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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他坐船，暗暗暗暗旷野暗地出。
可31~44 记记记喂饱五千人之神迹，
是因为耶稣带门徒要到旷野的地方去，
结果是不能如愿 他们不能够休息
结果是不能如愿、他们不能够休息。
33~34 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

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
就从各城步行
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
比他们先赶到了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他他因因他他之劳累他拒绝他们，
怜悯他来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 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来是在上执政掌权者，
因记为为、他他没没，因因他因因因因
因记为为
他他没没 因因他因因因因很可怜 –
百姓们想要得到好处、得到温饱、
得到一些生活上最起码的供应…，
都都都记问题，在这在在在在之在在没有公义可讲。

可可31~七23

在耶稣差差门徒出出传福音以以回来，
知知施洗约翰已经遇害，
他们就不愿意在希律安提帕所管辖的
加利利境内继续的传道，
因因因因受到不义的王的压力
。
受
义
的
可31 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在耶稣跟门徒最辛苦忙碌的时候，
在耶稣跟门徒最辛苦忙碌的时候
耶稣反而带学生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下
来来来来 来
 这这这因今天的信徒来来来来来来，
在百忙之之、在烦乱之之之之之，
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主的面前
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
和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来聆听因之他他
因之他他、来这因
来这因诉说我们的重担，
这这这这来这因这这在这这之得力、最需要之之之

耶稣他就就之怜悯他们，他教导因因他他他他他神的道理。
这之之这这记，在这喂饱五千人神迹
饱 千人神迹在之，
来门徒看到众人的需要，
这个时候天晚了有这么多人来，
这个时候天晚了有这么多人来
那怎么能够喂饱他们呢？
可36~37 门徒就来问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
门徒就来问耶稣说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甚么吃。 」
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
二十两在在在来在这在denarion，
 一个 denarion 就是一钱银子，
是 时
是当时的工人一天的工资
天
资
 门门他门门、他很很之回应因因之他他：
难道你要叫我们花两百天的工资，
去买粮食来喂饱这么多人吗？

耶稣还来还因因出还还还，结结结因因还结结结，
虽然心里都很怀疑 不相信
虽然心里都很怀疑、不相信，
结果有五个饼、两条鱼。
可39~41
39 41 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
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帮一帮地
坐在青草地上。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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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

耶稣从五饼二鱼还门门出出分递，神迹他都都记，
这个神迹的发生是由于门徒的顺服，
这个神迹的发生是由于门徒的顺服
耶稣就让门徒可能知道得最清楚，
让他们思想的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让他们思想的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因他他他在在旧约的耶和华神来来，
出可可 怎怎来来喂饱以色列人，
如今也同样的在旷野的地方、喂饱这些有需要的人。

稣
作 – 拿起、擘开、并且传递，
耶稣的动作
这在这这他这这因这这可可可在之之主餐，
耶稣的动作也是拿起饼、擘开、传递给门徒、叫门徒去分。

这在这这他五千，每
，每来在每都每因所每每之
在每都每因所每每之
都因都都，并并他十二篮的零碎。
 五饼
五饼二鱼、五跟二，并没有灵意的
鱼、五跟 ，并没有灵意的
 十二表表神的恩典、主恩泽之的的，
在犹太人的观念，是一个完全数，
，
，
代表完全的意思
 光是男人就有五千，加上每个家庭
太太也去、还有孩子的话，就是有万人了

所以耶稣在这在喂饱五千人，这作作在这在他两个意义：
 让人想起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在旷野
怎么样来喂饱当时的以色列人
 让人遥望在以后的主餐、以及将来在弥赛亚国度中，
和主耶稣一起同吃喝、同享筵席的光景

第第第这第，可45~52…
可45a
45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随」，在在来 euthus，他来立刻，立立他立门门这立，
约可15a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
 因为他来可以给他们肚子吃饱
 但是耶稣来不是要作物质上的主
这在「催」在在在之在在，他来强迫、勉强，
可这还可可在可，主主主他立因因他主主这立，
主主主他立因因他主主这立
门徒可这还可可在可
可45b 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可53结果因为风浪的关系，到了湖的西岸革尼撒勒这个地方。
可46 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

他有在暗地
在暗地祷告：
马可福音他
马
 在迦百农一天服事以后，一早到山上去祷告
 喂饱了五千人以后，他又到山上去祷告
 以后在客西马尼园，他也在祷告

可47~49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

看见门徒因风不顺 摇橹甚苦 夜里约有四更天
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
罗马人把这这从下午六点钟、这第第这早上六点钟，
可第在十之在十，分分四个时段，每
，每来在之每来有在十之，
在之每来有在十之，
四更天就是第四个时段，就是在早上三点钟到六点钟，
就要黎明的这个时候叫四更天。
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门徒因因都来渔夫，在在这就就之在在在在，
哪在还这他每哪在海面上走？
 在旧约的时候只有耶和华能够在海上走
 这里就形容耶稣有神那样的权能，
他能够在海上走而且在有风浪的海上走
因因还可因因
也也也
在这
门徒因因还可因因、来也也也记来在这这，
因因以因来鬼怪，所以他大叫起来！

可50~51a「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于是到他们那里 上了船 风就住了
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
「是我」来 出有14 在之之耶和华这摩西说
他是谁呢？他来ego eimi，
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是我」，
同样的原文，叫他们不要怕。
可51b~52 他们心里十分惊奇。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愚顽」在在在他来在在法利赛人心里的刚硬来来，
法利赛人在安息日，耶稣问他们说：可不可以治病啊？
有一个人不是手枯干了吗？(第有第)
法利赛人都不作声，耶稣就非常的难过，
忧愁他们心里刚硬。
「刚硬」在在之希腊文字，
跟这在之「愚顽」来是来在是。

可54~55 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

就跑遍那 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
就跑遍那一带地方
听见他在何处
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
「褥子」在在 krabattos，来
来穷人家用的床垫、卧塌。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
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
，
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繸子；
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申申第12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繸子。

而并每而这来而蓝色的长的带子，
 为的是要提醒他们、要记得耶和华的诫命律法要遵守
 耶稣也是一般的犹太人，他的衣服旁边也有繸子
而并来而每都知知以而他来在
而
知 而他 在血漏的妇人，
摸他的繸子他因就就记，
所以这些人也要求 只要摸他衣裳的繸子
所以这些人也要求，只要摸他衣裳的繸子。

门徒现在他在在法利赛人的心思意念来来，
他们跟耶稣有 段时日了 看到耶稣行异能
他们跟耶稣有一段时日了、看到耶稣行异能，
有这么大的权柄喂饱五千人；
但来因现在这这还风浪平静、在海面上行走，
门徒心在还不明白、还来闭塞之，
竟像反对耶稣的宗教领袖的心田 样，
竟像反对耶稣的宗教领袖的心田一样
那么样的刚硬、无知、愚钝。
这来之主题哪在马可福音下半册
从 第第第 以以，陆陆陆这作来很之强调。
这之这作他这这这这 第这 – 53
这之这作他这这这这来第这
53~56
56 岸边的医治：
风风风风以以，因因他来每这伯赛大出，
结结因因结风之他结，他这记
结结因因结风之他结
他这记革尼撒勒
撒 ，
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北边、迦百农的南边，
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
农业非常的发达、渔获也很多…

耶稣的权能来他怎之大，
但是门徒跟 般的众人他们知道他是谁吗？
但是门徒跟一般的众人他们知道他是谁吗
所以作者又又又这这来每七1~23 从耶路撒冷来之
法利赛人、文士之的的，这他律法的解释，
又来来再还这这再神子他怎怎来之权能。
七1~2
1 2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 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俗手」他有在有有：
1. 表表共用的、共享的，
使徒行传当时的初代教会凡物共用，
「共用」就是俗手的「俗」字
之、污秽之
2. 不洁净之
3. 分别出来的，他来一般之在在，他来分别为圣之，
像祭司在献祭以前他们要洗手，就要分别出来，
就是所谓跟一般不一样，一般的意思就是叫「俗」

在这在这在每又哪个意思有有结？
我认为是用「 般」 就是用「俗手」比较好
我认为是用「一般」、就是用「俗手」比较好。
来他来说一般的人因因因记每他每古人的遗传，
法利赛人就规定
法利赛人就规定：一般的老百姓也要像祭司一样，
般的老百姓也要像祭司 样
在吃饭以前也要洗手，不是为了干净、
而是要分别为圣 能够作耶和华的圣民
而是要分别为圣，能够作耶和华的圣民。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这在规矩已已就就之已已记，因之来每为这
出可出6 耶和华当初拣选以色列人，
耶和华当初拣选以色列人
就是要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
因记为这这在目的，这这从
这这从耶路撒冷、从从从来之
从从从来之
这这这这他、律律他、律法法每，他还这说：
为什 耶稣的门徒，
为什么耶稣的门徒，
不跟犹太人、一般人该守的规矩一样呢？
他们就用普通没有分别为圣的手就吃饭了，
所以因因他来所他所所！

古人的遗传，这这这来法利赛人认因摩西在西乃山这
从从那在因这记十个诫命、律法典章，
他写下来所所之摩西五经之这，
还他来这口传的命令、律法，
 口传的没有记载下来的律法，他们认为
也跟写下来的诫命、律法、典章 具有同样的权威
也跟写下来的诫命、律法、典章，具有同样的权威
 以后他们把这些口传的律法就写成了文字，
分成了 个项目，就叫作「米示拿」
分成了六个项目，就叫作「米示拿」
因因因记每他他米示拿他可就就就，
在米示拿在十里记里他之规定、就就之非非，
就就之非非
往往就会偏离了律法诫命的真正的意思，
束
反而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束缚、
也偏离了神当初立律法的精意。
所以耶稣这因因立之米示拿他里他不合理之暗地
之暗地，
他在这在暗地先批评他们。

七4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

就是洗杯 罐 铜器等物
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原文他可这还他是很怎 – 洗床 kline，
在这在在在来在在分因卧塌，
可以睡觉、也可以用吃饭时，犹太人要坐卧的卧塌。
那在这在因因都在来吃之的的，在在来在来吃饭用的卧塌，
如结这来之如，因因也要去洗。
洗 就是把它浸到水里面去 他们从市场上回来
洗，就是把它浸到水里面去，他们从市场上回来
若不沐浴、也不吃饭，不洗浴原文 baptismos，
是跟那个浸礼的「洗」是同一个字。
是跟那个浸礼的「洗」是同 个字。
又是来之是来还之如，在在之来把最在这来洗身，
所以这作所所又这在这所
所以这作所所又这在这所。
七5 法利赛人他们就来问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
耶稣就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他们…

七6~7 耶稣说：「以赛亚 (申出13) 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是不错的
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还还因因因假冒为善的人，hupokrites，
在来这在是来是马戏团小丑戴着面具，
 他演的角色不是他真正的本人原来的本相
 后来被沿用来认为一个人好像是戴着面具，
他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
不是真正的心口如一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
这每如之在在，在之之
在之之以色列百姓尊敬耶和华，
以赛亚书这每如之在在
他们是心口不如一，只是外表的敬拜、不是内里诚实的敬拜，
，
将人的吩咐当作道里教导人，
告告因因：你们所守的古人的遗传都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而是人的道理、是人的教导、人的标准，
所以敬拜神也是枉然、来他他又之。

七8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这作又渐进式的词汇描描法利赛人，
偏离神的心意之的的的…
在在aphiemi，离开、偏离神的诫命
「离弃」在在
离开 偏离神的诫命
「拘守」krateo，就是抓紧，
你抓紧你们自己人的道理、米示拿这些标准
七9 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废弃」意思就是弃绝、
意思就是弃绝 reject，

弃绝神的诫命、而且要守自己的遗传
「守」不只是抓紧，
意思就是要坚守、坚立自己的遗传
而并这而可来在来人的遗传，
把因因古人的遗传、变分从人的遗传，
然以又来说因因他他之，来因因
然以又来说因因他他之
来因因自己的遗传。
所以耶稣就非常直接了当、非常严重地警告法利赛人。

米示拿在之誓言篇，这他各耳板之的里财都他他的的，
虽然把 这财虽说来奉献给神记，可来的里来说
虽然把来这财虽说来
记 可来的里来说–
 可以不要立刻就让祭司们去用
 到儿子死了以后、才把这个东西捐给神，
到儿子死了以后 才把这个东西捐给神
他还可以在其中享用好处，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东西已经奉献给神了 其他人都不能用这个好处
东西已经奉献给神了，其他人都不能用这个好处
这死了以后，才把这在产业才捐给神，
这在十他哪他来这
这在十他哪他
这很诡诈的弊端。
耶稣他还这从人出来的这些规定，
之，
跟神的诫命来他相违背之
 十诫里面第五个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
命
 可是他们说：对神的发誓要高过对父母孝敬的诫命
因因耶稣他说：因因这来那你来本末倒置，
而并把孝敬父母之这在神的心意，他完全不理记。
米示拿、古人的遗传里面，有很多都违背神心意的做法。

七11 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

已经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献的意思）。』
已经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献的意思）
』
「所当奉给你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说–
你本来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的东西 我已经做了各耳板
你本来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的东西，我已经做了各耳板
「各耳板」希伯来文 corban，意思就是奉献给上帝，
已经当作礼物献给神了 以后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已经当作礼物献给神了，以后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
来他来说在他来在儿子，可这在跟父母呕气之之之，
因在他他这，他把他来就就可以孝敬父母的东西
财财来在、钱来在，
因说：这个现在已经献给神了。
因说
那以以如结这在那那因不在气头上、因后悔记，
那因可可可以又出跟宗教师、律法师说：
我后悔了，我要把奉献的东西拿回来，我要奉养我的父母。
因因他说：不可以了，因因因
因因他说
因因因已经献给神记
记，
那就是献给神的东西，不能再取回来了。

这之之耶稣才还才每来、而并这因因说…
七14~23 才解释「真正的洁净」是什么？
才解释「真正的洁净」是什么
 如果你看平行经文马太福音的时候，
特别有提到是从「口」进去的 马可福音没提到口
特别有提到是从「口」进去的，马可福音没提到口，
从外面进去之不能污秽人，惟他从里面出来之
 马太福音又有讲：从口里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
耶稣重视是内里的圣洁、而不是外表的圣洁，
所以这在内里跟外表之这的
之这的，主主耶的之来
主主耶的之来道德的圣洁，
可来注重礼仪性的圣洁，这在在这的耶稣来因他因因。

耶稣来记以以因他进到屋子里面去，
「屋子」在马可福音常常是耶稣跟门徒要休息的地方、
或是他要私下指导门徒的地方。
在这在，门徒他来所因这在比喻之在在，耶稣他这因因来…
耶稣把比喻的奥秘、比喻的真谛，
常常都是私下跟他自己的人讲。

七18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

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能污秽人 」
耶稣先批评他们，在在来外面的人，还可还还这比喻之在在…
七19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厕里
（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这 这如就就之奇妙，他跟
这来这如就就之
他跟旧约之食物律 –
 法利记可来第、申申记 有一些记载，是相冲突的，
所有的食物在旧约里面 有分洁净的 跟不洁净的
所有的食物在旧约里面，有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
 可是现在耶稣说所有的食物都洁净了，
耶稣所说的话来可来他是是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结？

耶稣而十才前前法利赛人说：你们怎么可以
因为你们的遗传 把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去掉
因为你们的遗传，把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去掉，
因为说这个东西已经做了各耳板了。
现在因他他现把食物律废掉记
记、所他之所虽都来
所他之所虽都来洁净之
之，
耶稣的这个标准，对早期的教会也造成很大的困扰…

换这如说，耶稣因他之权柄，
他来在在神的权柄来来，
来
 耶稣的教导曾经叫百姓非常的希奇，
他的教导是大过文士的权柄
 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叫人非常的惊奇，
耶稣从海上走 叫他的门徒非常的惊奇
耶稣从海上走、叫他的门徒非常的惊奇
 因因主主可来普通的人 –
他是比施洗约翰以后要来到的更大的那 位，
他是比施洗约翰以后要来到的更大的那一位
他是大能的神子、他就是主的到来

耶稣讲的话并可来废弃律法、先知，
加太17~20 主主之到来，
是为了要成全律法跟先知，
成全
而使因遵守他的话的人，
就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就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罗罗罗第可可第、使门使使第可第、
加加加罗第第第、哥哥他而罗第~可第，

都来他他他食物洁净、不洁净之所的。
主主之在在，每
主主之在在
每从心里面出来，因耶的之来
因耶的之来内里之。
之
因他记来这例子，在马可福音他12 种恶念，
都是从心里面出来、
都是从心里面出来
不讨神喜欢的、不合乎神标准的一些思想、态度，
七21~23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 发出恶念：

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
诡 、 荡、
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狂妄。
、 讟、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可不来又复数之的所、或来又单数之的所，
所表为之这可第种之恶念，
都来马可之来种修饰性的笔法，
这这的的都来叫人污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