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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开始进入马可福音） 

 

作者：约翰马可 

 

马可是第二卷福音书的作者。在早期教会史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也是一个犹

太人，是耶路撒冷当地人。他的母亲——玛丽亚的家是接待家庭，向信徒开放。（徒 12：

12）。约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亲，巴拿巴就是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一起同工的。（徒

13：1-3）有人猜测说约翰马可是因着保罗事工的影响而成为了一个在基督里有信心的

人。（彼前 5：13）。 

 

   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带着马可和他们一起同工。马可当时的责任可能

是负责交通、食宿等事宜。但后来环境险恶，马可径自离开保罗和巴拿巴两位传道人，

返回耶路撒冷自己家里（徒 13：5-13）。 

 

  圣经里并没有解释马可中途离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害怕进到更危险的领地服侍；或

者是因为不满保罗代替了他的亲戚巴拿巴的领袖地位；也可能是他对保罗在外邦人的服

侍不满。 不论是什么原因或理由，总之他离开了，返回自己家。 

 

  后来，当保罗开始他的第二次宣教之旅时，拒绝带马可同行 (徒 15：36-41)。难道保

罗对这个年轻人的看法不正确吗？事实上我们无法责备保罗对是否使用马可的谨慎态

度，因为马可确实在上一次的旅行中另人失望。保罗的宣教旅行不是人们热衷的那种热

点线路旅游，他的旅行目的是为基督赢得失丧的灵魂。若不经历危险和困难，保罗是无

法接触到不信的人，并向他们传福音的。但遗憾的是马可在保罗和巴拿巴之间造成了分

歧。然而，后来保罗还是原谅了马可，“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

事上于我有益处”（提后 4：11），这是对马可的一个肯定。 

 

  马可、提多、提摩太三个年轻人是使徒保罗的特别代表。保罗差派他们到出现问题的

教会，协助解决问题。因着神的恩典，马可胜过了自己最初的失败，成为能为神用的仆

人，并被拣选写下了马可福音。 

 

  约翰马可对每一个服侍神遇到试炼却失败的人来说是个极大的鼓励。马可不是失败以

后，就只是坐在那儿生气。他又重返服侍，最终证明自己对主的忠心和对使徒保罗的忠

心，他是留下来的人之一。 

 

我还想补充一点：愿我们作巴拿巴那样的人，去鼓励主内的年轻信徒。也许没有表亲

巴拿巴的帮助，马可也能得胜，但我对此假设持怀疑态度。主使用巴拿巴鼓励约翰马可，

坚固他，帮助他重新开始服侍。巴拿巴活出了他名字“劝慰子”（徒 4：36）——“鼓励

之子”的真意。 

 

 

写作日期：主前 60 年前。路加引用马可福音的内容。 写于主前 50 年左右的可能性大，

即在马太福音写完前不久写的。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写于主前 6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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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地点：可能是罗马 

 

写作对象：写给外邦信徒（即非犹太人）和罗马的基督徒 

 

写作主题：耶稣来到世间为要拯救罪人（10：45）。马可强调基督的工作，仔细观察记

录基督的言行举动。 耶稣是一个做事（一个行动的人）并有能力的人。这

个福音是活泼积极且快速有效的。耶稣表现出他是神的仆人。马可侧重从神

学的观点讲基督，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他不仅仅是把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

物描述，而是着重强调耶稣是神子，是人类的救主。马可省略了基督的家谱

和基督的出生，因为没有人会对一个奴隶（仆人）的家谱或血统感兴趣。就

像使徒约翰省略记载了关于耶稣人性的血统，遗传，因为他强调的是基督的

神性。神没有血统或家谱。 

 

本书分两大部分：仆人的服侍（1：1 - 10：52），仆人的牺牲（11：1 - 16：20）。  

 

神的仆人耶稣运用他神性的能力 —— 他的至高能力，但却不是为自己的益处，而总是

为了他人的益处。 

 

核心经文：10：45 “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且作多人的赎价。” 

 

 

版权: 以下”真理项目”(包括这件)的材料受到国际智慧产权保护. 这些材料使用的目标是为了教会多

块完成大使命。我们愿意培训者免费大量使用及推广这些材料。不得将所有的材料进行增添或删改

任何部份的内容;出借、租赁、销售, 或改制衍生为另外成品。 

 

 健康基督徒入门 

 健康基督徒第二集 

 从创世记到耶稣故事 

 圣经大纲第一集 

 圣经大纲第二集 

 如何查经(如何读圣经) 

 带领小组事工 

 退休灵修加油会 

 启示录当中的其他经文参考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意见, 请向zhenlixiangmu@rightbox.com的邮箱进行沟通.  

www.zhenlixiangm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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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可 1：1-18 

 

课文：马可 1：1-18 

背诵经文：马可 1：17 

 

一、观察 

1）以赛亚书和玛拉基书怎样描写约翰？ （赛 40：3，可 1：2-4，玛 2:4） 

   

2）谁是那位使者？ （可：1：4，路 7：27） 

 

3）他的信息是什么？他做什么？ （4-8 节） 

 

 

4）解释约翰的生活方式？ （6 节） 

 

5）耶稣受洗后发生什么事情？ （9-11 节， 太 3：15） 

 

6）为什么耶稣到旷野？ 发生了什么事？ （12-13， 太 4：1-11，来 4：15） 

 

7）耶稣的信息是什么？ （15 节） 

 

 

8）耶稣呼招了谁？ 他们是怎样回应的？ （16-18，约 1：35-42，路 5：8，可 3：13-19） 

 

二、默想： 

1）思想耶稣及约翰当时的服侍条件（环境）（4，6，14， 可 6：17） 

 

2）悔改是什么？ （珥 2：12）为什么耶稣把“悔改”作为他的第一个信息？（约一 1：

9） 

 

三、应用 

1）我们怎样在旷野（即自己的心里、邻居中、家人里、学校、工作场所）开始我们

的事工？ （西 3：10，12， 太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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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可 1：32-45 

 

课文：马可 1：32-45 

背诵经文：马可 1：35 

 

一、观察 

1）耶稣日落后做什么？ （32-34）  

  

2）耶稣清早做什么？ （35，路 5：15-16） 

 

 

3）多少人找耶稣？ （36-37 节） 

 

4）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38 节） 

 

 

5）耶稣在加利利全地做什么？ （39 节） 

 

6）长大麻风的人怎样了？ （40-42 节） 

 

 

7）耶稣严严地叮嘱他什么？ （43-44，利 14：1-32） 

 

8）那人对耶稣的叮嘱是怎样回应的？ （45 节） 

 

二、默想： 

1）人们为什么寻找耶稣？（35-38）思想：耶稣的想法（38 节） 

 

 

2）我们需要完全顺服耶稣的命令吗？（43-45，王下 5：1-14，太 28：19-20） 

 

 

 

三、应用 

1）你是怎么安排你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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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可 2：13 - 3：6 

 

课文：马可 2：13 - 3：6 

背诵经文：马可 2：17 

 

一、观察 

1) 耶稣在利未家做什么？谁和他在一起？ （15 节，太 9：9-11）   

2) 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门徒什么问题？ （16 节） 

3) 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17 节） 

4) 谁是真禁食？谁是假禁食？为什么？ （18-22 节） 

5) 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什么？ （23，3：5） 

6) 法利赛人说什么？ （24 节） 

7) 耶稣对安息日的教导是什么？ （25-28，3：4，赛 58：13） 

 

二、默想： 

1）为什么法利赛人总是反对耶稣？（16，24，3：2-4，6） 

2）你个人对主日（星期天）有什么规条吗？ 

 

三、应用 

1）如果你省察自己，发现自己内心钢硬，怎么改变你刚硬的心？（5，箴 3：5-7，诗

3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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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可 3：31 - 4：20 

 

课文：马可 3：31 - 4：20 

背诵经文：马可 4：8 

 

一、观察 

1) 谁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34-35）   

2) 撒在路旁的种子会怎样？ （4 节） 

3) 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会怎样？ （5-6） 

4) 落在荆棘里的种子会怎样？ （7 节） 

5) 撒在好土里的种子会怎样？ （8 节） 

6) 谁是撒种的人？种子代表什么？ （14 节） 

7) 解释撒种比喻。 （14-20） 

 

二、默想： 

1） 神的旨意是什么？（35，帖前 4：3，5：16-18，罗 12：1-2） 

2） 你为道受到哪些患难和逼迫？（17） 

3） 你有哪些担忧？你爱钱吗？你有哪些梦想、渴望？（19，提前 6：9-10，约一 2：15-17） 

4） 你的果子是什么？ （20，加 5：22-23） 

 

三、应用 

1）你怎样才能结更多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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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可 5：1 – 20 

 

课文：马可 5：1 – 20，同时查看：路 8：18-39 

背诵经文：马可 5：19  

 

一、观察 

1. 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格拉森遇到了什么事？ （4：35-41）   

2. 耶稣下船后遇见了谁？描述那个人的情形。 （1-5 节） 

3. 耶稣和那个人说了些什么？ （6-13 节） 

4. 那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15 节） 

5. 人们是怎样议论耶稣的？ （17 节） 

6. 当那人请求跟随耶稣，耶稣吩咐他什么？ （19 节） 

 

二、默想： 

1. 为什么那个人会被鬼附？ 

2. 通过今天学习的经文，从能力、影响和特点三方面分别列出耶稣的及魔鬼的。 

3. 耶稣为那人做了什么？神迹的代价是什么？为什么人们要求耶稣离开那地方？ 

4. 为什么耶稣让那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不是跟随他？ （18-20） 

 

三、应用 

1. 比较你自己，你的朋友，他人及被鬼附的人的不同？ 

2. 自从你信主后有多大的变化？（林后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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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可 6：1 – 29 

 

课文：马可 6：1 – 29  

背诵经文：马可 6：11  

 

一、观察 

1. 耶稣在自己家乡教导时，人们有什么反应？（2-3 节）对众人的反应，耶稣是怎么

说的？ （4 节）  

2. 耶稣的门徒得到什么权柄和吩咐？（7-10 节，申 8：2-4，路 22：35-38）门徒做了

什么？（12-13 节） 

3. 门徒传道带来什么结果？（14 节） 

4. 人们怎样评论耶稣？（15 节，太 16：13-14） 

5. 希律王是怎样评论耶稣的？（14，16 节，利 18：16） 

6. 为什么希律王抓了施洗约翰下监？（17，18 节） 

7. 希律王对约翰的态度是怎样的？（20 节） 为什么？ 

8. 为什么最后希律王还是杀了施洗约翰？（22-28 节） 

 

二、默想： 

1. 你认为众人不接受耶稣的原因是什么？ (3，11 节) 

2. 有些人不能在生命里活出他们所信的，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你觉得希律王惧怕的

原因是什么？ 

3. 耶稣怎样差遣门徒？（太 28：20） 

 

三、应用 

门徒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才被差遣出去的？你是不是要等到自己变得完美了才去为

主做工？还是顺服主每一次的带领，为主做工，即使自己还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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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可 6：30 – 44 

 

课文：马可 6：30 – 44  

背诵经文：马可 6：34  

 

一、观察 

1. 门徒向耶稣报告了什么事？（30 节）他们当时的情形？（31 节）他们为什么往旷野

去？   

2. 当耶稣看见许多人，他心里就怎样？（34 节，约 10：11）耶稣怎样做？（34 节） 

3. 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35 节） 

4. 门徒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36 节） 

5. 耶稣是怎样回答的？ （37 节） 

6. 耶稣怎样喂饱了那么多人？请详细说明。 （36-43 节） 

7. 一共喂饱了多少人？吃完剩下的碎饼碎鱼装满了多少个篮子？（43-44 节） 

 

二、默想： 

1. 为什么门徒要打发众人散开？ 

2. 耶稣为什么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3. 想一想耶稣的工作方式，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三、应用 

1. 现今世代，谁是需要被喂饱的人？ 

2. 你的“五饼二鱼”是什么？ 

3. 从今天的经文，从领袖（耶稣）和门徒身上你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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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可 7：1 – 37 

 

课文：马可 7：1 – 37  

背诵经文：马可 7：34-35  

 

一、观察 

1. 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律法教师）来问耶稣什么事？（2-5 节，利 11：29-31）耶稣

是怎样回答的？（6-13 节，赛 29：13）   

2. 我们怎样明白圣经？（14，17 节） 

3. 什么能使人“污秽”？ （16，20 节，罗 14：14，20） 

4. 谁来到并跪在耶稣脚前？ （26 节，太 15：22）她为什么事？（25 节） 

5. 耶稣是怎样回答她的？请详细说明。（25-30 节） 

6. 耶稣怎样医治了那个又聋又哑的人？ （33-34 节） 

 

二、默想： 

1. 我们信仰生活中试图恪守哪些人的传统？ 

2. 我们祷告时应有什么样的态度？ 

3. 想一想耳和舌的重要。你的耳是敞开的吗？你能清除说话吗？ 

 

三、应用 

1. 你怎样祷告？讲讲你的祷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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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可 8：1 – 38 

 

课文：马可 8：1 – 38， 同时查看：太 15：32 - 16：12 

背诵经文：马可 8：34 

 

一、观察 

1. 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对话说了什么？（1-7 节）   

2. 喂饱了多少人？收了几筐子零碎？（8-9 节） 

3. 耶稣嘱咐门徒什么？ （15 节，太 16：11-12，林前 5：6-11） 

4. 那个瞎子怎样能看见了，还“样样都看的清楚”？ （22-25 节） 

5. 人说耶稣是谁？（27-28 节，路 9：18-27） 

6. 彼得说耶稣是谁？ （29 节） 

7. 之后耶稣教导了门徒什么？（30-31 节） 

8. 耶稣为什么责备彼得？（33 节） 

9. 我们如何跟随耶稣？（34 节，提后 2：3-4） 

10. 为什么我们不应以耶稣和他的道为可耻的？（38 节） 

 

二、默想： 

1. 耶稣为什么要喂饱那些人？（2-3 节） 

2. 法利赛人的酵和希律的酵指的是什么？（11-12，15，路 12：1） 

3. 什么是“神的事（或神的意思）”？什么是“人的事（或人的意思）”？（31-33 节） 

4. 我们怎样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34 节） 

 

三、应用 

你爱人吗？你有多少饼？（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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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可 9：1 – 32 

 

课文：马可 9：1 – 32 

背诵经文：马可 9：29 

 

一、观察 

1. 有几人和耶稣一起上了高山？他们的名字是什么？（2 节）   

2. 在高山上发生了什么事？（2-8 节） 

3. 耶稣、摩西、以利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路 9：30-31） 

4. 下山时他们谈论什么？谁是以利亚？ （玛 3：1，4：5，太 11：10-14，9-13 节） 

5. 耶稣和他三个门徒到了众人那里，他们在做什么？（14 节） 

6. 详细表述耶稣和人群中一个人的对话？ （16-25 节） 

7. 他们为什么赶不出污鬼？（28-29 节） 

8. 门徒明白耶稣的教导吗？（30-32 节） 

 

二、默想： 

1. “登山变像”的意思是什么？ 

2.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相信吗？（22-24，路 1：37） 

 

三、应用 

1.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祷告？你多久祷告一次，每次祷告多久？你相信你的祷告会蒙垂

听吗？（雅 1：6，4：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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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可 9：30 – 50 

 

课文：马可 9：30 – 50 

背诵经文：马可 9：35 

 

一、观察 

1. 为什么耶稣不想人知道他的行踪？（30-31 节）   

2. 门徒对耶稣教导的反应是什么？（32 节） 

3. 耶稣教导的内容是什么？ （31 节）门徒在路上争论什么？（34 节） 

4. 人应该做什么才能成为首先的？ （35-37 节，太 18：1-4） 

5. 为什么约翰禁止那个奉耶稣名赶鬼的人？（38 节） 

6. 耶稣是如何回应约翰的？ （39-41 节） 

7. 人怎样做更好（倒不如、总比······好）？（42-47 节） 

8. 地狱是怎样的？（48-49 节） 

9. 盐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盐是好的？（50 节） 

 

二、默想： 

1. 为什么人子要被杀？ （31 节，罗 5：6-10） 

2. “小孩子”代表的是什么人？ 

3. 手、脚、眼会使人犯哪些罪？怎样使人犯罪？ 

 

三、应用 

1. 你应该怎样做才能为首？（35 节，太 18：1-4，箴 3：5-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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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可 10：32 – 52 

 

课文：马可 10：32 – 52 

背诵经文：马可 10：45 

 

一、观察 

1. 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对门徒说了什么？（32-34 节）   

2. 约翰和雅各向耶稣求什么？（35-37 节，约一 3：21-22）耶稣是怎么回答的？（38-40

节） 

3. 其余的十个门徒听见后的反应是什么？ （41） 

4. 耶稣的十二门徒应当效仿谁的榜样？（42 节）他们应当如何做？ （43 节） 

5. 人子来要做什么？（45 节） 

6. 那个瞎眼的人怎样称呼耶稣？ （47-48 节） 

7. 为什么人们斥责他？当他听到“他叫你呢”时，他的反应是怎样的？（48-50 节） 

8. 耶稣问他什么问题？（51，36 节） 

9. 耶稣是怎样医治他的？瞎子巴底买被医治后他做了什么？（52 节） 

 

二、默想： 

1. 思想耶稣。思想他为什么来到地上？他做了些什么？ 

2. 人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什么？（45 节） 

3. 属世领袖和基督徒领袖的区别是什么？ 

 

三、应用 

1. 你希望耶稣为你做什么？（36，51 节，雅 4：2-3，约一 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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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可 11：1 – 33 

 

课文：马可 11：1 – 33 

背诵经文：马可 11：9 

 

一、观察 

1. 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耶稣是怎样预备的？（1-7 节）   

2. 他怎样进耶路撒冷的？人们怎样迎接他？（8-10 节，太 21：4-5，亚 9：9） 

3.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后做什么？ 从圣殿出来后他去了哪？（11 节） 

4. 第二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12-14 节） 

5. 耶稣在圣殿里做什么？（15-18 节，约 2：13-17）人们的反应是怎样的？（18 节） 

6. 耶稣用无花果事件教导我们什么？ （20-25 节）我们应当怎样祷告？ 

7. 宗教领袖和耶稣的对话内容？为什么宗教领袖说：“我们不知道”？ （27-33 节） 

8. 什么是洗礼？（罗 6：4） 

 

二、默想： 

1. 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怎样的一位王？（1-10 节） 

2. 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 

3. 我们祷告时应有的态度是什么？ 

 

三、应用 

1. 你是怎样安排你的每一天的？（19，27 节） 

2. 你里面还有没有饶恕的人吗？你愿意饶恕吗？ （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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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课: 可 12：1 – 44 

 

课文：马可 12：1 – 44 

背诵经文：马可 12：33 

 

一、观察 

1. 园主做什么？园户的态度是什么？儿子指的是谁？他们怎样对待儿子的？园主会怎

样处置园户？（1-9 节）   

2. 园主、园户、仆人、儿子、葡萄园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匠人所弃的石头”，石头指

的是谁？匠人指的是谁？（诗 118：22-23） 

3. 宗教领袖对耶稣教导的反应是什么？ 

4. 为什么他们打发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他们怎样问耶稣？问耶稣什么问

题？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如何？（13-17 节） 

5. 撒都该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提出什么问题？死人复活带着怎样的身体来？（18-24

节，林前 15：35-44） 

6. 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 （28-34 节） 

7.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吗？ （35-37 节） 

8. 我们要防备什么？为什么？（38-40） 

9. 在 41-44 节里我们学到了什么？ 

 

二、默想： 

1. 你认为宗教领袖为什么抵挡耶稣？ 

2. 我们对待奉献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你如何给你的奉献？ 

 

三、应用 

1. 背诵：可 1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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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可 13：1 – 37 

 

课文：马可 13：1 – 37 

背诵经文：马可 13：33 

 

一、观察 

1. 我们要小心什么？（5-6，21-22 节）   

2. 末世会有哪些预兆？（6-8，14 节，太 24：1-15） 

3. 什么事要做成后世界的末时才来到？（10 节） 

4. 末世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信徒身上？（9，11-13 节） 

5. 我们当怎样做？（13-16 节） 

6. 为什么主要减少那些日子？ （20 节） 

7. 灾难过后会有什么发生？ （24-27 节） 

8. 耶稣的话会废去吗？（31 节） 

9. 谁知道那日子和时间？（32-33 节） 

10.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警醒？（35-36 节） 

 

二、默想： 

1. “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 指什么（中文新译本翻译，和合本译为“行毁坏可憎的”）？

（14，但 9：27，启 13） 

2. 假先知、假基督指谁？（11，约一 2∶18-22，彼后 2：1） 

 

三、应用 

我们怎样保持警醒？你正在打盹吗？（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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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课: 可 14：27 – 50，15：1-15 

 

课文：马可 14：27 – 50，15：1-15 

背诵经文：马可 14：36 

 

一、观察 

1. 耶稣和彼得谈论什么？（27-31 节）   

2. 耶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祷告了几次？（33-34 节） 

3. 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在做什么？（37- 40 节） 

4. 耶稣祷告完后，他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41 节） 

5. 耶稣是怎样被抓的？耶稣说了什么？（43-49 节） 

6. 读彼拉多说的话？ （15：1-14） 

7. 谁取代耶稣被释放了？ （7，15 节） 

8. 为什么彼拉多放了巴拉巴？（15 节） 

 

二、默想： 

1.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有哪些思想起伏？（32-36 节） 

2. 耶稣犯了什么罪吗？（14 节） 

 

三、应用 

1. 你像耶稣那样祷告吗？（36，41-42，15：5） 

 



马可福音 

 21 

第十七课: 可 15：16 –16：20  

 

课文：马可 15：16 –16：20 

背诵经文：马可 15：34 

 

一、观察 

1. 兵丁怎样对待耶稣？（16-27 节）   

2. 众人讥笑耶稣，他们说什么？（29-32 节） 

3.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34 节，路 23：34，43，约 19：26，约 19：28，30，

路 23：46） 

4. 耶稣气断了后，发生什么事？（38 节） 

5. 百夫长怎样评论耶稣？（39 节） 

6. 谁领了耶稣的身体并安放在坟墓里？ （42-47 节） 

7. 礼拜日的大清早发生了什么事？ （2-8 节） 

8. 耶稣首先向谁显现？（9 节） 

9. 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吗？（10-14，林前 15：3-5，12-19） 

10. 耶稣给门徒最后的吩咐是什么？（15-18 节） 

11. 耶稣去哪里了？（19 节） 

 

二、默想： 

1. 假设你在各各他，你会对耶稣说什么？ 

2. 你还记得耶稣从前告诉门徒什么吗？（16：7，14：28，10：33-34，9：9，31） 

三、应用 

1. 你愿意“到全世界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吗？（中文新译本，和合本为“往普天

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15-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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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可 16: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