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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 是餵飽四千人，

是耶穌向外邦人施恩典的第三件事，

1. 七24~30 醫治一個外邦婦人小女兒被鬼附的病

2. 七31~37 醫治了一個聾啞的病人

3. 八01~10 餵飽四千人

餵飽四千人這件神蹟

在馬太福音也有同樣的記載，

在路加福音、約翰福音就沒有記載。

在馬可福音是記載了這次餵飽四千人

有人說：會不會是 第六章 的餵飽五千人

事是同一個事件呢？

但是事實上馬可福音沒有記載事情兩次的習慣，

馬太福音比較有馬太福音比較有…

這次事情的地點，跟上次 第六章 的地點是不一樣的：

這次是在加利利湖的東邊 上次是在西邊這次是在加利利湖的東邊，上次是在西邊

上次這些人跟耶穌在一起是在同一天，

這次是這三天裡面，這些人因為這次是這三天裡面，這些人因為

耶穌憐憫他們，跟祂同在已經三天了

這個「同在」在原文的希臘文字，意思就是「留在」 ，這個 同在」在原文的希臘文字，意思就是 留在」 ，

留在跟耶穌在一起、緊跟著耶穌在一起，

表示這些人有意要跟耶穌在一起的，表示這些人有意要跟耶穌在 起的

所以他們是有預備而來的、跟了耶穌已經是三天了。

耶穌同樣對他們動了慈憐的心 –耶穌同樣對他們動了慈憐的心

八2-4 「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裡已經三天，

也沒有吃的了。我若打發他們餓著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乏，因為其中有從遠處來的。」

門徒回答說：「在這野地，

從哪裡能得餅 叫這些人吃飽呢？從哪裡能得餅，叫這些人吃飽呢？」

這裡不一樣，加利利湖的東岸比較陡峭，

這也是為什麼耶穌 讓 們 刻 去這也是為什麼耶穌不讓他們立刻回去，

因為路非常地難走、村鎮也比較少。

因 門徒 常的納悶 所 就 耶穌因此門徒非常的納悶，所以就反問耶穌說：

在這個荒郊野地、哪裡有餅叫這些人吃飽呢？

耶穌就問他們說 你們有多少餅？耶穌就問他們說：你們有多少餅？

他們就說：有七個餅。

耶穌就叫眾人坐在地上耶穌就叫眾人坐在地上 –
這次是耶穌自己直接就吩咐眾人坐在地上…
對外邦人來講 不像以前的以色列人有在曠野的經驗對外邦人來講，不像以前的以色列人有在曠野的經驗，

所以在這裡就跟上次是不一樣的。

並且也有魚、這次是有幾條小魚。並且也有魚、這次是有幾條小魚。

耶穌祝了福，就擺在眾人的面前，

不過這次祂都是叫門徒也去分食物。不過這次祂都是叫門徒也去分食物

所以這個神蹟跟上次同樣的，都是有門徒跟耶穌一起同工。



當門徒願意順服耶穌的時候，

雖然他們 裡不明白 裡還在懷疑 反抗雖然他們心裡不明白、心裡還在懷疑、反抗，

但是他們勉強自己順服老師、順服耶穌的指導時，

神蹟就發生了 眾人都吃、而且吃飽了，神蹟就發生了 – 眾人都吃、而且吃飽了，

剩下的零碎也有七筐子、人數約有四千。

這個神蹟讓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這個神蹟讓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耶穌的恩澤，真的是不分猶太人、外邦人，

祂的恩典臨到所有有需要的人祂的恩典臨到所有有需要的人

對四千個人來講，這一點食物是非常的少，

但是經過耶穌的祝謝 –但是經過耶穌的祝謝

拿起、祝謝、擘開、傳遞以後，

就能夠供應這麼多人的需要能夠 應這麼多 的需要

在這次神蹟裡面也讓我們可以看到 –
耶穌祂是像耶和華神、在曠野餵飽以色列人的耶穌祂是像耶和華神 在曠野餵飽 色列人的

那樣的有權能的神一樣的能力，能餵飽所有外邦的人。

七個筐子，是不是比以前的十二個籃子要少得多呢？

不 定 筐子不一定，筐子 –
徒九25 有人把保羅從城牆上，用筐子把他吊下去，

這個筐子可以坐一個人的那麼大的筐子。這個筐子可以坐一個人的那麼大的筐子。

所以七跟十二，倒是一個完全數，在猶太人的觀念裡，

是代表主的恩典是是非常的完全、非常的豐盛。是代表主的恩典是是非常的完全 非常的豐盛

八9~10 耶穌打發他們走了，

隨即同門徒上船，來到大瑪努他境內。隨即同門徒上船 來到大瑪努他境內

太十五39 耶穌叫眾人散去，就上船，

來到馬加丹的境界。到底這是兩個地方嗎？

馬加丹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岸，

也就在提比留城北邊三英里的地方，

大概是位在現在的亞伯山，好像牆壁一樣的山腳下

和大瑪努他希伯來文的字根的牆，它的意義是相同的

所以馬加丹，可能就是大瑪努他。

八11~13 法利賽人不信耶穌，不相信耶穌的權能，

他們就要求耶穌從天上面顯出一個神蹟來給他們看。他們就要求耶穌從天上面顯出一個神蹟來給他們看。

這裡神蹟的原文 semeion，
Semeion 就是憑據、憑證、記號、徵兆的意思Semeion 就是憑據、憑證、記號、徵兆的意思

馬可、馬太福音，一般耶穌講祂行神蹟、行異能，

希臘文都是叫作 dunamis，很少用 semeion希臘文都是叫作 dunamis 很少用 semeion

這裡作者說法利賽人要求耶穌

從天上顯一個 semeion 給他們看，意思是什麼呢？從天上顯 個 semeion 給他們看 意思是什麼呢？

要求耶穌顯一個神蹟，

證明祂就是他們所等候的彌賽亞證明祂就是他們所等候的彌賽亞

可是法利賽人所要等候的彌賽亞，

是政治型、君王型、得勝型的彌賽亞

耶穌來的第一次祂的彌賽亞任務

是僕人式的、受苦的彌賽亞，

是跟法利賽人的要求是不同的

耶穌已經做了這麼多的神蹟、有這麼大的權能，

只有神的能力才能 也已經能夠展示祂的權能是來自於神只有神的能力才能，也已經能夠展示祂的權能是來自於神。

法利賽人要盤問耶穌， 「盤問」就是辯論、質問的意思，

他們是存著 個「試探 耶穌的心他們是存著一個「試探」耶穌的心…
如果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測試、考驗

如果是負面的意思 就是要試探 就是叫人跌倒如果是負面的意思，就是要試探、就是叫人跌倒，

就好像撒但，那時候要試探耶穌，

是希望耶穌不順服神的旨意、對不對？是希望耶穌不順服神的旨意、對不對？

耶穌並沒有聽撒但的話

這次法利賽人也是要來試探耶穌，這次法利賽人也是要來試探耶穌，

希望耶穌能夠顯出神蹟來、

而且要比神的時間要早，而且要比神的時間要早，

來證明祂是他們所要等候的彌賽亞。

所以他們要這樣做，並不是要來相信耶穌，所以他們要這樣做 並不是要來相信耶穌

而是要來定耶穌的罪！



八12 耶穌心裡深深地歎息。

這個「心裡 在原文是「靈裡 的意思這個「心裡」在原文是「靈裡」的意思，

深深歎息是為什麼歎息呢？

祂對法利賽人這樣的不信任祂、這樣的敵意，祂對法利賽人這樣的不信任祂、這樣的敵意，

覺得非常的難過。歎息是非常難過的意思。

說：「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呢？說： 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呢？

這世代的人就是悖逆耶穌的，

在馬太福音那裡平行經文是說：在馬太福音那裡平行經文是說

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沒有任何神蹟給他們看，

約拿的神蹟是指什麼呢？就是指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

是馬可福音第二次這麼說，是耶和華神才用這口氣來說 –是馬可福音第 次這麼說 是耶和華神才用這 氣來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

這世代在這裡出現兩次。

八13 他就離開他們，又上船往海那邊去了。

八14~21 有關於門徒的眼瞎，讓我們再看一次

門徒們有沒有比法利賽人高明 點呢？門徒們有沒有比法利賽人高明一點呢？

作者告訴我們，顯然他們沒有！

八14 15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 個餅八14~15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

沒有別的食物。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

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

防備法利賽人跟希律，在政治理念上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聯合起來，可是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聯合起來

想要除掉耶穌，他們為了他們自己的好處，

這個時候耶穌就特別警告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跟希律的酵。這個時候耶穌就特別警告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跟希律的酵

這個「酵」到底是指什麼呢？這個 zume 希臘文的酵，

在舊約的時候它的意思常常是負面的，比如說在舊約的時候它的意思常常是負面的 比如說

在逾越節的時候猶太人要吃無酵餅七天

在逾越節第一天的時候，要把家裡有關於酵都要除掉，

因為酵是代表罪，所以不能夠有酵的存在

酵在新約裡，正面的意思 - 它有穿透的能力，

負面的意思 就是代表邪惡 罪的影響力負面的意思，就是代表邪惡、罪的影響力。

這裡希律跟法利賽人的酵到底是指什麼呢？

法利賽人就不信耶穌、要祂從天上顯個神蹟法利賽人就不信耶穌、要祂從天上顯個神蹟

希律黨人也不信耶穌，因為他們是支持希律安提帕的

耶穌要警告他們：要防備像他們那樣的不信跟抵擋。耶穌要警告他們：要防備像他們那樣的不信跟抵擋

八16 他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吧。」

彼此議論就是大家有辯論、有不同意見的意思，彼此議論就是大家有辯論、有不同意見的意思，

表示門徒聽不懂耶穌到底在說什麼、就起了不同的爭辯…
八17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八17 耶穌看出來，就說： 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

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嗎？」

不省悟、不明白在原文是現在式，現在式希臘文的意思不省悟 不明白在原文是現在式 現在式希臘文的意思

就是你們是持續地你們到現在都還不了解，

好像撒種比喻的硬土一樣、你們的心田還是這麼硬

像法利賽人那麼愚頑、無知，還不明白耶穌到底是誰？

耶穌說的是什麼事情呢？他們還在擔心沒有餅，

他們已經經歷過耶穌兩次餵飽神蹟的事情他們已經經歷過耶穌兩次餵飽神蹟的事情，

如果他們只有一個餅，現在跟耶穌一起一共只有十三個人，

怎麼會吃不飽呢？門徒也很可能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會吃不飽呢？門徒也很可能是因為怎麼樣…

耶穌一出來傳福音時，是為了傳道，不是為了要來行神蹟的，

所以門徒大概也不敢輕易地叫耶穌行神蹟，所以門徒大概也不敢輕易地叫耶穌行神蹟，

門徒錯誤的認知 – 不完全的認識耶穌，耶穌的話沒有聽明白，

也不認識耶穌完全的身分 – 祂是大能的神子、主的到來，也不認識耶穌完全的身分 – 祂是大能的神子、主的到來，

所以耶穌就說：你們還是這麼愚頑嗎？這麼剛硬嗎？

八19 21 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八19-21 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

裝滿了多少籃子呢？」他們說：「十二個。」

「又擘開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

裝滿了多少筐子呢？」他們說：「七個。」

耶穌說：「你們還是不明白嗎？」

門徒到現在為止，還是不認識耶穌的身分跟祂的工作。



第三個事件 八22~26 吐唾沫治好瞎子的事件…
八22 他們來到伯賽大 有人帶 個瞎子來 求耶穌摸他八22 他們來到伯賽大，有人帶一個瞎子來，求耶穌摸他。

伯賽大是在加利利湖的東北角，

屬於腓力分封王所管轄的地方，屬於腓力分封王所管轄的地方，

是一個很重要的漁港

當時奧古斯都用他的女兒茱莉葉當時奧古斯都用他的女兒茱莉葉

來命名的，叫作伯賽大茱莉葉

耶穌有三個門徒都是來自於伯賽大 –耶穌有三個門徒都是來自於伯賽大

腓利、彼得、安得烈

這裡耶穌醫這個瞎子有發生三件特別的事情…這裡耶穌醫這個瞎子有發生三件特別的事情…
1. 八23-25 耶穌拉著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

2. 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吐唾沫在 睛 按手在 身

問他說：「你看見甚麼了？」…
3. 隨後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

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了。

而且馬可用的動詞非常循序漸進的…
隨後 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 看八25 隨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

就復了原，樣樣都看得清楚了。

他用了三個動詞：他用了三個動詞：

1. diablepo，是定睛一看，

第二次祂在摸這人的眼睛的時候，這個人就定睛一看，第二次祂在摸這人的眼睛的時候，這個人就定睛 看，

表示他張大眼睛、也可以叫作看得很清楚

有的譯本就說他看得清楚了有的譯本就說他看得清楚了

2. Apokathistano 表示他恢復了、復原了，

可以恢復到原來他眼睛好的情況來

3. Enblepo 的不完成式，看得清清楚楚了

4. 馬可福音還加上了一個 apanta，就是一切都看得清楚了

為什麼神蹟要這麼複雜？可能的意思也是預表：

門徒的心裡愚頑，耶穌一定會要一步一步地用各樣的方法，

來使門徒對祂的認識，能夠完全的明白。

其實門徒對耶穌的身分、事工，真正地明白是要在什麼時候？

是要在耶穌從死裡復活 在使徒行傳以後 才能夠知道說是要在耶穌從死裡復活、在使徒行傳以後，才能夠知道說：

門徒終究對耶穌的身分、祂的工作，有了完全的瞭解。

這次也像以前 樣 耶穌叫這個人瞎眼看見以後這次也像以前一樣，耶穌叫這個人瞎眼看見以後，

就叫他連這村子也不要進去。

馬可用這些醫治聾子 啞巴 瞎眼，馬可用這些醫治聾子、啞巴、瞎眼，

影射到 賽卅五5~6 – 神在末後的時候，

要興起祂的作為、要醫治祂的百姓，要興起祂的作為、要醫治祂的百姓，

讓瞎眼的得看見、讓聾子能夠聽見、讓啞巴能夠說話，

讓一切憂愁歎息都要過去。讓 切憂愁歎息都要過去

耶穌在祂行神蹟的時候，這樣的預言就得到了成就，

也讓門徒、讀者，能夠再一次地思念並且想起也讓門徒 讀者 能夠再 次地思念並且想起

耶穌祂是耶和華神自己的到來

是神的能力又再一次地臨到祂的百姓，是神的能力又再 次地臨到祂的百姓

來醫治、恢復祂的百姓，跟祂的百姓同在

八27~30 耶穌自己要問祂的學生，

經過這麼多的教導 這麼多的神蹟經過這麼多的教導、這麼多的神蹟，

到底你們認為我是誰呢？

八27 耶穌和門徒出去，八27 耶穌和門徒出去，

往凱撒利亞•腓立比村莊去。

她是在黑門山山腳下的一個城市、她是在黑門山山腳下的 個城市、

約但河主要的發源地，

 20BC 羅馬皇帝就把這個地方送給希律大帝 20BC 羅馬皇帝就把這個地方送給希律大帝

希律死了以後，

這個地區就歸分封王腓力所管這個地區就歸分封王腓力所管

腓力就把這個地方就更加的美化建造、

用該撒跟自己的名字給她命名，用該撒跟自己的名字給她命名

所以叫作該撒利亞•腓立比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大的外邦城市



可是耶穌把門徒帶往這裡來，是幹什麼呢？

這個地方大都市裡面通常都有帝王廟這個地方大都市裡面通常都有帝王廟，

外邦人常常都是尊羅馬的皇帝好像神明一樣，

但是耶穌要他們想：但是耶穌要他們想：

「在以羅馬該撒皇帝為神的這個外邦大城市，

你們認為我是誰呢？到底誰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主呢？」你們認為我是誰呢？到底誰是真正的神 真正的主呢？」

八27b~29 在路上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們 有 是 洗的約翰

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裡的一位。」

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彼得說對了，

但是彼得真正認識耶穌是怎麼樣的一位基督嗎？

我們想我們對這樣的答案都有共識：他們並不是真正地明白，

所以耶穌在這個時候叫他們不要告訴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