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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六7~32

可三 耶穌已經設立了十二個門徒，

要他們常常跟祂同在，並且賜他們權柄、能夠制伏汙鬼
 現在耶穌真的就開始差派這十二個學生，要他們出去傳福音
但是耶穌在差派他們出去的時候，
是兩個兩個的差派他們出去，
為什麼要兩個、兩個呢？
申十七6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
要憑兩三個人的 作見證
將那當死的人治死；
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將他治死。
不可憑 個人的口作見證將他治死


傳四9~10 兩個人工作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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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彼此互相的幫補，而且兩個人
能夠彼此互相的幫補
而 兩個
共同勞碌得來的結果更為美好。
兩個人彼此可以幫助、可以代禱，這樣的果效就會更美好
 這可能是耶穌為什麼要差派他們兩個人、兩個人出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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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耶穌更有差派七十個人出去，
也是兩個人兩個人出去。
也是兩個人兩個人出去
 出去的時候，祂也賜給他們權柄，
「賜給 在原文是 個不完成式
「賜給」在原文是一個不完成式，
持續地賜給他們權能，讓他們能夠制伏汙鬼
 並且囑附他們：行路的時候不要帶食物和口袋、
腰袋裡面也不要帶錢、除了拐杖以外，什麼都不要帶
為什麼不能帶食物呢？
食物原來的意思是麵包，不能帶乾糧
 口袋的意思就是背包，就是能夠裝一些衣服、
或是裝一些補給品的背包
 不能帶腰袋
不能帶腰袋，可以當作錢囊裡面裝銅板
可以當作錢囊裡面裝銅板
 要走很長久的路，所以叫他們要穿鞋子
為什麼呢 就是要他們
為什麼呢？就是要他們
完全仰賴供應他們的主，來供應他們。


耶穌也叫他們到了任何人的家、就要住在那裡，
意思說
意思說：一到一個人家家裡，
到 個人家家裡
不管那個人家是窮的、或是富有的，
就不要再換、不要比較 免得人家尷尬。
就不要再換、不要比較，免得人家尷尬。
至於住的地方的人向他們傳福音，
他們如果不聽你，離開的時候
就要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
這裡是有舊約的歷史背景，
猶太人在離開巴勒斯坦、到了外邦之地，
當要再回到巴勒斯坦時 在進入巴勒斯坦地以前
當要再回到巴勒斯坦時，在進入巴勒斯坦地以前，
把衣服上的灰塵、把腳上鞋子上的灰塵，都要抖掉，
因為他們認為外邦地的塵土都是不潔淨的
因為他們認為外邦地的塵土都是不潔淨的，
他們不要把外邦地的塵土帶回巴勒斯坦，
而汙染了自己本國土地的聖潔，
意思就是說：他們跟外邦人是沒有關係了。

耶穌在這裡教導門徒：當他們所傳的福音別人不接受時，
也要在那些不接受的人面前 就是把腳上的塵土抖掉
也要在那些不接受的人面前、就是把腳上的塵土抖掉。
塵土抖掉的意思就有兩方面：
 我跟你們是沒有關係的、
跟你們的罪是沒有關係
 把他們當作外邦人
把他們當作外邦人一樣，
樣，
就是警告他們要趕快的悔改
六11b 對他們作見證。有三方面的見證：
1. 這些人不採納、不接受神帶來的福音
2 他們對所傳的福音不接受
2.
他們對所傳的福音不接受，因此就見證他們自己的罪
因此就見證他們自己的罪
3. 在最後審判的時候，對他們作不利的見證

所以門徒就照著耶穌的吩附就出去 傳道 叫人悔改
所以門徒就照著耶穌的吩附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
作者強調他們傳什麼樣的道呢？
是悔改的道 叫人要認識自己的罪 要悔改
是悔改的道，叫人要認識自己的罪、要悔改，
跟施洗約翰傳的福音 – 叫他們悔改的道，是相平行的。

當門徒們出去傳福音，回來向耶穌報告…
六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裡，
六30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裡
將一切所做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他。
在他們回來向耶穌稟報之前
在他們回來向耶穌稟報之前，
作者在這個當中 六14~29 就夾入了
三明治中間的一個段落的架構，分成兩個小段：
 14~16 希律王聽到耶穌的門徒出去傳悔改的道，
他的回應是什麼
 17~29 有關於施洗約翰遇害的原因、經過
作者中間夾的這一段是為什麼呢？
作者中間夾的這
段是為什麼呢？
 因為門徒在被耶穌差派出去傳道的地點
就是希律安提帕所管的加利利地區
 作者就介紹一下這個地區是誰管的呢？
希律安提帕
是希律安提帕，
他對耶穌的服事他的看法是什麼呢？

又趕出許多的鬼，門徒出來服事是延續耶穌的服事，
耶穌 出來服事的時候就跟鬼就有爭戰
耶穌一出來服事的時候就跟鬼就有爭戰，
所以他們也是一樣、跟鬼有爭戰，
靠著耶穌所賜下的權能趕出了許多的鬼。
又用油抹了許多的病人、治好他們，
這個醫病用油 沒有講用禱告 為什麼？
這個醫病用油，沒有講用禱告，為什麼？
因為「用油」elaion，就是用橄欖油，
橄欖油在舊約裡面可以作食物、作醫藥、作聖膏、聖香，
或是在祭祀的時候所要用的油都是用橄欖油。
在這裡，用橄欖油來抹在有需要的病人身上，
就表示說：這不是透過門徒自己的能力，
而是透過上帝的能力，這就好像在
雅五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們可 奉主的名用油抹
這樣子就是等於見證醫病得好是透過神的能力。

六14a 耶穌的名聲傳揚出來，希律王聽見了。

這個希律就是希律安提帕
這個希律就是希律安提帕，
 他是大希律死了以後，一起來分
大希律統管的土地的
四個兒子中的第二個兒子，
他管的就是加利利跟比利亞
 希律王聽到的，不是十二個門徒的名聲，
門徒所傳的福音是有關於耶穌的福音
門徒所傳的福音是有關於耶穌的福音、
是有關於悔改的福音、是延續耶穌的工作
耶穌的名氣因為門徒出去傳福音的成功，就更加地大了。
六16 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

希律因為把施洗約翰入了監獄，後來又被他殺了，
希律因為把施洗約翰入了監獄
後來又被他殺了
就認為是施洗約翰死了以後，
身
復活的能力進入了耶穌的身體，
所以耶穌有這麼多神蹟奇事的能力。

當時的人在希臘羅馬世界，認為有名的人死於暴力的話，
那他死後會回來找殺死他的人算帳，
那他死後會回來找殺死他的人算帳
所以有死後復活的這種迷信，
 羅馬皇帝尼祿有死而復活的傳說
 希律王把義人約翰殺了，所以有人認為
耶穌的能力就是義人施洗約翰他復活了，
他的能力在耶穌的身上


另外有人說是以利亞，
瑪三1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瑪四5 看哪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
所以有人認為耶穌是以利亞



又有人說是先知中的一位，
太十六 有人說是專門傳叫猶太人悔改的先知
有人說是專門傳叫猶太人悔改的先知，好像耶利米，
好像耶利米
馬可福音並沒有講是哪一位，只是說先知中的一位

他曉得約翰是一個公正、道德沒有缺點的人，
所以不敢隨便就把他給殺了。
所以不敢隨便就把他給殺了
這個道理，跟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的講論是不一樣的：
希律是為了政治上的安定，太多百姓喜歡聽
施洗約翰的傳道，怕大部份的百姓聽施洗約翰講的，
就會認為他娶希羅底是不對的，造反了怎麼辦？
所以先下手為強，
就把施洗約翰先抓起來 關在牢裡
就把施洗約翰先抓起來、關在牢裡。
六21~22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

有一天機會來了，如果照語文的文脈來看，
有
天機會來了 如果照語文的文脈來看
是誰的機會來了？當然是希羅底的機會來了…
希律擺設筵席 請了大臣和千夫長
希律擺設筵席，請了大臣和千夫長，
並加利利作首領的。希羅底的女兒進來跳舞…
不應該是希羅底跟希律安提帕的女兒，
跟是希羅底跟第一個先生腓力的女兒，叫作撒羅米。

六17~29 施洗約翰到底為什麼，希律王把他給斬了呢？

因為希律為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
因為希律為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
就把約翰抓到監裡去，為什麼呢？
希羅底 是希律安提帕同父異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
希羅底，是希律安提帕同父異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
腓力還活的時候，希羅底就愛上了希律安提帕，
就自己提出離婚，這是跟猶太人傳統不相合的…
就自己提出離婚，這是跟猶太人傳統不相合的
猶太人離婚只能夠由男方提出、女方不能提出，
但是希羅底提出來離婚、嫁給了希律安提帕，
所以是犯了姦淫罪。
施洗約翰認為希律安提帕跟希羅底都不對，
就常常批評他，所以希羅底非常懷恨施洗約翰，
希律就為了希羅底的緣故，就把約翰抓來…
希律就為了希羅底的緣故，就把約翰抓來
六19~20 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
因為希律 道約翰是義人 是聖人
因為希律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
所以敬畏他，保護他，聽他講論，就多照著行，並且樂意聽他。

跳舞了以後、希律安提帕酒醉，就說：
「我國的 半給妳我都願意 妳提什麼要求我都給妳
「我國的一半給妳我都願意，妳提什麼要求我都給妳。」
這個女孩就出去跟她母親講，問她母親到底要什麼？
她母親就說要施洗約翰的頭，女孩就急忙進去、就要求…
她母親就說要施洗約翰的頭，女孩就急忙進去、就要求
這個時候王就非常的憂愁，
因他起的誓 酒醉以後胡亂的言語，
因他起的誓、酒醉以後胡亂的言語，
又因在眾人面前已經許了誓約，不願丟臉，
他就只好就為了自己的顏面 利益 好處
他就只好就為了自己的顏面、利益、好處，
就叫了一個護衛兵到監獄裡面、把約翰的頭砍了…
當消息傳到使徒的耳朵裡，以後把這一切的事情來告訴耶穌，
當消息傳到使徒的耳朵裡
以後把這 切的事情來告訴耶穌
耶穌就叫他們暗暗地到曠野的地方去。
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義人因為傳悔改的道、傳神的道，
在這裡可以看到：
個義人因為傳悔改的道 傳神的道
與跟統管地方的政治領袖的利益不合的時候，就遭受殺害，
這也是馬可要提出來的 也是耶穌的門徒 耶穌
這也是馬可要提出來的，也是耶穌的門徒、耶穌，
他們以後傳福音所要面臨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