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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坐船，暗暗地往曠野地方去。
六31~44 記載了餵飽五千人的神蹟，
記載了餵飽五千人的神蹟
是因為耶穌帶門徒要到曠野的地方去，
結果是不能如願 他們不能夠休息
結果是不能如願、他們不能夠休息。
33~34 眾人看見他們去，有許多認識他們的，
就從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裡，比他們先趕到了，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祂沒有因為自己的勞累就拒絕他們，
憐憫就是動了慈心，
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
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般
是指在上執政掌權者，
為了私慾、沒有公義，因此就覺得他們很可憐
為了私慾
沒有公義 因此就覺得他們很可憐 –
百姓們想要得到好處、得到溫飽、
得到一些生活上最起碼的供應…，
都發生了問題，在這個世代當中好像沒有公義可講。

可六31~七23

在耶穌差派門徒出去傳福音以後回來，
知道施洗約翰已經遇害，
他們就不願意在希律安提帕所管轄的
加利利境內繼續的傳道，
因為他們受到不義的王的壓力。
六31 你們來，同我暗暗地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
 在耶穌跟門徒最辛苦忙碌的時候，
在耶穌跟門徒最辛苦忙碌的時候
耶穌反而帶學生到曠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下
 這對我們今天的信徒來講也是一樣，
這對我們今天的信徒來講也是 樣
在百忙之中、在煩亂之中的時候，
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要來到神的面前、來到主的面前，
和主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
來聆聽祂的聲音 來對祂訴說我們的重擔
來聆聽祂的聲音、來對祂訴說我們的重擔，
這事實上是我們能夠在百忙中得力、最需要的時候

耶穌就非常的憐憫他們，就教導他們很多有關於神的道理。
這時候天晚了，在這餵飽五千人神蹟當中，
是門徒看到眾人的需要，
這個時候天晚了有這麼多人來，
這個時候天晚了有這麼多人來
那怎麼能夠餵飽他們呢？
六36~37 門徒就來問耶穌說：「請叫眾人散開，
徒就來問耶穌說 「請叫眾 散開

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自己買甚麼吃。 」
耶穌回答說： 你們給他們吃吧。」
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吃吧。」
門徒說：「我們可以去買二十兩銀子的餅給他們吃嗎？」
二十兩在原文是兩百個 denarion，
 一個 denarion 就是一錢銀子，
是當時的 人 天的 資
是當時的工人一天的工資
 門徒很魯莽、很直接的回應他們的老師：
難道你要叫我們花兩百天的工資，
去買糧食來餵飽這麼多人嗎？

耶穌還是叫他們去查查看，結果呢他們還算順服，
雖然 裡都很懷疑 不相信
雖然心裡都很懷疑、不相信，
結果有五個餅、兩條魚。
六39 41 耶穌吩咐他們，叫眾人一幫一幫地
六39~41
耶穌吩咐他們，叫眾人 幫 幫地
坐在青草地上。眾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
有 百 排的 有五十 排的
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

耶穌從五餅二魚叫門徒出去分遞，神蹟就發生了，
這個神蹟的發生是由於門徒的順服，
這個神蹟的發生是由於門徒的順服
耶穌就讓門徒可能知道得最清楚，
讓他們思想的是祂是怎麼樣的一位神。
祂就等於好像舊約的耶和華神一樣，
出十六 怎麼樣來餵飽以色列人，
如今也同樣的在曠野的地方、餵飽這些有需要的人。

耶穌的動作 – 拿起
拿起、擘開、並且傳遞，
擘開 並且傳遞
這個動作就讓我們想到 可十四 當中的主餐，
耶穌的動作也是拿起餅、擘開、傳遞給門徒、叫門徒去分。

這個數目有五千，每一個人都照他所需要的
這個數目有五千，每
個人都照他所需要的
都得飽足，並且有十二籃的零碎。
 五餅二魚
五餅二魚、五跟二，並沒有靈意的
五跟二 並沒有靈意的
 十二表示神的恩典、主恩澤的豐盛，
在猶
在猶太人的觀念，是一個完全數，
的觀念 是
數
代表完全的意思
 光是男人就有五千，加上每個家庭
太太也去、還有孩子的話，就是有萬人了

所以耶穌在這裡餵飽五千人，作者放在這裡有兩個意義：
 讓人想起舊約的時候，耶和華神在曠野
怎麼樣來餵飽當時的以色列人
 讓人遙望在以後的主餐、以及將來在彌賽亞國度中，
和主耶穌一起同吃喝、同享筵席的光景

第二件事情，六45~52…
六45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
六45a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
「隨」，原文是 euthus，就是立刻，立刻就催門徒上船，
約六15a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逼他作王。
 因為祂來可以給他們肚子吃飽
 但是耶穌來不是要作物質上的主
這個「催」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強迫、勉強，
門徒可能還不願意走 主耶穌就催他們就趕快上船
門徒可能還不願意走，主耶穌就催他們就趕快上船，
六45b 渡到那邊伯賽大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六53 結果因為風浪的關係
結果因為風浪的關係，到了湖的西岸革尼撒勒這個地方。
到了湖的西岸革尼撒勒這個地方
六46 他既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

馬可福音有三個地方禱告：
馬可福音有
個地方禱告
 在迦百農一天服事以後，一早到山上去禱告
 餵飽了五千人以後，祂又到山上去禱告
 以後在客西馬尼園，祂也在禱告

六47~49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穌獨自在岸上；

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甚苦。夜裡約有四更天…
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甚苦。夜裡約有四更天
羅馬人把晚上從下午六點鐘、到第二天早上六點鐘，
十二個小時裡面，分成四個時段，每 個時段是三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裡面，分成四個時段，每一個時段是三個小時，
四更天就是第四個時段，就是在早上三點鐘到六點鐘，
就要黎明的這個時候叫四更天
就要黎明的這個時候叫四更天。
就在海面上走，往他們那裡去，意思要走過他們去。
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
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
門徒他們都是漁夫，在海上非常的熟悉打魚，
哪裡看到有人會在海面上走？
 在舊約的時候只有耶和華能夠在海上走
 這裡就形容耶穌有神那樣的權能，
這裡就形容耶穌有神那樣的權能
祂能夠在海上走而且在有風浪的海上走
門徒因為看不清楚
門徒因為看不清楚、也搖槳搖了一個晚上，
搖槳搖了 個晚
他們以為是鬼怪，所以就大叫起來！

六50~51a「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於是到他們那裡，上了船，風就住了。
「是我」是 出三14 當時的耶和華對摩西說
祂是誰呢？就是 ego eimi，
耶和華的名字就是「我是」、「是我」，
同樣的原文 叫他們不要怕
同樣的原文，叫他們不要怕。
六51b~52 他們心裡十分驚奇。

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
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愚頑。
裡還是愚頑
「愚頑」在原文就是好像法利賽人心裡的剛硬一樣，
賽 在 息
問
不
法利賽人在安息日，耶穌問他們說：可不可以治病啊？
有一個人不是手枯乾了嗎？(第三章)
法利賽人都不作聲，耶穌就非常的難過，
憂愁他們心裡剛硬。
「剛硬」原文的希臘文字，
跟這裡的「愚頑」是同一個字。

六54~55 一下船，眾人認得是耶穌，

就跑遍那一帶地方，聽見他在何處，
便將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裡。
褥子」原文 krabattos
krabattos，是窮人家用的床墊、臥塌。
是窮人家用的床墊 臥塌
「褥子」原文
凡耶穌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裡，或鄉間，
他們都將病人放在街市上，
都將病
在 市
求耶穌只容他們摸他的衣裳繸子；
凡摸著的人就都好了。
申廿二12 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圍做繸子。

而且要釘上一根藍色的長的帶子，
 為的是要提醒他們、要記得耶和華的誡命律法要遵守
 耶穌也是一般的猶太人，祂的衣服旁邊也有繸子
而
而且一般人都知道以前有一個血漏的婦人，
都 道以前有 個血
摸祂的繸子就得醫治了，
所以這些人也要求 只要摸祂衣裳的繸子
所以這些人也要求，只要摸祂衣裳的繸子。

門徒現在就好像法利賽人的心思意念一樣，
他們跟耶穌有 段時日了 看到耶穌行異能
他們跟耶穌有一段時日了、看到耶穌行異能，
有這麼大的權柄餵飽五千人；
但是祂現在能夠叫風浪平靜、在海面上行走，
門徒心裡還不明白、還是閉塞的，
竟像反對耶穌的宗教領袖的心田 樣，
竟像反對耶穌的宗教領袖的心田一樣，
那麼樣的剛硬、無知、愚鈍。
這樣的主題會在馬可福音下半冊
從 第八章 以後，陸續被作者一直的強調。
這時作者就強調另外 件事 – 53
這時作者就強調另外一件事
53~56
56 岸邊的醫治
岸邊的醫治：
風浪平靜以後，他們本來要到伯賽大去，
結果因為逆風的關係 就到了革尼撒勒
結果因為逆風的關係，就到了革尼撒勒，
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邊、迦百農的南邊，
一個非常肥沃的土地，
農業非常的發達、漁獲也很多…

耶穌的權能是多麼的大，
但是門徒跟 般的眾人他們知道祂是誰嗎？
但是門徒跟一般的眾人他們知道祂是誰嗎？
所以作者又再用另外一段 七1~23 從耶路撒冷來的
法利賽人、文士的爭執，對於律法的解釋，
再來一次看到這位神子有怎麼樣的權能。
七1 2 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裡聚集。
七1~2

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吃飯。
俗手」有三個解釋：
「俗手」有三個解釋：
1. 表示共用的、共享的，
使徒行傳 當時的初代教會凡物共用
當時的初代教會凡物共用，
「共用」就是俗手的「俗」字
不潔淨的 汙穢的
2. 不潔淨的、汙穢的
3. 分別出來的，就是一般的意思，就是分別為聖的，
像祭司在獻祭以前他們要洗手，就要分別出來，
就是所謂跟一般不一樣，一般的意思就是叫「俗」

在這裡到底要用哪個意思解釋呢？
我認為是用「 般
我認為是用「一般」、就是用「俗手」比較好。
就是用「俗手 比較好
也就是說一般的人他們為了要遵照古人的遺傳，
法利賽人就規定： 般的老百姓也要像祭司 樣
法利賽人就規定：一般的老百姓也要像祭司一樣，
在吃飯以前也要洗手，不是為了乾淨、
而是要分別為聖，能夠作耶和華的聖民。
所以在耶穌的時代，這個規矩已經非常的普通了，為的是要達到
出十九6 耶和華當初揀選以色列人，
就是要使他們成為聖潔的國度、君尊的祭司。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這些從耶路撒冷 從聖城來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些從耶路撒冷、從聖城來的
這些宗教師、律法師、法利賽人，就看到說：
為什麼耶穌的門徒
為什麼耶穌的門徒，
不跟猶太人、一般人該守的規矩一樣呢？
他們就用普通沒有分別為聖的手就吃飯了，
所以他們就來興師問罪！

古人的遺傳，事實上是法利賽人認為摩西在西乃山上
從神那裡得到了十個誡命 律法典章
從神那裡得到了十個誡命、律法典章，
有寫下來所謂的摩西五經之外，
還有一些口傳的命令、律法，
 口傳的沒有記載下來的律法，他們認為
也跟寫下來的誡命 律法 典章，具有同樣的權威
也跟寫下來的誡命、律法、典章，具有同樣的權威
 以後他們把這些口傳的律法就寫成了文字，
分成了六個項目 就叫作 米示拿」
分成了六個項目，就叫作「米示拿」
他們為了要遵守米示拿就不遺餘力，
在米示拿裡面定了許多的規定 非常的繁瑣
在米示拿裡面定了許多的規定、非常的繁瑣，
往往就會偏離了律法誡命的真正的意思，
了許多不 要的束縛
反而做了許多不必要的束縛、
也偏離了神當初立律法的精意。
所以耶穌對他們立的米示拿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耶穌對他們立的米示拿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先批評他們。

七4 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

就是洗杯、罐、銅器等物。
原文很可能還有指什麼 – 洗床 kline，
在這裡最好是翻譯成為臥塌，
可以睡覺、也可以用吃飯時，猶太人要坐臥的臥塌。
那在這裡因為都在講吃的東西，最好是在講吃飯用的臥塌，
如果這樣的話，他們也要去洗。
洗，就是把它浸到水裡面去，他們從市場上回來
若不沐浴、也不吃飯，不洗浴原文 baptismos，
是跟那個浸禮的「洗」是同一個字。
是跟那個浸禮的 洗」是同 個字
用同樣的字來看的話，最好的是把它當作是洗身，
所以作者特別用這個動詞
所以作者特別用這個動詞。
七5 法利賽人他們就來問耶穌說：
「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吃飯呢？ 」
耶穌就用祂自己的話來回答他們…

七6~7 耶穌說：「以賽亞 (廿九13) 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

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是不錯的
如經上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卻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穌還稱他們為假冒為善的人，hupokrites，
原來這個字是指馬戲團小丑戴著面具，
 他演的角色不是他真正的本人原來的本相
 後來被沿用來認為一個人好像是戴著面具，
他所做的 所說的 所行的
他所做的、所說的、所行的，
不是真正的心口如一的人，就是假冒為善的人
以賽亞書這段話的意思，當時的以色列百姓尊敬耶和華，
以賽亞書這段話的意思
當時的以色列百姓尊敬耶和華
他們是心口不如一，只是外表的敬拜、不是內裡誠實的敬拜，
將 的吩咐當作道 教導
將人的吩咐當作道裡教導人，
告訴他們：你們所守的古人的遺傳都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而是人的道理、是人的教導、人的標準，
所以敬拜神也是枉然、是沒有用的。

七8 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

作者用漸進式的詞彙描寫法利賽人
作者用漸進式的詞彙描寫法利賽人，
偏離神的心意的嚴重性…
「離棄」原文
「離棄 原文 aphiemi，離開、偏離神的誡命
「拘守」krateo，就是抓緊，
你抓緊你們自己人的道理 米示拿這些標準
你抓緊你們自己人的道理、米示拿這些標準
七9 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
「廢棄」意思就是棄絕、
廢棄」意思就是棄絕、reject，

棄絕神的誡命、而且要守自己的遺傳
「守」不只是抓緊，
守」不只是抓緊
意思就是要堅守、堅立自己的遺傳
而且這回不是在講人的遺傳，
而且這回不是在講人的遺傳
把他們古人的遺傳、變成從人的遺傳，
然後又講說他們自己的 是他們自己的遺傳
然後又講說他們自己的，是他們自己的遺傳。
所以耶穌就非常直接了當、非常嚴重地警告法利賽人。

米示拿裡的誓言篇，對於各耳板的規定產生很多弊端，
雖然把 些財物說是奉獻給神了 可是規定是說 –
雖然把一些財物說是奉獻給神了，可是規定是說
 可以不要立刻就讓祭司們去用
 到兒子死了以後、才把這個東西捐給神，
他還可以在其中享用好處，只是在他活著的時候，
東西已經奉獻給神了，其他人都不能用這個好處
到死了以後，才把這個產業才捐給神，
這裡面就會有 些很詭詐的弊端
這裡面就會有一些很詭詐的弊端。
耶穌就看到從人出來的這些規定，
跟神的誡命是有相違背的，
跟神的誡命是有相違背的
 十誡裡面第五個誡命，就是要孝敬父母
是 們
對神的發誓要高過對 母孝 的誡命
 可是他們說：對神的發誓要高過對父母孝敬的誡命
因此耶穌就說：你們這樣子做是本末倒置，
而且把孝敬父母的這個神的心意，就完全不理了。
米示拿、古人的遺傳裡面，有很多都違背神心意的做法。

七11 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獻的意思）
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獻的意思）。』
「所當奉給你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說 –
你本來可以從我這裡得到好處的東西，我已經做了各耳板
「各耳板」希伯來文 corban，意思就是奉獻給上帝，
已經當作禮物獻給神了，以後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
也就是說當有一個兒子，可能在跟父母嘔氣的時候，
他在氣頭上，就把本來應該可以孝敬父母的東西
財產也好、錢也好，
他說 這個現在已經獻給神了
他說：這個現在已經獻給神了。
那以後如果這個孩子他不在氣頭上、他後悔了，
那他可不可以再去跟宗教師 律法師說：
那他可不可以再去跟宗教師、律法師說：
我後悔了，我要把奉獻的東西拿回來，我要奉養我的父母。
他們就說 不可以了 因為你已經獻給神了
他們就說：不可以了，因為你已經獻給神了，
那就是獻給神的東西，不能再取回來了。

這時候耶穌才叫眾人來、而且對他們說…
七14~23 才解釋「真正的潔淨」是什麼？
才
「真正的潔淨
麼
 如果你看平行經文馬太福音的時候，
特別有提到是從「口 進去的 馬可福音沒提到口
特別有提到是從「口」進去的，馬可福音沒提到口，
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汙穢人，惟有從裡面出來的
 馬太福音又有講：從口裡出來的才能夠汙穢人
耶穌重視是內裡的聖潔、而不是外表的聖潔，
所以這個內裡跟外表的對比 耶穌注重的是道德的聖潔
所以這個內裡跟外表的對比，耶穌注重的是道德的聖潔，
不是注重禮儀性的聖潔，這兩個對比耶穌講得很清楚。
耶穌講了以後祂就進到屋子裡面去，
「屋子」在馬可福音常常是耶穌跟門徒要休息的地方、
或是祂要私下指導門徒的地方
或是祂要私下指導門徒的地方。
在這裡，門徒就來問祂這個比喻的意思，耶穌就對他們講…
耶穌把比喻的奧祕 比喻的真諦
耶穌把比喻的奧祕、比喻的真諦，
常常都是私下跟祂自己的人講。

七18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嗎？

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污穢人。」
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
不能污穢人
耶穌先批評他們，好像是外面的人，還不明白這比喻的意思…
七19 「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裡。
（這是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
這一句話非常的奇妙，就跟舊約的食物律 –
 利未記十一章、申命記 有一些記載，是相衝突的，
所有的食物在舊約裡面，有分潔淨的、跟不潔淨的
 可是現在耶穌說所有的食物都潔淨了，
耶穌所說的話是不是就大過法利賽人對律法的解釋呢？
耶穌前面才批評法利賽人說：你們怎麼可以
因為你們的遺傳，把孝敬父母這條誡命去掉，
因為說這個東西已經做了各耳板了。
現在他自己卻把食物律廢掉了 所有的食物都是潔淨的
現在他自己卻把食物律廢掉了、所有的食物都是潔淨的，
耶穌的這個標準，對早期的教會也造成很大的困擾…

換句話說，耶穌祂有的權柄，
就是好像神的權柄 樣
就是好像神的權柄一樣，
 耶穌的教導曾經叫百姓非常的希奇，
祂的教導是大過文士的權柄
 耶穌所行的神蹟、也叫人非常的驚奇，
耶穌從海上走、叫祂的門徒非常的驚奇
 因為耶穌不是普通的人 –
祂是比施洗約翰以後要來到的更大的那 位，
祂是比施洗約翰以後要來到的更大的那一位，
祂是大能的神子、祂就是主的到來
耶穌講的話並不是廢棄律法、先知，
太五17~20 耶穌的到來，
是為了要成全律法跟先知，
而使得遵守祂的話的人，
就能夠勝過文士跟法利賽人的義。
就能夠勝過文士跟法利賽人的義

羅馬書第十四章、使徒行傳第十章、
加拉太書第二章、哥林多前書八~十章
哥林多前書八 十章，

都是有關於食物潔淨、不潔淨的問題。
耶穌的意思，人從心裡面出來，祂注重的是內裡的。
耶穌的意思
人從心裡面出來 祂注重的是內裡的
祂舉了一些例子，在馬可福音有 12 種惡念，
都是從心裡面出來、
都是從心裡面出來
不討神喜歡的、不合乎神標準的一些思想、態度，
七21~23 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出惡念：
苟合、偷盜、凶殺、姦淫、貪婪、邪惡、
詭詐
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
蕩 嫉妒 謗讟 驕
狂妄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
不管是用複數的名詞、或是用單數的名詞，
所表達的這十二種的惡念，
都是馬可的一種修飾性的筆法，
這些東西都是叫人污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