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部每日靈修 

馬可福音 9:1-10:45 
         1 月 29 日-2 月 4 日 





2017.1. 29 靈修  

題目:【登山看變像】 	  

【閱讀進度】 
（可 9:1-13）	  

【默想經文】 
（可 9:2-7）「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的上了高
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忽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 
現，並且和耶穌說話。……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
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	  

【詞句解釋】 
「改變形象」：動詞，指外形上的改變（是其他人可以看見的）。 
「摩西、以利亞」：代表舊約律法的頒佈者和先知的職份。	  

【安靜反思】 
讓我們來體會一下，耶穌在一路的門徒訓練後，門徒（彼得）終於
將自稱為人子的耶穌就是基督連在了一起。但耶穌叫他們保密，又
教導他們，祂（耶穌）要被棄絕、殺害，三天後復活；告訴他們：
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耶穌），應當舍己（面對人的嘲笑、羞辱、 
痛苦和死亡），堅定地跟從耶穌基督並侍奉祂，傳福音，就必得著
屬靈的永遠的新生命。如果你是門徒會怎麽想？會失望、沮喪、害
怕嗎？ 

耶穌基督是體貼我們的主，祂在此時帶三位門徒登山變像絕非偶然，
祂要門徒在特別地經歷中再次認識耶穌是誰？耶穌是基督，是上帝 
的愛子，是神所喜悅的，神要我們聽從祂。 

對這三個門徒而言這太重要了！因為這使門徒大得安慰，大得激勵 
（想到摩西登山的情景），靈命長進，信心大增（這一切從神而
來）！過往那小小的信心頃刻間變化作眼見。再看彼得，一高興就
忘了神給我們的教導和使命---要像耶穌一樣背起十字架向自己死，
為神活，只想著留住耶穌，我們都在這裏多好。我是否象彼得一樣，



只想神滿足我的需要，而不顧及神的心意？我是否只願得著耶穌基
督的恩典和祝福，卻不願捨己面對人的嘲笑、羞辱、痛苦和死亡？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耶穌是祢的愛子，祂以祢的心為心。求祢也重塑我
的生命，讓我學耶穌的樣式，也成為討祢喜悅的孩子。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2017.1. 30 靈修 	  

題目:【只要真相信】 

【閱讀進度】 
（可 9:14-29） 

【默想經文】  
（可 9:19,23）「耶穌說：噯！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
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那個孩子）帶到我這裡來
吧。……耶穌對他(孩子的父親)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 

【安靜反思】 
耶穌下山，就看到這些門徒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因為他們無法為
這個孩子趕鬼治病。為什麽呢？很多時候，我們跟這些門徒一樣在
困難面前都會信心不足。這位精疲力盡的父親，雖把孩子帶到門徒
面前，但他們卻是不夠剛強有力來做這件事，他們也沒有憑信心的
禱告來宣告；為父的本身也是「我信，但我的信心不夠，求祢（耶
穌）幫助我」。這父親的表現正好與那個長大麻風之人剛強的信心
成對比，那人說：「祢若肯，必能叫我潔凈了」。  

這裏告訴我兩點，第一，我們萬事都要帶到耶穌的面前，因為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耶穌)了（參：太 28:18）。第二，我們的
信心是從祂而來，焦點必須對準耶穌基督。耶穌說：「我實在告訴
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
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太 17:20）。反思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是否也常常信心不
足，在為病人禱告時，擔心禱告沒有果效就不禱告了？在很多不良
習慣的改變上，對自己也沒信心，更別說對神的信心，就放棄了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很多時候我跟這位父親一樣，我信，但我信心不
夠，求祢幫助。求聖靈充滿我，讓我信心不斷加增。奉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2017.1. 31 靈修  
 
題目:【謙卑與為大】  
 
【閱讀進度】  
（可 9:30-37）  
 
【默想經文】  
（可 9:37） 「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
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詞句解釋】  
「小孩子」：原文是嬰孩 。  
 
【安靜反思】  
世人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基督徒怎麽看自己的人生呢？  
靈修大師盧雲說了一句非常美麗的話：「基督徒領袖的道路並非向
上爬，而是向下爬，直到十字架為止」 （《奉耶穌的名》第 50
頁）。天父讓每一個屬祂的孩子都效法祂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的樣式。  
耶穌在這裏清楚地表明: 「凡為我（耶穌）的名接待小孩子的，就是
接待我，就是接待我父神。」耶穌給了我們基督徒侍奉的法則和進
天國的法則---謙卑。這謙卑所帶出來的價值觀與我們從前的價值觀
是完全相反的。謙卑是耶穌要門徒建立的好品格之一，是活出愛必
須要有的美德。  
 
捫心自問，雖然我們也說要學耶穌基督的樣式，但我們內心深處對
「舍己」（放下自己應有的權利、面子和享受）的程度可能很低；
遇到事情，很難謙卑待人，無論是工作、在教會的服事，甚至在最
親最愛的家人面前都很難放下自己，更難為著對方的好處和需求去
默默無聞的做自己能做的，就像照顧一個嬰孩一樣。  
 
「心驕氣傲的人，名叫褻慢；他行事狂妄，都出於驕傲。」（箴
21:24），「驕傲只啟爭競。」（箴 13:10）我的驕傲都表現在哪些
方面？我要如何開始改變更新自己，讓自己從驕傲變為謙卑？從自
我中心更新為以神為中心？這意味著我的世界觀徹底改變了，我 



是否可以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以丈夫(或妻子)、兒子(或女兒)的眼
光來看事情和問題。能為了他們的好處和需要，甘心樂意地接待他
們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謙卑與順服緊密相連，是我生命中極大的功課和挑
戰，求聖靈來充滿，變不可能為可能，賜我一顆謙卑受教的心，向
耶穌學習。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017. 2 .1 靈修   
	  
題目:【鹽味要長存】 
	  	  
【閱讀進度】  
（可 9:38-50） 
  
【默想經文】  
（可 9:50）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它再鹹呢？你
們裡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詞句解釋】  
「鹽」：鹽是用來調味的物質。耶穌用鹽來說明門徒應有三種特質：  

• 牢記神的信實，像祭物用鹽調和，使人想起神與祂子民
所立的約（參利 2:13）；  

• 與所居住世界的「口味」不同，像鹽改變食物的味道
（參太 5:13）；  

• 抵抗社會敗壞的道德風氣，像鹽保存食物，防止食物變
壞。  

當我們沒有熱情用愛和神的信息調和世界時，對神來說，
我們已沒用了。  

 
【安靜反思】 	  	  
耶穌對信祂的基督徒說：「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
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太 5:13）
所以基督徒若是沒有基督的味道，這類的鹽只不過在名義上是鹽而
已，現在已是無用的了。這些跟隨耶穌的人，本身都彼此爭論，又
怎麼能夠作「和睦之子呢」？基督徒應該是這個世界在道德上的防
腐劑，他們必須「用鹽醃」生命，潔淨它，阻止它徹底腐敗；但如
果他們自己都已失去了基督徒的一切特色，那還怎麽成為世上的鹽
呢？！  
 
耶穌用驚人的話語來強調除去生命中的罪的重要。祂要我們放棄與 



 
神旨意相違的人際關系、工作和習慣。這樣有如壯士斷臂，不過，
為崇高的目標作出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基督值得我們承受任何個  
人損失。為了使生命之路暢通，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把罪從生命中
鏟除。我們要從永恒的角度來作智慧地抉擇。反思我自己，在我生
命中所呈現的生活點滴中，我的眼目是否注目看耶穌？還是看自己，
我的耳朵是聽神的？還是聽世界的聲音？我的嘴是讚美神，說造就
人的話，還是在不停發泄自己的私慾？檢視我的全人，我是鹽，可
以進入世界嗎？還是…？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三位一體的真神，我需要祢的同在，愛與憐憫，保護與供
應，能力與智慧，聖靈的充滿，再充滿，好讓我靠著祢除去我生命
中一切的罪與惡。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017. 2. 2 靈修   
	  
題目:【耶穌祝福孩子】  
	  
【閱讀進度】  
（可 10:1-16）  
 
【默想經文】  
（可 10:14） 「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詞句解釋】  
「惱怒」：動詞，直說語氣。對被認為是錯的事感到憤慨、生氣。  
「禁止」：動詞，主動命令語氣。耶穌不要門徒阻止（或攔阻，或
拒絕） 人們把孩子帶到祂面前。（天父愛這些孩子） 
 
【安靜反思】  
基督徒在成長的路上會遇到很多問題和困難。這些特別的環境和事
件，有些是神用來試煉我們，讓我們成熟起來的；有些是魔鬼撒旦
來試探我們的，讓我們選擇錯誤，再次跌入新的網羅；有些是我們
自以為是絆倒自己，使我們不能前行，人成了事件中的媒介。 法
利賽人以嚴格遵守神的律法條例而自豪，殊不知骨子裏的驕傲和盲
點讓他們固執地認為只有他們的觀念、看法和評定才是對的。嫉妒
和驕傲驅使他們一路相隨，要找茬除掉耶穌，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
他們再次被魔鬼撒旦利用了。耶穌深知天父的心意，回應得無可指
摘。  
 
跟隨的門徒也很盲目，師傅每每傳授真道，徒弟們就好像耳聾眼瞎
一樣。之前耶穌剛剛教導他們，「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
的，就是接待我」（可 9:37）, 他們卻責備帶孩子前來的人。難怪
耶穌會生氣，祂再次強調，神的國正是屬於這樣的人的。這些小孩
子是立約子民的一份子，本是天國的後嗣，他們是聖經所有祝福的
繼承人。那麼，我是怎樣對待神家裡的屬靈的嬰兒的？耶穌祝福 



孩子，我學耶穌的樣式祝福他們嗎？我是怎樣對待我身邊的孩子的？
我愛他們，把他們帶到神的面前領受一生的祝福了嗎？夫妻二人是
成為一體的和諧同心嗎？還是各取所需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願意把我的孩子帶到祢面前來，來認識祢，來
信靠祢，來領受祢的祝福。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017. 2. 3 靈修  
	  
題目:【永生之道】 
	  	  
【閱讀進度】  
（可 10: 17- 31） 
	  	  
【默想經文】  
（可 10:21-22）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
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  
	  
【詞句解釋】  
「承受永生」：承受永生也可以說是得到永生，這是這段經文的重
要主題，其他所有的行為都圍繞著這個主題展開。  
	  
【安靜反思】  
從財主一系列的動作看得出，他求問心切：跑、跪下，他是真心地
認為耶穌能夠給他答案，如何能得到永生。可能這個財主已經為這
個事情思慮很久了，可能這個財主對宗教領袖的教導產生了懷疑，
甚至覺得自己是一個應該得到永生的人，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道德水
準已經相當高了。不管怎樣說，他是滿懷著熱情和盼望來求問耶穌
的，可是結果卻讓他愁苦而憂傷地離開。原因是在他尋求永生的道
路上有一個極大的阻攔，就是他的財富。是耶穌不愛他嗎？不是，
經文中說：「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可 10:21）。從耶穌的回答
我們也能看出耶穌對他的愛。接著就是一切律法的根本̶十誡，再
就是要把一切都賣掉送給窮人來跟從耶穌，正是這一點能夠成就：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的神。  
 
反思我自己，今天在我人生的旅途中，什麼是最重要的？我渴望永
生嗎？還是今世的富足？在我的心目中耶穌是什麽形象呢？我希望
從祂那裏得到什麼樣的祝福？有沒有什麼攔住了我去得到永生？我
希望神幫我挪去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求祢的靈在我的裏面光照我，好讓我看到是
什麼攔住我尋求永生之路，也求祢幫助我將它移開不被它轄制。我
這樣誠心的禱告，奉主耶穌得勝的名求，阿們！」 
 
 
 
 
 
 
 
 
 
 
 
 
 
 
 
 
 
 
 
 
 
 
 
 
 
 
 



2017.	  2.	  4	  靈修 	  	  

題目:【僕人領袖】 

【閱讀進度】  
（可 10:32-45） 

【默想經文】 
（可 10:43-44）「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
大，就必作你們的傭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
人。」  

【詞句解釋】  
「僕人」：那個時代的奴僕和現在的傭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完全
沒有自由，一切都受主人的掌控，甚至生命。  

【安靜反思】 
在以上的經文中描述了去耶路撒冷的路途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從而
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服事。耶穌在用 43-44 兩句話回答門
徒之前，先把世界的君王在地上的作為闡述清楚。地上的君王是要
求在他周圍的人，也就是和他有關系的人都要圍繞著他工作，一切
行動聽指揮，唯我獨尊，以至使自己的旨意成就，自己得榮耀。而
天國的服事準則正好相反，就是大的服事小的。在天國一切的行為
動機都是為了他人的好處，我應該付出什麽能夠幫助我面前的這個
人？應該是為了他的好處！傭人和僕人工作的目的就是完成主人的
旨意和計劃。巴克萊說：「人類最基本的煩惱，就是自己不願作舉
手之勞，但卻希望在別人身上取得一切的效勞。如果人類能夠改變
了這種態度，多些造福人群，而少些向人榨取，則整個社會就會變
成繁榮和充滿喜樂。」  

今天我在不同的服事和工作中，我的動機是什麼？我做的每一件事
是不是都有永恒的價值？是不是都在造就別人的生命，或使別人得
真正的益處？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求祢的靈在我的裏面光照我，幫助我看到別
人的真正需要，挪去我只顧自己的事的心。賜給我一顆愛人愛神的
心，凡事尋求祢的帶領。我這樣誠心的禱告，奉主耶穌得勝的名求，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