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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五 21~六 6這是誰啊這是誰啊((下下))

上一次我們已經講了耶穌的兩個神蹟，

1. 平靜風和海

2. 把鬼從一個格拉森的人身上趕出去

今天我們繼續講耶穌的另外兩個神蹟，

作者要再一次的來提醒讀者來思想耶穌的身分…
3. 醫治一個管會堂的小女兒

4. 醫治一個血漏的婦人

這個架構也是一個三明治的結構：

開始 五21耶穌坐船又渡到那邊去，

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21~24 是三明治架構的上半段

25~34 是三明治架構的中間的一段

是三明治架構的後半段35~43 是三明治架構的後半段

在三明治架構的前半段：

耶穌渡船又到湖的西邊去了耶穌渡船又到湖的西邊去了，

許多人就到祂那裡聚集，

耶穌常常在海邊上，治病、講道、服事人。耶穌常常在海邊上，治病、講道、服事人。

這個時候有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

管會堂的人在猶太人裡面的身分，是很受人尊敬的：管會堂的人在猶太人裡面的身分，是很受人尊敬的：

平常管會堂的人不只是一個人，有的時候會有好幾個人，

徒十三15b 管會堂的叫人過去，對他們說徒十三15b 管會堂的叫人過去，對他們說...
你就可以知道那裡是多數的管會堂的人

管會堂的人有什麼責任呢？管會堂的人有什麼責任呢？

主要是關於安排會堂的講員，

每個安息日的時候要請誰來講道每 安息 的時 要請誰來講道

以及會堂的整理、修繕、…
可能有的人的地位非常的尊貴，

可能是公會的成員、是地方上受人尊敬的人

五22 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名叫睚魯，來見耶穌，就俯伏在他腳前。

鬼也是看到耶穌的時候 就俯伏在耶穌的腳前鬼也是看到耶穌的時候，就俯伏在耶穌的腳前，

鬼俯伏在耶穌腳前是因為害怕、不是真的相信耶穌

睚魯俯伏在耶穌的腳前是為什麼呢？睚魯俯伏在耶穌的腳前是為什麼呢？

他心裡有需要，他知道耶穌有醫治的大能，

也就是說人到了盡頭的時候，就是神的起頭，也就是說人到了盡頭的時候，就是神的起頭，

他就來跪在耶穌的腳前、求耶穌的幫助

23a 再三地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 」23a 再三地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

馬可福音是講「小女兒」，

路六是睚魯的「獨生女兒」，路六是睚魯的 獨生女兒」

馬可他很喜歡用意思「小化」的字，譬如說：

耶穌叫門徒預備一條小船、睚魯的小女兒，耶穌叫門徒預備 條小 魯的小

餵飽眾人時，用的是五餅、二條魚，或一些小魚，

在餵飽四千人的時候用「小魚」，

馬可很喜歡用意思「小化」的字。



「小女兒」是什麼意思呢？通常一個小孩子

長到差不多十二 十四歲以下 就叫作「小孩子長到差不多十二、十四歲以下，就叫作「小孩子」 。

 可五23 他是說「快要死了」，一開始並沒有講她是死了

 路八49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 路八49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

說：「你的女兒死了，不要勞動夫子。」

這個死了在原文它是個完成式，就是說已經死了這個死了在原文它是個完成式 就是說已經死了

 太九18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

「我女兒剛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

好像這三本福音書的記載都有些出入。

 可五35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

說：「你的女兒死了，何必還勞動先生呢？」

這個死了是用過去式，表示真的是死了

不管馬可福音一開始怎麼說，在耶穌到達睚魯家之前，

可以確定的三本福音書都同樣的、一致的記載，

就是這個小女兒是已經死了。

開始的時候馬可福音是介紹比較仔細：

五 再 地求他 說 「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五23 再三地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癒，得以活了。」

他不知道耶穌的權柄很大，他不知道耶穌的權柄很大，

祂不需要到小女兒的身旁，

他確實希望他小女兒能夠得醫治，他確實希望他小女兒能夠得醫治，

所以就希望耶穌到他家去。

五24 耶穌就和他同去，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五24 耶穌就和他同去，有許多人跟隨擁擠他。

三7~9 …免得眾人擁擠他。

眾人都是擁擠耶穌，眾人都是擁擠耶穌

擁擠有擠壓、壓迫的意思，

眾人為什麼要來擠壓耶穌？因為有需要眾 為什麼要來擠壓耶穌？ 為有需要

但耶穌希望人來怎麼就祂呢？

耶穌要人來親近祂、認識祂

可是委身於祂並不是要來推擠耶穌

在這個時候，三明治架構的中間部分就出現了…

五25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馬可福音同樣地用一個十二的數字：

那個小女孩是十 歲 這裡女人患了十 年的血漏那個小女孩是十二歲，這裡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血漏」是什麼意思呢？是一個女人經期在一定的天數，

通常是七天 但七天完了的時候通常是七天，但七天完了的時候，

她還是一直有流血的現象，

那就是所謂的「血漏」。那就是所謂的 血漏」。

血漏的婦人是不潔淨的，民數記、利未記都可以看到：

凡是她摸過的東西、坐過的地方，都不潔淨凡是她摸過的東西、坐過的地方，都不潔淨

這樣的人就被限制社交的活動，

她不能去會堂敬拜、只能留在自己的家裡，她不能去會堂敬拜 只能留在自己的家裡，

用過的東西別人不能碰，別人一碰、別人就不潔淨了

五26 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五26 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

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

五27 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

雜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雜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

這個女人認為耶穌一定是有神的大能在祂的身上，

祂能夠醫治好這麼多人，她也要有耶穌的醫治。祂能夠醫治好這麼多人，她也要有耶穌的醫治。

可是她因為是不潔淨的，不敢讓人家知道，

所以她偷偷出來，就想在耶穌的後面摸祂的衣裳。所以她偷偷出來 就想在耶穌的後面摸祂的衣裳

在其他福音，是講說要摸耶穌「衣裳的繸子」，

普通一般的猶太男人，穿的衣服下面都要縫著繸子，普通 般的猶太男人，穿的衣服下面都要縫著繸子，

是照他們猶太人的習慣…
民十五38 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們世世代代民十五38 你吩咐以色列人 叫他們世世代代

在衣服邊上做繸子，

又在底邊的繸子上釘一根藍細帶子。

很可能這個血漏的婦人

就是要來摸耶穌衣服後面的繸子，

希望摸了它就能夠得醫治。



當她這樣子的時候，她的血漏的源頭立刻就乾了。

五28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癒五28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癒。

這個「必痊癒」在原文是個將來式，代表確定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女人對耶穌治病的信心非常的大，也就是說這個女人對耶穌治病的信心非常的大，

所以神的能力就從耶穌的身上、流到這個女人的身上。

五30 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五30a 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

頓時，原文就是立刻 euthus，在馬可福音是不斷地出現，

馬可福音是一卷很生動的書，馬可福音是一卷很生動的書，

耶穌常常都是立刻到這裡、立刻到那裡。

這個時候，耶穌立刻就覺得「心裡 有能力，這個時候，耶穌立刻就覺得「心裡」有能力，

心裡就是祂內裡

能力，希臘文 dunamis，代表神的特質，能力 希臘文 dunamis 代表神的特質

這個地方在馬可福音是第一次的出現，

它在馬可福音裡面一共出現十次，它在馬可福音裡面 共出現十次

是代表神的能力

書四24a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

d i 常常就等於神的名字dunamis 常常就等於神的名字。

五30~31 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眾 中間轉過來 說 「誰摸我的衣裳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

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摸我』嗎？」

門徒在這裡還是不認識耶穌的神性，門徒在這裡還是不認識耶穌的神性，

因此用地上的角度、用人的眼光來看耶穌…
耶穌是全能全知的神子，祂是主的到來，難道不知道是誰嗎？耶穌是全能全知的神子，祂是主的到來，難道不知道是誰嗎？

五32 耶穌周圍觀看，要見做這事的女人。

祂為什麼要問說「誰摸我呢？ ，主要是祂要祂為什麼要問說「誰摸我呢？」，主要是祂要

這個女人出來，承認她剛才所做的事。

五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五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耶穌跟前。

恐懼、戰兢、俯伏，原來都是用分詞，恐懼 戰兢 俯伏 原來都是用分詞

馬可特別喜歡用分詞來形容事情。

這裡形容這個女人，她很順服，她還是出來了，

這個需要勇氣 為主作見證需要勇氣這個需要勇氣，為主作見證需要勇氣啊，

因為別人知道她原來是血漏的，一定要把她罵死、打死了，

她就出來了 因為她知道她已經得潔淨了她就出來了，因為她知道她已經得潔淨了，

她就把實情全部告訴耶穌。

五34 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五34 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

耶穌知道這個女人血漏的病已經得潔淨了，耶穌知道這個女人血漏的病已經得潔淨了，

肉身的病已經得醫治了，

但是耶穌要的不只是她肉身的病能夠得醫治但是耶穌要的不只是她肉身的病能夠得醫治

還要她心裡的創傷能得醫治、要她在人中間抬得起頭來，

要她知道她跟耶穌之間有一個生命的關係要 道 跟耶穌 間有 生命的關係

耶穌常常要祂的門徒跟祂之間不是只是有物質上需要的關係，

而是要跟祂的門徒、跟他跟隨的人之間，而是要跟祂的門徒 跟他跟隨的人之間

有一個生命上的關係、心靈上的交通、心靈上的關係。

五34 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

原文救或是痊癒，都是 zao 這個字的字根來的變化，

這裡就表示說她全人都得到拯救了這裡就表示說她全人都得到拯救了

災病的希臘文字，可以作鞭子、鞭打的意思，

也可以作受苦、或災難、生病也可以作受苦 或災難 生病

作者用這樣的一個希臘文字是來代表說：

這個女人曾經這麼多年的受苦，這 曾 這麼多年的受苦

好像受擊打一樣的受苦，

這個災難、災禍已經過去了，已經得到拯救了。

她的勇敢出來作見證，

反而是讓耶穌為她成就更大的美事 –
使得她全人都能夠得救。

這個三明治的架構夾在中間，這 明治的架構夾在中間

就是打斷了睚魯來求耶穌的事情。



三明治的下半段...
五 還說話的時候 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五35~36 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裡來，

說：「你的女兒死了，何必還勞動先生呢？」

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會堂的說：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會堂的說：

「不要怕，只要信！」

這個管會堂的家人、有人來對他說，說字在原文是 lego，這個管會堂的家人 有人來對他說 說字在原文是 g
是多數的，表示來了好幾個人，對他說…

可是耶穌聽見所說的話，用兩個命令式的動詞告訴睚魯說：

「不要怕，只要信！」是睚魯現在所需要的

睚魯心裡一定嘀咕：我的女兒都快死了，睚魯 裡 定嘀咕 我的女兒都快死了

結果你還在路上被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婦人的事情耽擱，

現在又聽說女兒已經死了，睚魯的信心已經跌落到谷底。

但是作者沒說、睚魯也沒有說他不相信，都沒有，

睚魯並沒有說他不信、懷疑，只有記載耶穌的勸告，

提醒他說：「不要怕，只要信！」

馬可福音裡一再地看到作者的強調，人的病要得醫治

是在於人對主的信心 人對耶穌的信心是在於人對主的信心、人對耶穌的信心。

睚魯就一聲不響的就跟著耶穌回家去，

耶穌只帶著彼得 雅各 雅各的兄弟約翰同去耶穌只帶著彼得、雅各、雅各的兄弟約翰同去，

這三個人可以說是十二個門徒中內圈的門徒，

在這裡耶穌只帶這三個人在這裡耶穌只帶這三個人

以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

之前登山變像，也是帶這三個人之前登山變像，也是帶這三個人

在最後橄欖山講論的時候，

也是帶這三個人，多了安得烈也是帶這三個人 多了安得烈

五38b 耶穌看見那裡亂嚷，並有人大大地哭泣哀號。

猶太人死的時候，最窮的人都需要請一個哭手、兩個吹手，猶太人死的時候 最窮的人都需要請 個哭手 兩個吹手

這是最起碼的，如果有錢的話，請的哭手、吹手就更多，

吹手就是吹喇叭、奏樂吹手就是吹喇 奏樂

哭手大部分是女人來作的，就是為死者的家屬哀哭

五39 耶穌就對他們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

耶穌用的希臘文是 k th d 是普通夜晚的睡覺耶穌用的希臘文是 katheudo，是普通夜晚的睡覺，

但是耶穌在這裡的意思，

並不是說她只是暫時的睡了 她是死了並不是說她只是暫時的睡了，她是死了

只是耶穌看死亡是一個暫時的現象，人將來

在人子來的時候，都要起來、都要接受審判在人子來的時候，都要起來、都要接受審判

五40~41 他們就嗤笑耶穌。耶穌把他們都攆出去，

就帶著孩子的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帶著孩子的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著孩子的手，對她說：「大利大，古米！」

（翻出來就是說：「閨女，我吩咐你起來！」）

大利大就是閨女的意思

古米亞蘭文的意思就是站起來，

命令她站起來

五42 那閨女立時起來走。

就大大 驚奇 歲他們就大大地驚奇；閨女已經十二歲了。

五43a 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不要叫人知道這事。

在這裡耶穌仍舊繼續著彌賽亞祕密的主題，

耶穌在這時，不要因為這個女孩的復活引起很大的紛擾，

很多人就會很驚奇 會來擁擠祂很多人就會很驚奇、會來擁擠祂

但是女孩子從死裡復活，眾人遲早會知道的，

耶穌很可能是希望能安靜的離開耶穌很可能是希望能安靜的離開…

耶穌並不希望讓眾人把祂當作是一個

希臘 羅馬人 樣的 是會行神蹟奇事的神人希臘、羅馬人一樣的、是會行神蹟奇事的神人。

耶穌來到世上是為了我們的罪、是為了人的罪、

是要人認識自己是個罪人，要悔改、而且要相信福音，是要人認識自己是個罪人，要悔改、而且要相信福音，

要相信耶穌基督是帶來神的統管；

祂是我們的救贖主、是大能的神子，是主親自的到來，祂是我們的救贖主 是大能的神子，是主親自的到來，

這個是耶穌所需要人來認識祂真正的身分，

並且願意委身於祂、聽命於祂、跟祂真正產生生命的連結，並且願意委身於祂 聽命於祂 跟祂真正產生生命的連結

所以祂叫他們不要講。



六1~6 在四個神蹟之後，耶穌來到自己的家鄉。

在馬可福音並沒有提到說拿撒勒這個地名在馬可福音並沒有提到說拿撒勒這個地名，

但在平行的經文馬太福音、路加福音，

都有提到耶穌到了自己的家鄉拿撒勒。都有提到耶穌到了自己的家鄉拿撒勒。

六1~2 耶穌離開那裡，來到自己的家鄉；門徒也跟從他。

到了安息日，他在會堂裡教訓人。眾人聽見，就甚希奇。到了安息日，他在會堂裡教訓人。眾人聽見，就甚希奇。

這裡的希奇，

一22 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22 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

是同樣的動詞，這裡眾人也都非常希奇。是同樣的動詞 這裡眾人 都非常希奇

這些人是祂家鄉的人，從小看耶穌長大的，

是祂自己本族本鄉的人，可是他們會是祂自己本族本鄉的人 可是他們會

因為耶穌講話的權柄、

因為耶穌懂得這麼多屬靈的真理，

而相信祂嗎？

從下文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祂非常的輕視，

馬可用了三次的 t 意思就是「這人馬可用了三次的 outos，意思就是「這人」，

就是對耶穌非常不尊敬，

不稱祂為先知 老師 就講這人 這個人不稱祂為先知、老師，就講這人、這個人。

這個人不就是我們中間、從小看祂長大嗎？

祂不就是木匠嗎？祂不就是木匠嗎？

木匠在猶太人，身分地位並不是那麼低的，

除了做木工以外，也是泥水匠、鐵匠，除了做木工以外，也是泥水匠、鐵匠，

會做修補建造的工作，

所以雖然不是很高的職業，所以雖然不是很高的職業，

可是也不是很低賤的職業

但是在外邦人的世界，對木匠卻是很輕視的但是在外邦人的世界 對木匠卻是很輕視的

六3 這不是那木匠嗎？不是馬利亞的兒子，

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嗎？雅 約 猶 門 長 嗎

他妹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裡嗎？」

他們不稱祂為約瑟的兒子，可是平行經文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都是講約瑟的兒子 這裡它卻講馬利亞的兒子都是講約瑟的兒子，這裡它卻講馬利亞的兒子，

一般來講猶太人，通常都是要講父親的名字出來的，

講母親的兒子，就是瞧不起的意思，他們就厭棄他。講母親的兒子，就是瞧不起的意思，他們就厭棄他。

六4-6 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

親屬、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親屬 本家之外 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

耶穌就在那裡不得行甚麼異能，

不過按手在幾個病人身上，治好他們。

他也詫異他們不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在這裡可以看到：耶穌在加利利各地行走，許多人跟隨祂，

但是祂家鄉的人卻因為從小認識祂、而看不起祂。

對我們今天來講，耶穌在你我心中是怎麼樣的身分地位呢？

這是作者要我們來反思的，

是像加利利眾人跟隨耶穌、為了物質、世界上的需要呢？

還是像耶穌家鄉的人一樣，根本就不相信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