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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 14~45

從 一14~45 是有關於耶穌一開始出來，在加利利服事的情況，
一 14~15 是承上接下的轉折經文，
 承上就是 一1~13 的序言
 下來就是 一14~三6 是有關於早期耶穌在加利利的服事
一14~15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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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在這兩節當中，福音提到了兩次之多，
這就是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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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開始，就介紹說：
開始 就介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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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須要每一個人，都應該在神的面前能夠有這樣的認識：
願意悔罪 並且願意改變
願意悔罪，並且願意改變，
除了在對自己要有這樣的認識以外，
並且也要相信、要能夠相信福音。
相信福音是相信什麼呢？福音到底是什麼？
是有關於耶穌基督，祂的教導、祂的事蹟、祂的所作所為，
還有耶穌自己本人，祂到底是誰，這些都是有關於福音。
耶穌在約翰被下監以後，祂就出來傳福音，
選擇的地點很特別，祂不選擇在耶路撒冷，
卻選擇在比較北邊的加利利
卻選擇在比較北邊的加利利。
加利利是很早就淪陷在外邦人的手中，
是離開耶路撒冷聖城比較遠 偏北的地方，
是離開耶路撒冷聖城比較遠、偏北的地方，
那裡比較不容易引起聖城的宗教領袖的注意，
可能也是耶穌為什麼要從那裡來開始
可能也是耶穌為什麼要從那裡來開始、
作為祂傳福音開始的地方。

耶穌跟施洗約翰所傳講福音內容的重點，
相同的地方都是在強調要悔改：要人能夠自己承認
自己在神的面前 在跟人的面前 都是有過失的
自己在神的面前、在跟人的面前，都是有過失的，
都是達不到神所要的聖潔、公義、慈愛的標準…

祂所強調的事情，就是說日期滿了、神國近了，
在原來的希臘文的原文 這是兩個完成式的動詞
在原來的希臘文的原文，這是兩個完成式的動詞，
 表示神的日子已經滿足了，在神日子滿足的時候，
神的統管、神末後的救恩，就要臨到祂的百姓
 神末後的救恩要在曠野發生，要再一次的
領祂的百姓出埃及，這個日子已經到來了
在誰之中到來呢？在耶穌的身上已經來到了，
而且神的國已經近了，原來的意思就是已經到了，
在耶穌的所作所為的身上，神國已經來到。
 耶穌第
耶穌第一次來到時，祂所帶來的神國是屬於心靈上的神國
次來到時 祂所帶來的神國是屬於心靈上的神國
 將來神國真正的落實，是要在耶穌以後再來的時候
神國既然在耶穌來到的時候就已經臨在地
神國既然在耶穌來到的時候就已經臨在地上，
所以人就應該要抓住機會：要能夠即時地決定，
要認識自己的不足，並且要來依靠這位神子，
讓祂來帶領我們能夠進入神國。

一16~20 馬可就介紹耶穌一出來傳福音，

除了宣講要悔改、要信福音以外，
除了宣講要悔改
要信福音 外
最重要的，祂就先選擇呼召了四位門徒，
經過兩次的呼召 兩對兄弟，
經過兩次的呼召、兩對兄弟，
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跟約翰。
耶穌選召門徒的時候，並不是去挑一些尊貴、有學問的人，
反而是接近這些漁夫們、這些打魚的人。
在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這些漁夫，不見得是最窮的人，
在第
世紀巴勒斯坦的這些漁夫，不見得是最窮的人，
 因為加利利湖裡面有許多的魚、非常的豐富，
他們的打魚 定也有很多的收獲
他們的打魚一定也有很多的收獲
 所以他們在整個社會來講、並不是屬於很窮苦的人，
也不見得就是很高位的人 也不是很有學問的人
也不見得就是很高位的人，也不是很有學問的人
他們卻是一個普通的百姓而已，可是我們的主
在選擇門徒的時候，祂是不分尊貴、貧賤、年齡，
祂就來選擇這樣的四個人。

我們要跟隨耶穌，馬可所強調的是什麼呢？
要完全地跟隨 放下自己 捨棄地上的財物 甚至家人
要完全地跟隨，放下自己、捨棄地上的財物、甚至家人，
能夠絕對地跟隨，這種的跟隨跟普通的拉比所選召的學生、
學生來跟隨拉比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那時候的拉比的學生，是學生自己來挑老師
 耶穌來選召門徒，
是出於耶穌的主動、不是門徒主動
今天神來選召你 我作祂的門徒
今天神來選召你、我作祂的門徒，
也是出於耶穌的主動、跟祂的揀選、跟祂的主權，
跟拉比那個時候師徒的關係是不同的。
拉比傳授學問的時候，學生最主要是跟著拉比來學習什麼？
 學習聖經、妥拉、律法的解釋、
學習聖
拉 律 的解釋
 在學問上，拉比也要表現出他們自己的敬虔，
凡事要指向於神的心意是如何
拉比敬虔的榜樣，才能夠獲得學生的尊敬、認同、學習。

當耶穌呼召他們來跟從祂、要叫他們得人如得魚一樣的時候，
他們的特點就是立刻就捨了網 跟從了耶穌
他們的特點就是立刻就捨了網、跟從了耶穌，
這是我們今天所要學習的：
當耶穌來呼召我們時 我們願不願意像這四位門徒 樣
當耶穌來呼召我們時，我們願不願意像這四位門徒一樣，
能夠願意立刻捨棄了網、捨棄了在地上所擁有的、
甚至家人，起來跟隨主呢？
馬可並沒有介紹說：
彼得、約翰、安得烈，是不是認識耶穌？
耶穌一呼召他們、他們就跟從了。
為什麼他們能夠跟從這麼快呢？如果參考別的福音書…
為什麼他們能夠跟從這麼快呢？如果參考別的福音書
 約翰福音，其實施洗約翰也向他自己的門徒指證，
耶穌就是神的羔羊
 路加福音，耶穌曾經幫彼得他們打魚、打了滿滿的魚
在耶穌呼召這四位門徒以前，他們是已經認識耶穌的，
所以當耶穌呼召他們時，他們就毫不猶疑地跟隨了耶穌。

但是耶穌所要的門徒的學習，
但是耶穌所要的門徒的學習
不只是頭腦上的跟隨，
而是有生命的委身，
更深層的委身、是內裡的委身，
這是一個全然不同的一個委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呼召我們，
而是要參與祂的工作 不只是要跟祂學習
而是要參與祂的工作、不只是要跟祂學習，
 祂來如何解釋、如何來遵照、如何來生活，
才能夠合乎神的心意
 我們還要參與祂去傳道的工作，
能夠去得人如魚

馬可就藉著 一21~28 看到耶穌呼召了四徒以後，
他們有 個團隊的服事 耶穌從來不單打獨鬥
他們有一個團隊的服事，耶穌從來不單打獨鬥，
這也給我們一個很寶貴的提醒：
我們都需要加入團契、或者小組 跟其他的肢體相連結
我們都需要加入團契、或者小組，跟其他的肢體相連結，
不要有個人主義，這跟耶穌的作風就不一樣。
這時候耶穌帶了四個門徒，第 件事，
這時候耶穌帶了四個門徒，第一件事，
在安息日的時候祂進了一個會堂。

有一次安息日的時候，耶穌就到了會堂裡面去教訓眾人，
這個會堂是在迦百農 是 個很重要的漁港 有很多的漁獲
這個會堂是在迦百農，是一個很重要的漁港、有很多的漁獲，
在這裡要上上下下的，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在這裡會遇到許多的人，有羅馬的駐防城、百夫長、
王的大臣、稅官，迦百農是一個很好的傳福音的據點。
在這裡祂進了會堂就教訓他們，
眾人都非常希奇祂的教訓，「不像文士」。

會堂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在聖殿還沒有被毀滅以前，在各地就有了會堂。
因為在很早的時候 猶太人曾經亡國在亞述的手中
因為在很早的時候，猶太人曾經亡國在亞述的手中，
猶太人就散居在各地，在各地的猶太人為了要敬拜神，
每十個男 就可 組成 個會堂
每十個男人就可以組成一個會堂，
他們沒有駐堂的拉比，需要去請講員。
所以耶穌也有機會到了安息日就到了會堂裡面，
祂也可以進去，就有時候也會講道。

文士是在以色列人在散居時，為了要明白神的律法，
 就有像這些文士們，會來研讀神的律法
 最有名的以斯拉
最有名的以斯拉，對律例典章都非常地精通，
對律例典章都非常地精通
以後就形成一個文士制度，他等於是鼻祖

文士最大的貢獻是把摩西的律法，
為了要在生活上遵照摩西的律法而不會違規，
為了要在生活上遵照摩西的律法而不會違規
就形成了「哈拉卡」這個口傳律法，最後把它典物化。
文士是依照他們的傳統，而設下了這些規定，
文士是依照他們的傳統
而設下了這些規定
但是他們的講話、權柄，現在眾人覺得
耶穌講話的權柄高過文士，
因為耶穌的講話，是祂要人們來聽祂怎麼樣來
解釋聖經，而不是延續古人的傳統…
解釋聖經，而不是延續古人的傳統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汙鬼，汙鬼很幽默，
是除了讀者以外，第一個能夠認識耶穌是神的聖者。
聖者，就是被神分別為聖的，就是彌賽亞。
這個時候耶穌卻責備牠說：「你不要作聲，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這個時候耶穌卻責備牠說：
你不要作聲，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
汙鬼就立刻順服了耶穌，就出來了，眾人都非常的震驚，
還說 這是什麼新道理啊 因為連鬼都聽從了祂
還說：這是什麼新道理啊，因為連鬼都聽從了祂。
所以耶穌的名聲就傳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後來安提阿古敘利亞王四世，攻進耶路撒冷、占領猶太地時，
後來安提阿古敘利亞王四世
攻進耶路撒冷 占領猶太地時
強迫猶太人要希臘化，文士有些就變成比較傾向希臘化，
但有平民的文 就不是傾向希臘化的 受到百姓的尊重
但有平民的文士就不是傾向希臘化的，受到百姓的尊重，
自己也研讀律法，常常變成家族世襲的傳統。

一29~34 耶穌出了會堂，帶著雅各、約翰，

進了西門和安得烈的家，那時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
進
西門和安得烈的家 那時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
 路加福音的平行經文，路加說她是燒得很厲害
 保羅在替部百流酋長醫病的時候，
保羅在替部百流酋長醫病的時候
部百流酋長也是熱病
所以那個熱病可以奪人命的，
但是有人告訴耶穌了以後，
耶穌就牽她的手 扶她起來
耶穌就牽她的手、扶她起來。
這裡可以看到耶穌祂慈祥的一面，祂願意去服事老人家，
用手來牽她起來，牽她的時候，她的熱立刻就退了。
你就可以看到耶穌的權能的顯明，這個神子，
真的是比施洗約翰後面來的是更有能力 更大的那 位
真的是比施洗約翰後面來的是更有能力、更大的那一位。
彼得的岳母就起來服事他們，
當彼得的岳母嘗受了神子的恩典 醫治的大能以後，
當彼得的岳母嘗受了神子的恩典、醫治的大能以後，
她就立刻願意來用感恩來回報她的主、願意來服事祂。

一32~33 到了天晚日落的時候，耶穌還不得休息，

有人帶著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的跟前，
而且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馬可用誇大的筆法，真的是許多的人都擠到彼得岳母家的門前，
馬可用誇大的筆法
真的是許多的人都擠到彼得岳母家的門前
有他們的需要、來請耶穌為他們治病。
34 耶穌就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症的
耶穌就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症的、又趕出許多的鬼，
又趕出許多的鬼，

不許鬼說話，就因為鬼認識祂。
為什麼不許鬼說話呢？就是馬可福音「守祕密」的主題，
為什麼不許鬼說話呢？就是馬可福音
守祕密」的主題
是守什麼祕密呢？彌賽亞的祕密。
因為耶穌一出來的時候，只有鬼認識祂是神的兒子，
可是耶穌不希望這麼早就曝光，因為才剛剛開始出來服事，
 祂不希望祂的工作受到攔阻，也不希望別人只是認識祂
像希臘羅馬那樣的神人只會治病的
 祂是來要叫人認識自己的罪，要人從心靈上能夠願意悔改、
來接受祂的教導、認識祂、接受祂，成為他們生命的救主…

一36~39 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
遇見了就對他說
「眾人都找你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
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
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於是在加利利全地，進了會堂，傳道，趕鬼。
門徒在這個時候並不認識耶穌、祂是怎麼樣的一位耶穌，
門徒在這個時候並不認識耶穌
祂是怎麼樣的 位耶穌
他們這樣子跑來追耶穌、而且要祂回去，
認為耶穌應該要體恤眾人的需要。
可是他們跟的這位老師，
 不是
不是一位只要人認識祂、是會醫病的彌賽亞
位只要人認識祂 是會醫病的彌賽亞
 而是要人認識祂，真的是要信神、要認識自己的罪，
接受 是 靈 來復
靈的彌賽亞
並且接受祂是心靈上來復興人心靈的彌賽亞
耶穌說：我出來是為了傳道…
雖然醫病趕鬼耶穌也做 但是祂主要是傳道
雖然醫病趕鬼耶穌也做，但是祂主要是傳道，
所以祂就從迦百農就改到了加利利的全地…

一35 次日早晨，天沒有亮的時候，

耶穌就起來到曠野的地方去禱告。
耶穌就起來到曠野的地方去禱告
馬可提到了另外一個重點，
耶穌前 天是忙得不得了 應該是要
耶穌前一天是忙得不得了，應該是要
多作休息的時候，可是天沒亮的時候、祂就起來了，
而且又跑到曠野去。曠野是什麼地方？
是沒有人、是荒涼、孤單的地方，
很可能也是耶穌常常跟門徒在那裡安靜禱告 尋求神的地方
很可能也是耶穌常常跟門徒在那裡安靜禱告、尋求神的地方。
馬可提到耶穌禱告的地方，在整卷馬可福音裡面只有三處：
這是第 處 另 處在祂履海以前 另 處在客西馬尼園。
這是第一處，另一處在祂履海以前，另一處在客西馬尼園。
可是耶穌為什麼天沒有亮，就要到曠野去禱告呢？
 耶穌祂並不因為自己服事的成功，
而被這個成功的浪潮就掩蓋住祂自己前面的方向
 祂要來尋求神的指引，祂要明白神下一步要祂往哪裡去
祂要來尋求神的指引 祂要明白神下 步要祂往哪裡去
所以祂就到曠野的地方來禱告。

馬可把趕鬼放在最後，表示耶穌出來，祂是上帝的兒子，
代表的是光 光和暗是不能夠相容的
代表的是光，光和暗是不能夠相容的，
祂每到各處傳道的時候，必定會跟汙鬼的勢力起衝突。
一40~45 最後就是潔淨大痲瘋，也是耶穌動了慈心，它的特點是：
最後就是潔淨大痲瘋 也是耶穌動了慈心 它的特點是

當這個大痲瘋在耶穌面前跪下，
並且相信耶穌能叫他潔淨的時候 耶穌就去伸手摸他
並且相信耶穌能叫他潔淨的時候，耶穌就去伸手摸他。
痲瘋病是會傳染人的，在心靈上、身體上都受盡了屈辱、痛苦。
這個痲瘋病人不知道怎麼樣能夠到耶穌的面前來，
但是耶穌卻去伸手摸他，卻能夠叫痲瘋病人立刻得到潔淨。
耶穌是大過律法，在律法書上面講說：
不能摸不潔淨的，摸不潔淨的人就會不潔淨。
但是我們的耶穌是神的兒子
但是我們的耶穌是神的兒子，
祂是主的到來，祂不是普通的人，
所 祂能夠勝過疾病 勝過黑暗的勢力
所以祂能夠勝過疾病、勝過黑暗的勢力，
勝過痲瘋，祂能夠醫治、叫他潔淨。

耶穌叫這個潔淨好的痲瘋病人，要去給祭司察看，
並且不要告訴人。
並且不要告訴人
可是這個人卻出去就去講了很多的話。
很諷刺的一點：鬼順服耶穌，叫牠不要出聲、牠就不出聲；
可是人就不順服耶穌，耶穌叫他不要出聲他就出聲…
他其實應該要先到祭司那裡給祭司察看，要獻上祭牲，
八天真的潔淨了以後才能夠回到他住的地方去，
但是他卻沒有、他就去宣講了，
所以害得耶穌不能夠明明的進城。
應該是耶穌想到各地去宣講，
但是卻因為人的不順服，
耶穌只好到曠野的地方
耶穌只好到曠野的地方，
可是耶穌的名氣很大，人人就來就祂，
但是耶穌卻因為人的不順服
但是耶穌卻因為人的不順服，
而只能夠在曠野的地方來傳講神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