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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三7~33

三7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跟隨」 Akoloutheo 是一個單數的動詞，
8 就從猶太、耶路撒冷、以土買、約旦河外，
並推羅、西頓的四方來到他那裡。
「來到」是一個多數的動詞 el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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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別把從加利利來的這班人，
是屬於耶穌早期服事的跟隨者把他們放在一夥
 把其他地方，像是猶太、耶路撒冷、從以色列的南部來的人，
以及以土買，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南地的地方，
和約但河外，也就是庇哩亞這個地方的人，
和推羅 西頓 是在加利利湖以北靠近地中海沿岸
和推羅、西頓，是在加利利湖以北靠近地中海沿岸，
以外邦人居多的這兩個城市的人，放在另外一夥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三9~12 這時候的耶穌就退到海邊，

因為有許多人要來摸祂、想擁擠祂、汙鬼也要曝露祂的身分，
因為有許多
要來摸祂 想擁擠祂 汙鬼也要曝露祂的身分
所以耶穌就一再地嚴嚴地囑咐他們 – 不要把祂顯露出來，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三13 上了山。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上了山
山在以色列、在舊約裡面，山常常是神給人啟示的地方…
 在何烈山上，神向摩西顯示、啟示祂自己，
在何烈山上 神向摩西顯示 啟示祂自己
也啟示神對以色列的計畫
 出十九3~6
出十九3 6 神也對以色列人，
在西乃山告訴他們：他們要成為
神在地上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神在地上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
 出廿四12~18 神也藉著摩西，
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頒布律法
現在耶穌也上了山，是哪一座山呢？我們並不清楚，
但是這個山可能就是耶穌跟門徒常常去的地方
但是這個山可能就是耶穌跟門徒常常去的地方，
喜歡在那裡安靜自己、靈修、尋求神的旨意。

以示區別 表示耶穌的名氣已經非常地高漲
以示區別，表示耶穌的名氣已經非常地高漲。

三13a 祂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

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經文
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經文，
耶穌是整夜的禱告，然後祂隨自己的意思，
就表示說 – 祂有揀選的主權。
就好像當時的神，祂有自己的主權，
按著自己的意思來揀選亞伯拉罕 樣
按著自己的意思來揀選亞伯拉罕一樣。
「叫人來」proskaleo 就是叫、吩咐，
叫人來 使他們到祂那裡
叫人來，使他們到祂那裡。
三14 祂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常和自己同在。

設立」poieo，
「設立」
在 創一1 神創造天地，也是用了 poieo，
設立了光
造了
而且祂設立了光、也造了人，
「造」這個動詞，跟這裡「設立」門徒的這個動詞，
是完全同一個動詞 poieo。
這個時候耶穌祂「設立」了這十二個人。

十二 dodeka 這個字，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意義…
 舊約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
舊約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
是代表承繼以色列舊約十二個支派的延續，
並且也象徵著新以色列的成立
 十二，是在總體這個數目字上、顯示它的重要性
在馬可福音會出現幾次叫十二個人
太十2a 十二使徒的名，耶穌設立這十二個人，

祂就叫他們為使徒。
三14 馬可並沒有講叫他們為使徒，要到
六30a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裡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裡。
這十二個人事實上就是使徒了。
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基督委派的，
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基督委派的
而且是基督委派他去傳福音
並且他應該見過復活的主
並且有神蹟奇事常常隨著他們的

耶穌在揀選祂自己學生的時候，
 不是要他們只是來跟祂有知識上、頭腦上知識的傳遞
不是要他們只是來跟祂有知識上 頭腦上知識的傳遞
 耶穌的學生不只要跟耶穌學屬靈的真理，
還要跟耶穌有生命的關係、生命的委身，是一生之久的委身
 耶穌所揀選的學生，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耶穌的水準、
超過耶穌的標準，乃是 生之久的學習
超過耶穌的標準，乃是一生之久的學習
當時候拉比的學生去跟隨拉比，
 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不像耶穌是自己的主權祂選擇學生
 是學著妥拉律法的解釋
 學生只是在某
學生只是在某一個時間、時段，拜哪一個拉比為師
個時間 時段 拜哪 個拉比為師
 在將來他認真、資質好的話，他可能
會超過老師的學問 超過老師的成就
會超過老師的學問、超過老師的成就
所以耶穌祂選擇祂的學生要跟自己的同在，
是要他們不僅參與屬靈真理的學習
是要他們不僅參與屬靈真理的學習，
而且要跟祂有真正生命上的關係，並且要參與祂的工作。

這十二個人的名單，還有記載在另外三個地方，
馬太福音 第十章、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六14~16
六14 16、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 一13
13。
十二，是承繼以色列舊約的十二個支派，
它是作為見證用的。
它是作為見證用的
因此當猶大出賣耶穌、自己出去吊死、
少了 個人的時候
少了一個人的時候，
使徒行傳就可以看到，他們到初期的教會
就切切地禱告 必須要補足這十二個人
就切切地禱告，必須要補足這十二個人，
要選出另外一個人來，來補足這背叛的猶大。
那這十二個人
那這十二個人，
耶穌當初揀選他們的時候，是有什麼目的呢？
是要他們常常跟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設立這十二個人，耶穌第一個目的 –
就是要跟自己同在，什麼意思呢？
就是跟祂自己有生命的關係。

第二個目的就是要差遣他們去傳道、而且給他們權柄趕鬼。
首先說到去傳道 耶穌出來的目的
首先說到去傳道，耶穌出來的目的：
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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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耶穌傳道的目的就是什麼？出來傳福音就是要為了傳道，
這個傳道到底傳什麼 道」呢？
這個傳道到底傳什麼「道」呢？
一14~15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這個福音就是指誰呢？指神的統管
 神的國藉著誰近了呢？耶穌的來到就近了
一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所有耶穌所做的事情、講論、耶穌本身，要他們去傳的。
也給他們權柄趕鬼，耶穌出來第一件事情在會堂發生的，
就是跟汙鬼的勢力產生了衝突。所以耶穌第一件的服事，
在馬可福音就強調是跟黑暗的勢力產生了正面的敵擋。

以後我們又看到，
不斷地汙鬼來想曝露耶穌的身分，
不斷地汙鬼來想曝露耶穌的身分
三11 污鬼無論何時看見他，就俯伏在他面前，
喊著說：「你是神的兒子。」
喊著說：「你是神的兒子。
耶穌再三地囑咐他們，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耶穌就不讓牠們說話，
因為曝露祂的時間還沒有來到，
所以祂不要太早顯露祂的身分
所以祂不要太早顯露祂的身分。
祂也給門徒有勝過黑暗勢力的權柄，
就給他們能夠有治服汙鬼的權勢
就給他們能夠有治服汙鬼的權勢，
因為門徒是延續耶穌的服事，
樣會 黑暗的勢 產生 擋
一樣會跟黑暗的勢力產生敵擋

這個「同在」，是在出去做工作之先，
 主耶穌差派祂的學生出去做工作，
主耶穌差派祂的學生出去做工作
必須要在他們工作以前，
先要跟耶穌有生命的關係
 我們今天信主的人出去服事以前，
應該跟我們的主耶穌先要有密室的關係，
要有真正生命實質上的關係，
我們才能夠得到祂的幫助
我們才能夠得到祂的幫助、
才能夠從上面有力量給我們，
我們才能夠真 地出去做主的 作
我們才能夠真正地出去做主的工作
做主的工作的人，從這裡看來：
不只要跟主耶穌常常有親密的關係
不只要跟主耶穌常常有親密的關係，
而且必須要受主的差派、受主的委任，
有 的 派 有 的委任
有主的差派、有主的委任，
我們才能夠出去為主做美好的工作。

耶穌選擇這十二個人有兩個目的，
就是要跟祂常常同在
就是要跟祂常常同在，
不只常跟祂同在，還要去做工作、參與祂的工作。

三16~19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安得烈、

 一16~20 祂先揀選了兩對兄弟

腓力、巴多羅買、馬太、多馬、亞勒腓的兒子雅各、達太，
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在另外三處的名單當中 排列順序都有 些的變動
在另外三處的名單當中，排列順序都有一些的變動，
有時候名字上也有一些的變動，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這十二個人最主要的是一個集合體、一個整體性的。

 第二章
第 章 祂揀選了另外一位稅吏利未
祂揀選了另外 位稅吏利未

其中 三19 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加略 很 能是在摩押 的 略
加略，很可能是在摩押地的加略。
十二個學生當中，有一位不是來自加利利的，
 他是來自於外地的這位學生猶大
 不是每一個人都對祂忠心到底的，竟然一個是背叛祂的人
所以雖然耶穌一開始先設立這十二個人，
 他們本來是要跟耶穌常常在一起、並且要為祂去做工作
 可是這十二個人裡面，
現在是跟耶穌在一起的，將來也不一定會持續到底

現在祂又多加了七位學生
一共十二個人，
也就是說，耶穌在服事的時候
祂也不是採取單打獨鬥的方式，
祂也是參加一個小組的方式、
個團體的方式
一個團體的方式。


所以在今天對我們服事主的人，
也是 個很重要的提醒：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我們也不能夠單打獨鬥、
我們也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
我們也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
需要教會的代禱，
所以我們才能夠出去為主做工作。

再繼續下來，馬可就用一個三明治架構的方法，
來說出誰是真正屬於耶穌的人。
來說出誰是真正屬於耶穌的人
三明治的架構在馬可福音一共有八次的這樣子的架構，
這是第一次的出現 (三20~35)
這是第一次的出現。
(三20 35)
什麼叫三明治架構？
在敘述某 個神學主題，
在敘述某一個神學主題，
 神學主題是放在這個段落的中間，
就切斷了三明治的頭跟尾的事情的敘述
 放在中間的這段事情的神學主題，
架構中
中 神學
可以說是三明治架構中間的中心神學主題
三明治這樣的架構，
可以把神學主題更加地突顯出來，
可以把神學主題更加地突顯出來
讓它頭尾的敘述、跟中間段落，
神學主題
可以彼此互相地輝映，
可
彼此互相地輝映
而使得這個神學主題更加地清楚。
敘述

敘述

這個三明治架構的頭，是在 三20~21…
三20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吃。
耶穌進了 個屋子 眾人又聚集 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吃
 這個屋子很可能就是在 第二章 或 第一章 裡面，
耶穌在迦百農進了彼得和安得烈的屋子、他們的家
 耶穌進了屋子以後，眾人又聚集，
在第
第一章
章 當耶穌進入彼得跟安得烈家，
他們家的門前到晚上，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那裡
到 第二章 一開始，耶穌也是進了那個屋子，
開始 耶穌也是進了那個屋子
很多人都聚集在那裡，使得癱子的朋友
都沒有辦法從前門進入，必須要從屋頂把他縋下去。
耶穌進了屋子、那眾人又聚集了，
表示可能是同 個地方 同 個屋子
表示可能是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屋子，
眾人都知道祂到了這個地方，
耶穌忙到連甚至吃飯的工夫都顧不得吃了，
表示耶穌在最基本的需要方面都打亂了。

三21 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

三31~35 耶穌的母親跟家人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耶穌。

耶穌的親屬在原文是叫作 oipar\‘autou
i \‘ t ，直譯就是
直譯就是
屬於祂的人、從祂來的人，所以有些的學者就認為說：
 耶穌的親屬最好把它翻成
附屬於祂的、或支持祂的、跟耶穌有關係的人，
不 定是耶穌的親屬，為了不要把耶穌的親屬抹黑
不一定是耶穌的親屬，為了不要把耶穌的親屬抹黑
 而且因為耶穌的親屬下文說：因為他們說祂癲狂了，
這個他們如果是指親屬 也有抹黑耶穌親屬的嫌疑
這個他們如果是指親屬，也有抹黑耶穌親屬的嫌疑，
所以他們把 elegon，解釋成為中性的「有人說」

與 三20~21
三20 21 中間，馬可就夾雜了這一段中間的敘述…
中間 馬可就夾雜了這 段中間的敘述
三22~30 是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也就是律法師，
他們就說：祂是被別西卜所附著的、祂是靠著鬼王趕鬼。

三31 當下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
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 站在外邊 打發人去叫他

這裡 oipar\‘autou，指的是耶穌的親屬、從祂家鄉來的人。
癲狂 existemi
existemi，這個希臘文字，可以有被鬼附的意思，
這個希臘文字 可以有被鬼附的意思
祂的家人因為要保護耶穌的健康，或者是認為耶穌在之前
為了妥拉的解釋 跟法利賽人的哈拉卡有了衝突
為了妥拉的解釋，跟法利賽人的哈拉卡有了衝突，
想要阻止祂在神裡面的工作，他們就來阻止祂。

耶穌趕鬼的工作，他們認為是從撒但來的力量，
所以就說：祂是被別西卜附著、又是靠著鬼王趕鬼。
別西卜 Beelzeboul 這個原文
在舊約裡面最相近的就是在
列王紀下一3 以革倫的神巴力西卜，
 原來希伯來文的意思是蒼蠅之主
 跟希伯來文的另一個字 ba`alzubub 相近，就是高處之主，
在希臘文對當時的希臘 羅馬人來講
在希臘文對當時的希臘、羅馬人來講，
就是屬於巴力這個神祉
巴力是在外邦神祉中，
巴力是在外邦神祉中
對耶和華神敵擋得最厲害的一個神祉就是巴力。

這些從聖城來的律法師，就把耶穌趕鬼的能力，去跟撒但的
統管者 撒但給它相連在 起
統管者、撒但給它相連在一起，而且說祂是靠著鬼王趕鬼。
且說祂是靠著鬼王趕鬼
耶穌就用比喻來對他們說：撒但怎麼能夠趕出撒但呢？
祂用國跟家跟壯士來比喻 國跟家自己不能內鬥
祂用國跟家跟壯士來比喻，國跟家自己不能內鬥，
內鬥的話，就必定國跟家就站不住，
把壯士比喻成撒但、就是鬼王，
耶穌是從神來的能力，必要從神來的能力，
把這個壯士的能力捆綁住
把這個壯士的能力捆綁住，
祂才能夠把撒但從被擄的人身上趕除。
三28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
切的罪和 切褻瀆的話都可得

赦免，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
耶穌第 次很實在的 就是很嚴肅地 神的地位來告訴他們說
耶穌第一次很實在的、就是很嚴肅地，神的地位來告訴他們說：
一切的罪都會得赦免，可是把耶穌的工作認為是從撒但來的，
這個就是褻瀆聖靈，褻瀆聖靈的罪就永遠不得赦免。
那個話就是指著他們說：祂的工作是被汙鬼附著的。

33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35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遵行神旨意的人
我 弟
妹

耶穌並不是對祂的母親沒有禮貌，耶穌非常尊重祂的母親，
 在祂上十字架以前，祂就把祂的母親
託付給祂的門徒約翰來照顧
 這裡耶穌也是為了愛祂的母親、愛祂的家人，
這裡耶穌也是為了愛祂的母親 愛祂的家人
甚至愛這些悖逆的法利賽人、宗教律法師
為了再一次地提醒他們，
為了再
次地提醒他們
什麼樣的人才是屬神家中的人呢？是要遵行父旨意的人，
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是耶穌的弟兄跟家人
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耶穌的弟兄跟家人。
耶穌的家人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耶穌肉身的家人
 一個是耶穌屬靈的家人
有的時候屬靈家人的重要性
有的時候屬靈家人的重要性，
比肉身家人的重要性還要重要！

三31~35 作者就繼續在 三20~21 被打斷的話語…
21 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
穌的親屬聽
就出來要拉住他

就是耶穌的親屬，想要掌控耶穌。
31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
當下 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 站在外邊 打發人去叫他
32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著。
周圍坐著，原文是
周圍坐著
原文是 oii periauton
i t ，跟耶穌的親屬是非常的對稱，
跟耶穌的親屬是非常的對稱
耶穌的親屬叫 oi par\‘autou，作者要來對應耶穌的親屬。
32 他們就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
他們就告訴他說 「看哪 你母親和你弟 在外邊找你

外邊，31~35 就出現了兩次。
33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34 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著的人，說：
「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
在這裡有出現兩次，一個是看哪、看哪，
這兩個都是要提醒眾人的注意
這兩個都是要提醒眾人的注意，
就是祂下面講的話是很重要的…

今天對我們來講也是一樣，
屬靈家人的重要性有的時候高過肉身家人的重要性 –
肉身家人有的時候不明白神的旨意、就像耶穌的家人一樣，
他們要出來攔阻神在耶穌身上的計畫，
他們認為耶穌是發狂了、心智不完整了，
祂忙亂到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到處地奔波，
祂忙亂到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到處地奔波，
所以他們就要來掌控祂、把祂拉回去、攔阻祂的聖工。
但是耶穌卻說：要是凡遵行父神旨意的人，
父神旨意現在已經透過耶穌來到地上，
不是遵行法利賽人哈拉卡的解釋
不是遵行法利賽人哈拉卡的解釋，
而是要遵照耶穌的指示。
耶穌認為安息日的標準是怎麼樣呢？
 是為了要使人得更豐盛的生命，
使人在身 靈方面都得到最高的滿足 最高的福分
使人在身心靈方面都得到最高的滿足、最高的福分
 跟法利賽人按照字面的解釋，是完全不同的

這也就是在 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登山寶訓所提到的，
登山寶訓所提到的
更是內在化律法的屬靈的意義、更深的意義。
也就是說：耶穌來，
也就是說：耶穌來
 祂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祂不是要廢去律法
 所以來遵行耶穌話的人，才算是神家裡的人
羅八29 神所預定的人，必定會效法祂的長子，

然後能夠成為神家中的人。
所以耶穌是我們神家中的長子，
其他人透過耶穌
才能成為神的屬靈的家人，
這樣子的內外之分
這樣子的內外之分。
在神國的人，是不是在耶穌周圍坐的人，
他們都是為了渴慕耶穌的話 想要跟隨耶穌
他們都是為了渴慕耶穌的話、想要跟隨耶穌，
他們都是屬於耶穌的真正的家人呢？

但是我們知道，
 現在在耶穌周圍的人、是耶穌的家人，
現在在耶穌周圍的人 是耶穌的家人
但是他們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跟隨耶穌到底的人
 現在被認為是神國之外的耶穌的家人、宗教律法師，
也不一定最後就是在神國之外的人
耶穌的弟兄、母親，
後來都在耶穌復活以後都悔改，
都成為神家中的人。
現在不一定在耶穌周圍坐著的人，
譬如 血漏的婦人 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譬如：血漏的婦人、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以後的百夫長、十字架上釘耶穌的百夫長，
他們很可能都是神國之內的人。
在神國之內的人，是真正要能夠相信耶穌
是神差派來的 能的神子 是我們的 贖主
就是神差派來的大能的神子、是我們的救贖主，
要照著祂的教導吩咐的人，才是神家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