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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1~12 用用用医治瘫子的的的，来来来耶稣的权柄。

这用瘫子来来来来这来来来来四位朋友帮帮帮来的，
当时人非常的多、他们不能接近耶稣，
以致于他们必须从屋顶、凿了个洞，然后把
这个瘫子连他的褥子一起垂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就就来帮就朋友的信心，
就就瘫子说：：
：你的罪赦了。。
来来重视我就就我就的朋友、家家、同同、同同的代祷、代求，
就好像这瘫子的四位朋友一样，他们竭尽心力地
帮助他们的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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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的特特来耶稣说：：你的罪赦了。。
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神性 他是全知的神子
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神性、他是全知的神子…
但来但但但但来但但用文士，心来就心心，
帮就他并但旧约来里，：
来里 ：赦罪。但来
但来神的权柄 (但但9)，
没有人能赦罪、赦罪的是上帝，
并为为拿撒勒来的这来耶稣，帮他为但他他他说：
帮他为但他他他说：
他赦了这个瘫子的罪呢？
这个人说「僭妄」的话了。
这个人说「僭妄」的话了
帮就他耶稣的的的来说僭妄，
：僭妄。来为为是是？
来为为是是？
利利利16 当人如果亵渎了神的名的时候，

就是犯了亵渎的罪、就是说僭妄的话，
这样的人就要被拿去用石头打死的。
所所这用耶稣但帮就的心来里
他已经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他们没有说出来。

耶稣说：并并来并并瘫子的信心，
而是四位朋友的信心，他们的努力、摆上，
才能够 这个瘫子得到 治
才能够让这个瘫子得到医治。

但来耶稣凭来帮的全知，就说：

「你们心里为甚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 样容易呢？
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可8~10

这来耶稣但马可福音第
第用第用：
第用 人子。来来来自己的身分。

耶稣并为为用：人子。来来来来？可所可可并同层面，
但马可福音来里同里里可所里里四个层面：
用、：我。的是是，好像以西结书，
以西结是自称我的意思
可、但可在帮来受苦的人子，
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三、可在帮来表上十字架的、会受羞辱，
被祭司、文士长厌弃，并且受羞辱、最后钉十字架的人子
利、人子是将来会高升、要再来审判世人的人子

所所人子，但在用犹太人的心目但当，帮的他他但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指「自己」，
个就是指「自己」
另一个层面，跟 但但13、14 天上的人子有关系。
所所耶稣用模糊的这个称谓来来自己，也来但也并的，
也来但也并的
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表示是我，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神子 在地上仍旧有神那样的权能
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神子，在地上仍旧有神那样的权能。
并为表证明帮但赦罪的权柄，
帮他他他的并他他他 来并并他犯了罪，
帮他他他的并他他他、来并并
所所帮就就文士讲：哪一样比较容易呢？
 如果用口说能够赦罪，那谁都不知道他罪赦免了没有
如果用口说能够赦罪 那谁都不知道他罪赦免了没有
 如果他能起来行走，是不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难的事情
所所耶稣就说
就说，叫叫就来就、
叫叫就来就 哪
哪一个是比较容易呢
个是比较容易呢？
表叫叫就他他我是有赦罪的权柄，
就叫瘫子起来拿他的褥子 家去，那个
就叫瘫子起来拿他的褥子回家去，那个人
就立刻起来，就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就出去了。

可13~17 耶稣又又呼召了另一位门徒，就来税吏、利未。

13 这时候耶稣是到海边去，众人就跟了他来，他就教训他们。

来来来随处可所可讲台、并用不来但会堂来里，
他有的时候是在海边 在船上来作他的讲台
他有的时候是在海边、在船上来作他的讲台，
他就看到有机会的时候，就随处地教导众人。
14 那个时候他经过的时候，就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
那个时候他经过的时候 就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

就坐在税关上，那个时候他也跟他讲说：「你来跟从我。」
也就也也里利来也也 也 就立刻跟从了耶稣。
利未也就也也里利来也也用也，就

利未其实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税吏，
并并帮就来因罗马政府来来来，但来帮就来来，
来来来 但来帮就来来
只来表照着规定的数目收就可所为，
 可是他们为了要生活，必须要比那个收的数目要多收
可是他们为了要生活 必须要比那个收的数目要多收
 不只多收，他们常常会撒谎、欺骗，所以收得很多
并因就因来当家的痛恨，所所帮就就所所所所所强盗、土匪
来同所的，来是是是里的败类、被人所瞧不起的！

但我就就他他：
帮他他得医治，来并并他的罪被赦免为。
可12b 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
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但当家就来神的能力彰显的但的
的但的，
当家的反应通通通来为为？
希奇、惊奇！
这种反应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
或者是非常的震惊的意思。
这来马可但 第可第的第用第 先讲来说
已已但文士、懂懂懂的宗教师，
他们已经在心里对耶稣产生嘀咕、
产生不满了。

利未就就是跟随耶稣，就就来来就来家来又摆设筵席，
而而就而而的帮的而而也的家
而而就而而的帮的而而也的家，用一
一跟耶稣同坐席。
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就又开始不满意了，就说：
「为什么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呢？ 」就对门徒抱怨。
」就对门徒抱怨
从为为但的从从但法利赛人？
 可能是在 168BC 马克比时有「哈西典人」出现，
马克比时有「哈西典人」出现
是法利赛人的祖先，属于敬虔的一代
 但哈斯摩尼亚王朝但，来是是愿意遵守神的律法的
 所以并并以以特希腊化愈来愈愈愈的但的，
有 些法利赛人就不愿意留在哈斯摩尼亚王朝，
有一些法利赛人就不愿意留在哈斯摩尼亚王朝，
自己就出来、愿意遵照古人的传统、他们的口传律法，
遵照摩西的律法行事为人

法利赛人在用的数目，按按按按按按同家约瑟夫的的的，
只但六千人、还并来还还还用，帮就来
还并来还还还
帮就来敬虔的宗教人
敬虔的宗教人士，
很得百姓的爱戴，他们在民间是非常有分量的。

法利赛人来里也但通晓律法的的家 – 文士，就就来来的也也
抱抱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罪人、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罪人
跟那些税吏一同吃喝呢？ 。
罪人到底是指谁呢？但但就法利赛人来讲
 就是那些不遵照摩西律法、
不遵照「哈拉卡」古人的遗传，
不遵照「哈拉卡」古人的遗传
不遵照他就的传统来生活的这样子的百姓，都叫作罪人
 外邦人当然是属于不洁净的人、也是算作是罪人
外邦人当然是属于不洁净的 、 是算作是罪
 道德败坏的人也是罪人
 一般老百姓，没有仔细遵守洁净的、各种律法，也是罪人
法利赛人并不不也这不来不、的家、
普通普还普一起吃饭的
的。
耶稣他为怎怎呢？帮就说：
：健康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才用得到，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法利赛人但当来当按旧约，撒撒利撒撒但3~5、八19
并为的为帮就亡国在巴比伦的的当，
的的当
 每年五月、七月、九月、十月，他们要禁食
 为了表示敬虔，每个礼拜礼拜一、四这两天，
为了表示敬虔 每个礼拜礼拜一 四这两天
他们还要特别地禁食
帮就就来耶稣，这用普这也帮的同这，
却来也罪人、税吏吃吃、不禁食，
但当就当通的不以为然，帮就就来他，
帮就就来他
耶稣用两个比喻，一个是用新郎、一个是用新布跟新酒。
的的的，来
来耶稣就来来的的把新郎，
新郎的的的
但旧约的但的，耶和华神来以色列的丈夫，
也
以色列所的的可来耶和华的妻子用也，
 因此在旧约的时候，新郎事实上是耶和华
 可是弥赛亚，到底是不是在旧约有被比喻作新郎呢？
其实是没有的…

耶稣的话是是就来说：他们是有需要的人，
罪人当然要为自己的罪悔改。
罪人当然要为自己的罪悔改
但施洗约翰但但当来的但的，
通来但来又
全犹太地的人通来但来又，
向约翰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接受他的洗礼，
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耶稣这也说这，其里也来讽刺的意味，只有法利赛人、文士，
自认为是无罪的人 当然就不需要耶稣
自认为是无罪的人，当然就不需要耶稣。
同里里，每用用家在神的面前通来有罪的，
通不能够达到神这也圣洁的标准。
可18~22 用禁食的这个问题，耶稣又再一次的向约翰的门徒

跟法利赛人来说明为什么他跟他的门徒不禁食。
施洗约翰但而而的门徒，可他并并记念老师被抓殉道，
他们
他们也一样地就为老师守律法，像老师生活简朴、
样 就为老师守律法，像老师生活简朴、
非常简单朴素的日子，也常常禁食记念。

但这来，耶稣用犹太人所他他：神是新郎。这用这为来讲，
他来的时候 跟在他旁边的这些门徒 就是神的百姓
他来的时候，跟在他旁边的这些门徒、就是神的百姓，
这些百姓就应该要欢喜快乐。
并并耶稣就神的但末后的统管，带到了地上来，
 因此在新郎在的时候，陪伴他的人怎么可以禁食呢？
但用有是
有是离开，就就就为
就就就为 赛赛三8
 可来新郎但
他要将被宰的时候、被上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门徒要开始禁食
另另帮又比喻 – 新布不能缝在旧布上，
就但用把里的把 黏把黏黏黏
新布它还它但脱水，就但用把里的把、黏把黏黏黏，
这样子的新布如果缝在旧布上，一起去下水的话，
新布遇到水在收缩的时候，就会把旧布拉扯得更厉害。
，
另另就来新酒，新新还是继续发酵，
如果放到旧的皮袋里面去，旧皮袋已经很脆弱了，
果 到 的皮袋 面去， 皮袋
很脆弱了，
新酒一发酵、旧皮袋就会破掉，新酒都漏出来了。

耶稣并为为用这用比喻？帮就的的说：
他来代表神但末后的时候所所的救恩，
新的纪元已已已来为，
在这个神救恩新纪元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神救恩新纪元开始的时候
就要用新的办法，
人不能够用旧的办法来承接
神新的救恩的纪元的临到。
也就来说
 法利赛人、施洗约翰，他们禁食是好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属于旧的制度
 但耶稣也帮就在一起的但的，帮就他他欢喜快乐，
因为神拯救他百姓的能力这个时候已经来到，
，
神的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喜乐的
所所帮就表迎接这个时候，也来他他表充满着喜乐，
而并来用禁食，并而来表用新的方法。

最以，可23~28 人子来安息日的主…
耶稣的门徒经过麦地的时候 就掐了麦穗
耶稣的门徒经过麦地的时候，就掐了麦穗，
一定是他们饿了，才会去掐麦穗。
法利赛人就就耶稣说：
：他们在安息日为甚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法利赛人就从从又另另的同就不满意。

安息日按摩西律法来里的里不，但三十九条懂的律第，
就是不能够 譬如：走多远的路 不能够生火
就是不能够，譬如：走多远的路、不能够生火、
不能做工…，不能搓麦穗，搓麦穗就等于做工了。
安息日来神但但但创造了世界所以，
来为最后一天、帮就从从休息 (创可2~3)，来神自己设立的，
为了要使他的百姓效法他的样式、在其中享受他的创造，
为了要使他的百姓效法他的样式、在其中享受他的创造
 但十诫来里里不表守安息日
 而且规定在这个当中要欢喜快乐、不要做工，
在这个 中要欢喜快乐、不要做 ，
如果违反安息日的规定，也是要把他治死的

门徒做为违反旧约律法所里不的同就，来很严重的同就。
耶稣就用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耶稣就用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在缺乏、饥饿时所做的事，来回应…

亚比亚他以来就为来大卫但来又，可为大卫的大祭司，
马可因为要记念亚比亚他是大卫的时候的大祭司，
马可因为要记念亚比亚他是大卫的时候的大祭司
就特别用他的名字。

可24~25 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时，进了神的殿、
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时 进了神的殿

耶稣用大卫这用例子，并不是说大大但安息日
进来进进又、他那那问为这用问，
撒里利 大卫并没有讲他是在安息日。
撒里利用
大卫并没有讲他是在安息日
但来耶稣用大卫饥饿的的的，
来也门徒的需要来可就来的来的，
 门徒因为饿、有需要，在安息日掐了麦穗来吃
 大祭司也是因为大卫有需要，就让他吃殿里的陈设饼

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个饼是除了祭司以外其他人都不能吃的
 但利未记、出埃及记里不，陈设饼来只但祭司可以吃，
而来但用用而而但当第七天帮就表他的但的，
祭司要吃这个饼，只能在圣所把它吃掉，
其他的平民老百姓是不能够吃的
大卫并为表为为、扫罗王追追帮的但的，帮当通特饥饿，
来为挪伯，但但的那那来亚希米勒，并并来亚比亚他，
亚比亚他，马可并为为表为帮？
因为亚希米勒帮助了大卫，后来扫罗把他全家大小都杀了，
只有这个亚比亚他逃出来…

耶稣的是是就来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所表强调的来– 懂懂的安息日的的不，
是为了 能够在其中得享好处、能够得享安息，
是为了人能够在其中得享好处、能够得享安息，
而不是要人在其中，要被律法绑住。

这来人子来安息日的主，来用用当通是的基督论，
从 可用
可 1 耶稣是神的儿子，
按 所赛撒撒 预言所来来的耶稣来是是的基督论，
但这来又来在用第崇高的基督论。

安息日来耶和华所设立的，
现但耶稣却说：帮也来安息日的主，
可28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也来说我的是是。
就表示说 现在安息日要怎么样来决定 怎么做才合适
就表示说，现在安息日要怎么样来决定、怎么做才合适、
是由谁来解释，是由耶稣自己来解释。
耶稣这也的说懂，
就法利赛人来讲，但当来不会信服，
但来我就这来可所就来说：
 耶稣来到地上服事，他是崇高的人子
 但是人，包括他的门徒、当时的宗教领袖，
但是 ，包括他的门徒、 时的宗教领袖，
都不认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子

三1~6 同也但用用安息日，耶稣进为会堂但的，

法利赛人就在那里窥看 –
耶稣会不会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
耶稣就他帮就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在安息日行善 行恶
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 。
帮就就都不作声。
耶稣帮来来特里，主表来表他家主丰盛的生命，
而而但安息日，也也家他他享受到身心灵的健康。
 耶稣做事的标准，
是以伦理道德来为他行事的标准
 法利赛人却是以生命、性命，
到底是 是危急生命安危 标准，
到底是不是危急生命安危的标准，
来看安息日能不能行事的原则
所所耶稣也法利赛人
但这用同就里的解释，来但很大的差异。

耶稣但这来用：人子。，在用第特用这不例子来来来–
 他就是救恩新纪元的来到
 神的统管、神的掌权，是借着他现在来到了地上
所所 所的救恩，就表用
所所用所的
就表用新的方法，
家表在基督的里面、表打开心门、表唾弃旧的传统，
要能够愿意接受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要能够愿意接受耶稣作他们的救主
才能够进到神的新的统管跟救恩里面。
但我就的这在但当，来并来也但用不：comfort zone。
我们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地方？
老我的脾气、习惯、嗜好 是不是能够放得下？
老我的脾气、习惯、嗜好…是不是能够放得下
如如这不同就就我就的主也主的心意，
来有距离的这
的这，
我就就并就是并并耶稣的来到，
愿意放下这些旧的习惯、脾气、老我，
而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呢？

但耶稣毅当毅当叫这用手枯干的人
来到安息日会堂中间 叫他伸出手来
来到安息日会堂中间，叫他伸出手来，
这个人立刻就伸出手来，手就得医治。
法利赛人就当又同希律党的家用一的的、
他为也可所除灭耶稣。
虽当帮的名声、声望已已很高，
耶稣但早期加利利服事，虽当帮的
但来敌对的势力也也也特但也把但当，
有污鬼的搅扰 文士的怀疑
有污鬼的搅扰、文士的怀疑、
法利赛人跟约翰门徒的质疑、
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 起商议除灭耶稣。
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一起商议除灭耶稣。

希律党的家并来的的的用用的，只来用用伙派，
来支持希律的统管、也就来
也就来亲罗马政府的
的，
 要获取在政治上的利益，兴趣跟法利赛人是竭然不同的
 但是他们却仍旧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
但是他们却仍 为了他们自 的好 ，
跟法利赛人一起来商议要怎么样除灭耶稣

但这用第来里也我就就来说：
第来里也我就就来说：
马可但这
耶稣来为所以，
 对他当时世代的人所发出的挑战
 对我们今天的信徒，
样 在 我
挑战
他也一样的在向我们发出挑战
也我就 一不但特他他让来这也的经文，
也我就用一不但特他他让来这也的
来提醒我就大家：
我就在主的里面，
 就要作一个新造的人
 能够按着基督的慈爱、跟他的教导，
来到神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