，
和沒有上帝律法的人（或者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其實就是指所
有人類。 
 
【安靜反思】 
耶穌先用了比喻，針對自義的法利賽人和文士在說話。說明康健
的人，病人和醫生的關係。不過，當耶穌在這裡說「康健的人」
的時候，其中的意思是帶雙引號的。是略帶諷刺地說: 「你們這
些「所謂康健」的人，是不需要醫生的！」但是，有病的人，卻
向醫生求救。然後，耶穌說的話就更語帶相關了。「義人」也是
等於帶雙引號的「所謂的義人」，只是自義的罪人罷了。只有真
正承認自己有「罪」這種病的人，才需要像醫生一樣的耶穌，把
人的罪能徹底的治好。 
 
我自己有可能是除了「康健的人」和「有病的人」之外的第三種
人嗎？為何如此難承認自己是個「有病的人」呢？我內心裡有哪
些的罪病呢？它們的病名是什麼呢？醫生主動選召到病人，是件
好事還是件壞事呢？為什麼耶穌選召到我，我卻還是害怕呢？今
天這位靈魂的醫生耶穌，同樣在選召罪人跟隨祂，以至於罪病得
痊癒。我對耶穌的選召，應該如何的回應呢？ 
 



 
【連結禱告】 
「聖潔的天父，大能的醫生啊，求祢接納我這個願意悔改回頭的
罪人。醫治我，赦免我。使我痊癒。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