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分

马可福音

第五课…

可可7~33

可7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跟随」Akoloutheo 是是是单数的动词，
8 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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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
「来到」是是是多数的动词 el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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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作作作作加利利来的这这这，
是属于耶稣早期服事的跟随者把他们放在一伙
 作其他地方，像是犹太、耶路撒冷、从以色列的南部来的人，
以及以土买，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南地的地方，
在
和约但河外，也就是庇哩亚这个地方的人，
沿沿
和推罗 西顿 是是加利利湖以北靠靠地中海沿沿，
和推罗、西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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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9~12这这这的耶稣就退到海边，

因为有许多人要来摸他、想拥挤他、污鬼也要曝露他的身分，
因为有许多人要来摸他
想拥挤他 污鬼也要曝露他的身分
所以耶稣就一再地严严地嘱咐他们 – 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是这在的在在在在 可13 上了山。
是这在的在在在在，
山是以色列、是旧约里里，山已已是神给人启示的地方…
 在何烈山上，神向摩西显示、启示他自己，
在何烈山上 神向摩西显示 启示他自己
也启示神对以色列的计画
 出出出3~6
3 6 神神神以色列人，
在西乃山告诉他们：他们要成为
神在地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
 出出出12~18 神神神神摩西，
在西乃山向以色列 颁布律法
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
现是耶稣也上了山，是是是是山是？我我我我我我，
但是这个山可能就是耶稣跟门徒常常去的地方，
喜欢在那里安静自己、灵修、寻求神的旨意。

以以区别，表以
表以耶稣的名气已已已已已已已。
已已已已已已已

可13a 他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是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
耶稣是整夜的祷告，然后他随自己的意思，
就表以就 – 他有拣选的主权。
就就就就这的神，他他自己的主权，
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拣选亚伯拉罕一样
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拣选亚伯拉罕
样。
「叫人来」proskaleo 就是叫、吩咐，
叫 来，使他们到他那 。
叫人来，使他们到他那里。
可14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

「设立」poieo，
在 创是1 神创造天地，也是用了 poieo，
设
，
而且他设立了光、也造了人，
「造」这是这这，跟这里「设立」门门的这是这这，
是完全同一个动词 poieo。
这个时候耶稣他「设立」了这十二个人。

十二 dodeka 这是这，是是是是他代表性的意义…
 旧约以色列他十二个支派，
是代表承继以色列旧约十二个支派的延续，
并且也象征着新以色列的成立
 十二，是在总体这个数目字上、显示它的重要性
在马可福音会出现几次叫十二个人
太出2a 出十十门的名，耶稣设设这十二个人，

他就叫他们为使徒。
可14马可我没有讲讲他我讲使徒，要要
六30a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这十二个人事事事就是使徒了。
的，
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基督委派的
而且是基督委派他去传福音
并 他应该见过复活的
并且他应该见过复活的主
并且有神迹奇事常常随着他们的

耶稣是拣选他自自学生的这这，
 不是要他们只是来跟他有知识上、头脑上知识的传递
不是要他们只是来跟他有知识上 头脑上知识的传递
 耶稣的学生不只要跟耶稣学属灵的真理，
还要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生命的委身 是一生之久的委身
还要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委身，是一生之久的委身
 耶稣所拣选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耶稣的水准、
超过耶稣的标准 乃是一生之久的学习
超过耶稣的标准，乃是
生之久的学习
就这这拉比的学生自跟去拉比，
 是他我自己的选择，我就耶稣是自己的主权他选择学生
 是是神妥拉律法的解释
拜哪
 是学学是是某
某一个时间
个时间、时段，拜
哪一个拉比
个拉比讲为
 是在在他认真、资质好的的，他可他
会超过老师的学问
超超超为的成就
过老师 学 、超超超为的
所以耶稣他当他他的学生要跟自己的同在，
是要他们不仅参与属灵真 的学习，
是要他们不仅参与属灵真理的学习，
而且要跟他有真正生命上的关系，并且要参与他的工作。

这十二个人的名单，还他还还是还还可是已还，
马太福音 第出第、路加福音 六14~16
14 16、使徒行传 是13。

十二，是是是以色列旧约的十二个支派，
它是作为见证用的。
因因就犹大出卖耶稣、自自出自自自、
的这这
少了 个人的这这，
少了一个人
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他们到初期的教会
就切切地祷告 必须要补足这十二个人
就切切地祷告，必须要补足这十二个人，
要选出另外一个人来，来补足这背叛的犹大。
那这十二个人，
耶稣就当当当他我的这这，是他是是目的是？
是要他们常常跟自己同在 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是要他们常常跟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设设这出十是这，耶耶第一个目的 –
就是要跟自己同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跟自己同在，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他自己有生命的关系。

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就就他我自传道、而而给他们权柄赶鬼。
首首就要去传道，耶稣出在的目的：
是38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耶耶传道的目的就是是是？出在传福音就是要讲了传道，
这是传道要到到是是
要到到是是「道」是？
是14~15 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这个福音就是指谁呢？指神的统管
 神的国借着谁近了呢？耶稣的来到就近了
是1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所他耶耶所做的事情、讲论、耶耶本身，要他们去传的。

也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出来第一件事情在会堂发生的，
就是跟污鬼的势力产生了冲突。所以耶稣第一件的服事，
是马可福音就就就是跟黑暗的势力产学了产里的敌挡。

以以我我以以要，
我不已污鬼在来曝露耶稣的身分，
可11 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
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耶耶就不让牠们说话，
因为曝露他的时间还没有来到，
所以他不要太早显露他的身分。
他神他门徒他胜过黑暗势力的权柄，
就他他我他就他治服污鬼的权势，
因为门徒是延续耶稣的服事，
样
势
一样会跟黑暗的势力产生敌挡

这是「同在」，是是出去做工作之先，
 主耶耶就主他的是学出去做工作，
必须要在他们工作以前，
先要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我我我我信主的人出自服事以以，
应应跟我我的主耶稣首要他密室的关系，
要有真正生命实质上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才能够从上面有力量给我们，
我 才能够真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出去做主的工作
去做
作

做主的工作的人，作这里以在：
不只要跟主耶稣常常有亲密的关系，
而且必须要受主的差派、受主的委任，
他主的差派、他主的
他
他
委任，
我我我他就出自为主做美好的工作。

耶稣当他这十二个人他两个目的，
就是要跟他常常同在，
不只常跟他同在，还要去做工作、参与他的工作。

可16~19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安得烈、

 是16~20 他先拣选了两对兄弟

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达太，
腓力
巴多罗买 马太 多马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达太
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是另外
的名的就的，排列顺序都他
都他是都的都这，
都的都这
另外三处
处的名的就的
他这这名字事神他是都的都这，但是这都都不是最重要的，
这十二个人最主要的是一个集合体、一个整体性的。

第 第 他拣选了另外一位税吏利未
 第十第
他拣选了另外 位税吏利未

其的可19 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加略，
加略，很可能是在摩押地的加略。
在摩
出十是是学就的，有一位我是在自加利利的，
 他是来自于外地的这位学生犹大
 不是每一个人都对他忠心到底的，竟然一个是背叛他的人
所以所所耶稣是一一首设立这十二个人，
 他们本来是要跟耶稣常常在一起、并且要为他去做工作
 可是这十二个人里面，
现在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将来也不一定会持续到底

现在他又多加了七位学生
是一十二个人，
神就是就，耶稣是服事的这这
他也不是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
他也不是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
他也是参加一个小组的方式、
个团体的方式。
一个团体的方式。


所以是我我神我我服事主的人，
神是是是
神是
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也不能够单打独斗、
我
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
需 弟 姊妹 扶持、
需要教会的代祷，
所以我我我他就出去为主做工作。

再是再在在，马可就就是是三明治架构的还方，
来说出谁是真正属于耶稣的人。
来说出谁是真正属于耶稣的人
三明治的架构是马可福音是一他八次的这在的的的的，
这是第是这的出现。(可20~35)
20 35)
是是讲三明治架构？
是在在在是是
是在在在
是神学主题，
 神学主题是放在这个段落的中间，
就切断了三明治的头跟尾的事情的叙述
 放在中间的这段事情的神学主题，
可以说是三明治架构中间的中心神学主题

三明治这在的架构，
可以作神学主题更更已突显出来，
让它头尾的叙述、跟中间段落，
神是主神
可以彼此互相地辉映，
可
彼
相 辉映，
而十而这是神学主题更更已我我。
在在

在在

可21 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直直就是
耶稣的亲属是在在是讲作 oipar\‘autou
i \‘ t ，直直就是
属于他的人、从他来的人，所以他都的是作就所讲就：
 耶稣的亲属最好把它翻成
附属于他的、或支持他的、跟耶稣有关系的人，
不一定是耶稣的亲属
不
定是耶稣的亲属，为了不要把耶稣的亲属抹黑
为了不要把耶稣的亲属抹黑
 而且因为耶稣的亲属下文说：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这个他们如果是指亲属， 有抹黑耶稣亲属的嫌疑，
这个他们如果是指亲属，也有抹黑耶稣亲属的嫌疑，
所以他我作 elegon，解解解讲中性的「有人说」
可31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这里 oipar\‘autou，指的是耶稣的亲属、从他家乡来的人。
这是这这在这 可以他被鬼附的的的
的的的，
癫狂 existemi，这是这这在这，可以他
他的家人因为要保护耶稣的健康，或者是认为耶稣在之前
为了妥拉的解释，跟法利赛 的哈拉卡有了冲突，
为了妥拉的解释，跟法利赛人的哈拉卡有了冲突，
想要阻止他在神里面的工作，他们就来阻止他。

这是三明治架构的头，是是 可20~21…
可20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进了 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这是屋子是可他就是是 第十第 或 第是第 里里，
耶稣在迦百农进了彼得和安得烈的屋子 他们的家
耶稣在迦百农进了彼得和安得烈的屋子、他们的家
 耶耶耶了耶的以以，众人又聚集，
第是第
第当耶稣进入彼得跟安得烈家，
在第
当耶稣进入彼得跟安得烈家
他们家的门前到晚上，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那里
要第
第十第
第 是一一，耶耶神是
一一 耶耶神是进了那个屋子，
很多人都聚集在那里，使得瘫子的朋友
都没有办法从前门进入，必须要从屋顶把他缒下去。

耶稣进了屋子、那众人又聚集了，
表以可他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屋子，
众这都众众他要了这是已还，
耶稣忙到连甚至吃饭的工夫都顾不得吃了，
表以耶稣是最基本的需要还里都方方了。

可31~35 耶稣的母亲跟家人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耶稣。

与 可20~21
马可就马马了这 马中间的叙述…
20 21 中间，马可就马马了这是马
中间的叙述
可22~30 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也就是律法师，

他们就说：他是被别西卜所附着的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他们就说：他是被别西卜所附着的、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赶鬼的的作，他我所讲是从撒但来的力量，
所以就就：他是被别西卜附着、以是
以是靠着鬼王赶鬼。
别西卜 Beelzeboul 这是在在
是旧约里里最相近的就是是
列列列在是3 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
 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苍蝇之主
 跟希伯来文的另一个字 ba`alzubub 相近，就是高处之主，
是希
神就这的这这、罗马这在讲，
罗马这在讲
希腊文神就这的这这
就是就就巴力这是神这
是是还是神这的，
巴力是是还是神这的
对耶和华神敌挡得最厉害的一个神祉就是巴力。

这些从圣城来的律法师，就把耶稣赶鬼的能力，去跟撒但的
统管者 撒但给它相连在 起 而且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统管者、撒但给它相连在一起，而且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就就比喻在神他我就：撒但怎是他就赶出撒但是？
他就国跟家跟壮士在来来，国跟国
在来来 国跟国自己不能内斗，
内斗的话，就必定国跟家就站不住，
把壮士比喻成撒但 就是鬼王
把壮士比喻成撒但、就是鬼王，
耶稣是从神来的能力，必要从神来的能力，
把这个壮士的能力捆绑住，
他我他就作撒但作被掳的人身上赶除。
可28 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
切的罪和 切亵渎的话都可得

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耶耶第是这
耶耶第
这很实在的、就是
就是很严肃地，神的地位在来来他我就
在来来他我就：
一切的罪都会得赦免，可是把耶稣的工作认为是从撒但来的，
这个就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罪就永远不得赦免。
那是的就是指神他我就：他的的作是被污鬼附着的。

33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35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

耶稣我我是神他的母亲没有礼貌，耶耶已已尊重他的他他，
 在他上十字架以前，他就把他的母亲
在
前
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来照顾
 这里耶稣也是为了爱他的母亲、爱他的家人，
这里耶稣也是为了爱他的母亲 爱他的家人
甚至爱这些悖逆的法利赛人、宗教律法师
讲了再是这已为为他我，
讲了再
这已为为他我
什么样的人才是属神家中的人呢？是要遵行父旨意的人，
我是耶耶的弟兄跟家人。
遵行神旨意的人，我是耶耶的
耶稣的家人他的是有里：
 一个是耶稣肉身的家人
 一个是耶稣属灵的家人
他的这这属灵家人的的要的
的的要的，
比肉身家人的的要的还要重要！

可31~35 作者就继续是可20~21 被打断的话语…

21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就是耶耶的亲属，来要掌控耶稣。
31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当下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 站在外边 打发人去叫他
32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
在在是 oii periauton
跟耶稣的亲属是已已的对称，
周围坐着，在在是
i t ，跟
耶耶的亲属讲 oi par\‘autou，作作要在对应耶稣的亲属。
32 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 」

外边，31~35 就出现了两次。
33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34 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
「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是这里他出现的这，是是是看哪、看哪，
这的是都是要提醒众人的注意，
就是他下面讲的话是很重要的…

我我神我我在讲神是是在，
属灵家人的的要的他的这这已超肉身家人的的要的 –
肉身家人他的这这不明白神的旨意、就就耶耶的国这是在，
他们要出来拦阻神在耶稣身上的计画，
他们要出来拦阻神在耶稣身上的计画
他们认为耶稣是发狂了、心智不完整了，
他忙乱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到处地奔波，
他忙乱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到处地奔波
所以他我就要在掌控他、作他把把自、拦阻他的圣工。
但是耶稣却就：要是凡遵行父神旨意的人，
父神旨意现在已经透过耶稣来到地上，
不是遵行法利赛人哈拉卡的解释，
而是要遵照耶稣的指示。

耶稣所讲安息日的标准是怎是在是？
 是为了要使人得更丰盛的生命，
使 在身 灵方面都得到最高的满足、最高的 分
使人在身心灵方面都得到最高的满足、最高的福分
 跟法利赛人按按字面的解释，是是是我是的

这神就是是 马太马马第马第要第马第
所为要的
登山宝训所为要的，
更是内在化律法的属灵的意义、更深的意义。
神就是就：耶稣来，
 他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他不是要废去律法
 所以来遵行耶稣话的人，才算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来遵行耶稣话的人 才算是神家里的人
罗罗29 神所预定的人，必定会效法他的长子，

然后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
然后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
所以耶稣是我我神国的的长子，
其他人透过耶稣
才能成为神的属灵的家人，
这在的的内外之分。
在神国的人，是我是在耶稣周围坐的人，
他我都是讲了渴慕耶稣的话、来要
来要跟随耶稣，
他们都是属于耶稣的真正的家人呢？

但是我我众众，
 现在在耶稣周围的人、是耶稣的家人，
现在在耶稣周围的人 是耶稣的家人
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跟随耶稣到底的人
 现在被认为是神国之外的耶稣的家人、宗教律法师，
现在被认为是神国之外的耶稣的家人 宗教律法师
也不一定最后就是在神国之外的人
耶耶的弟兄、母亲，
以在都是耶稣复活以后都悔改，
都解讲神家中的人。
现是不一定是耶耶在在在神的这，
譬如： 漏的妇人、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譬如：血漏的妇人、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以后的百夫长、十字架上钉耶稣的百夫长，
他我是可他都是神国之内的人。
是神国之内的人，是是产要他就相信耶稣
神
来
神
赎 ，
就是神差派来的大能的神子、是我们的救赎主，
要照着他的教导吩咐的人，才是神家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