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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 耶稣已已已已已十二个门徒，

要他们常常跟他同在，并且赐他们权柄、能够制伏污鬼
 现在耶稣真的就开始差派这十二个学生，要他们出去传福音
但但耶稣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但两个两个的差派
两 两 的差派在在在在，
为什么要两个、两个呢？
申申申6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治死；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
不可凭 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


传传9~10 两个人工作的果效，
暂停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能够彼此互相的帮补，而且两个人
能够彼此
相的帮补，
个人
共同劳碌得来的结果更为美好。
两个人彼此可以帮助、可以代祷，这样的果效就会更美好
 这可能是耶稣为什么要差派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出去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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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耶稣更更差派七十个人在在，
也但两个人两个人在在。
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也赐给在在权柄，
「赐给」在原文是 个不完成式
「赐给」在原文是一个不完成式，
持续地赐给他们权能，让他们能够制伏污鬼
 并并并并在在：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袋里面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
为为为不能带食物呢？
食物原来的意思是面包，不能带干粮
 口袋在的的的但背包，就是能够装
就是能够装一些衣服
些衣服、
或是装一些补给品的背包
 不能带腰袋，可以当作钱囊里面装铜板
 要走很长久的路，所以叫他们要穿鞋子
为为为呢 的但就在在
为为为呢？的但就在在
完全仰赖供应他们的主，来供应他们。


耶稣也也在在也已任何人的家、的就住在那里，
的的意：一到一个人家家里，
到 个人家家里
不管那个人家是穷的、或是富有的，
就不要再换 不要比较 免得人家尴尬
就不要再换、不要比较，免得人家尴尬。
至至至在至至在至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如果不听你 离开的时候
他们如果不听你，离开的时候
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这这但更旧约的历史背景，
犹太人在在在巴勒斯坦、也已外邦之地，
当要再回到巴勒斯坦时，在进入巴勒斯坦地以前，
把衣服上的灰尘、把脚上鞋子上的灰尘，都要抖掉，
因为在在因为外
都但不洁净在
在，
外邦地的尘土
的
在在不要把外邦地的尘土带回巴勒斯坦，
而污染了自自本国土地的圣洁，
意思就是说：他们跟外邦人是没有关系了。

耶稣在这这教导门徒：当他们所传的福音别人不接受时，
也要在那些不接受的人面前 就是把脚上的尘土抖掉
也要在那些不接受的人面前、就是把脚上的尘土抖掉。
尘土抖掉在的的的更的至的：
 我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
我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
跟你们的罪是没有关系
 把他们当作外邦人
把他们当作外邦人一样
样，
就是警告他们要赶快的悔改
可11b对他们作见证。
对他们作见证 更可至的在有有：

1. 这些人不采纳、不接受神带来的福音
2 他们对所传的福音不接受，因此就见证他们自己的罪
2.
3. 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对他们作不利的见证

所所门徒的就就耶稣的吩附的在在
的在在，传道、叫
叫人悔改
悔改。
作作作作在在传什么样的道呢？
是悔改的道，叫人要认识自己的罪、要悔改，
跟施洗约翰传的福音– 叫他们悔改的道，但相平行的。

当门徒们在在传福音，回出回耶稣报报…
可30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
在在在回出向耶稣禀报之前，
作者在这在当在 可14~29 的就就已
三明治中间的一个段落的架构，分分两个小段：
 14~16 希律王听到耶稣的门徒出去传悔改的道，
他的回应是什么
 17~29 有关于施洗约翰遇害的原因、经过
作作在作就在这 作但为什么呢？
作作在作就在这作作但
 因为门徒在被耶稣差派出去传道的地点
就是希律安提帕所管的加利利地区
 作者就介绍一下这个地区是谁管的呢？
是希律安提帕，
他对耶稣的服事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又赶出许多的鬼，门徒在出出出但延续耶稣的服事，
耶稣 出来服事的时候就跟鬼就有争战
耶稣一出来服事的时候就跟鬼就有争战，
所以他们也是一样、跟鬼有争战，
靠就耶稣所赐下的权能赶在已赶赶在赶。
又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治在在，
这个医病用油 没有讲用祷告 为什么？
这个医病用油，没有讲用祷告，为什么
因为「用油」elaion，的但就橄榄油，
橄榄油在旧约里面可以作食物 作医药 作圣膏 圣香
橄榄油在旧约里面可以作食物、作医药、作圣膏、圣香，
或是在祭祀的时候所要用的油都是用橄榄油。
在这这，就橄榄油出来在有需要的病人身身，
的就就意：这不是透过门徒自己的能力，
而是透过上帝的能力 这就好像在
而是透过上帝的能力，这就好像在
雅雅14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 的名用油抹他。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这这这的但这至见证医病得好但是是神的能力。

可14a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

这在希律的但希律安提帕，
 他是大希律死了以后，一起来分
大希律统管的土地的
四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
在他在的但加利利跟比利亚
 希律王听到的，不是十二个门徒的名声，
门徒所传的福音是有关于耶稣的福音、
是有关于悔改的福音、是延续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名气因为因因在在传因因在成功，的更加地大了。
可16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

后出又后在后已
希律因为把施洗约翰入了监狱，后出又后在后已，
就认为是施洗约翰死了以后，
复活的能力进入了耶稣的身体，
所所耶稣更这为赶神迹奇事在的的。

当在在至在希腊罗马世世，因为有名的人死于暴力在的，
那他死后会回来找杀死他的人算账，
所所更死后复活在这的的的，
 罗马皇帝尼禄有死而复活的传说
 希律王把义人约翰杀了，所以有人认为
耶稣的能力就是义人施洗约翰他复活了，
耶稣的能力就是义人施洗约翰他复活了
他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


另另更至意但以利亚，
玛可1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玛传5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所所更至因为耶稣
稣但以利亚
利


又更至意但先知中的一位，
太申可 有人说是专门传叫犹太人悔改的先知，好像耶利米，
马可福音并并更并但哪一位，只但意只只在在作只

他晓得约翰是一个公正、道德没有缺点的人，
所以不敢随便就把他给杀了。
所以不敢随便就把他给杀了
这在这这，跟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并的但不作这在：
希律是为了政治上的安定 太多百姓喜欢听
希律是为了政治上的安定，太多百姓喜欢听
施洗约翰的传道，怕大部份的百姓听施洗约翰讲的，
的就因为他娶希罗底是不对的，造造已造为造？
造造已造为造？
所所先下手为强，
的把施洗约翰先抓起来、关在关这。
关在关这
可21~22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

可17~29 施洗约翰到底为什么，希律王把他给斩了呢？

因为希律为已在为为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在的的，
在的的
的把约翰抓到监里去，为为为呢？
希罗底 是希律安提帕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
希罗底，是希律安提帕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
腓力还活的时候，希罗底就爱上了希律安提帕，
就自己提出离婚 这是跟犹太人传统不相合的
就自己提出离婚，这是跟犹太人传统不相合的…

犹太人离婚只的只只男方提出、女方不的不在，
但是希罗底提出来离婚 嫁给了希律安提帕
但是希罗底提出来离婚、嫁给了希律安提帕，
所以是犯了奸淫罪。
施洗约翰因为希律安提帕跟希罗底都不都，
的就就批评他，所所希罗底非就怀恨施洗约翰，
希律的为已希罗底在的的，的把约翰抓出…
可19~20 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
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
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

跳跳已所后、希律安提帕酒酒，的意：
「我国的一半给妳我都愿意，妳提什么要求我都给妳。
我国的 半给妳我都愿意 妳提什么要求我都给妳 」
这个女孩就出去跟她母亲讲，问她母亲到底要什么？
她母亲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 女孩就急忙进去 就要求
她母亲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女孩就急忙进去、就要求…
这在在在王就非常的忧愁，
因在因在因、酒酒所后
因在因在因
酒酒所后胡乱的言语，
又因在又至的又已已许了誓约，不不不不，
他就只好就为了自 的颜面、利益、好处，
他就只好就为了自己的颜面、利益、好处，
就叫了一个护卫兵到监狱里面、把约翰的头砍了…

更作有有就出已，如如就
更
有有就出已 如如就语文的文脉出来
出来，
但谁的机会出已？当当但希罗底的机会出已…

当当当传也使徒在的的这
在的的这，所后把这作以在出以出报以
所后把这 以在出以出报以耶稣，
耶耶的也在在暗暗地到旷野的地方去。

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
希
摆设筵席，请了大
夫 ，
并加利利作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

在这这可所来也： 在义人因为传悔改的道、传神的道，
在这这可所来也：作在
与跟统管地方的政治领袖在利益不合在在在，的遭受杀害，
这 是马可要提 来的， 是耶稣的门徒、耶稣，
这也是马可要提出来的，也是耶稣的门徒、耶稣，
他们以后传福音所要面临的困境。

不不不但希罗底跟希律安提帕在的的，
跟但希罗底跟第一个先生腓力在的的，也作撒罗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