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3 日 

11 月 13 日「恪守禮儀」與「生命流露」〔全文：馬可福音七 1－23〕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七 14－23 

            上文（七 1－13）記載著法利賽人與文士對耶穌門徒「用不潔淨的手」（2，

新漢語譯本）吃飯提出質疑，認為他們沒有遵守「古人的傳統」（3，新漢語譯本）。

耶穌引用《以賽亞書》二十九 13，指斥他們只顧「拘守人的遺傳」、卻「離棄神的誡

命」（8），視古人的傳統為重、卻不曾重視對上帝誡命的遵守。 

從上文與宗教領袖的辯駁，耶穌轉而對「眾人」（14）的講論，並且透過「從外面進

去」不及「從裡面出來」，特別強調倫理比禮儀更為上帝所看重。七 14「明白」一詞，

並不僅僅理性上的認知，更在乎個人內在生命對耶穌教導的接納與認同、順服與遵行。

然而，福音書作者再次記載，門徒對耶穌的教導仍然不明所以（17），以致耶穌要再

次將比喻向他們解明。 

透過比喻，耶穌要指出：不論進入肚腹的食物是否潔淨，但它最終只會進入肚腹、並

且「落到茅廁裡」，因此，它「不能污穢人」。既然如此，哪怕門徒沒有按「古人的

傳統」所遺留下來的禮儀，先行「潔淨」（「洗手」）、後才用餐（十七 2），但這

一切卻沒有影響個人的內在生命。由此看來，恪守食物潔淨條例與否，在耶穌看來並

非關鍵的所在，事實上，耶穌要門徒明白：污穢人的並非「食物」、乃是人的「內

心」。故此，人內在的心思意念才是最關鍵的問題（21－23）。毋怪乎，耶穌說：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23） 

  

反      省 

         在禮儀背後，我們是否更看重個人內在生命的流露？「惡念、苟合、偷盜、兇殺、

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21－23）等等，這一

張清單也許可以無止境地寫下去，只是，我們是否覺察到自己內在的生命原來也存在

著其中的罪惡呢？耶穌指責法利賽人與文士只在於固守「古人的傳統」，卻「摒棄神

的誡命」（8，新漢語譯本），願上帝幫助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信仰生命，謹守遵行

上帝的教訓，以致「從裡面出來」的，乃是上帝喜悅的生命的流露。 

 

  



11 月 14 日 

11 月 14 日 婦人「突破藩籬」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七 24－30            

        和合本聖經的標題為「婦人信心的賞賜」，也許受著《馬太福音》的平行記載、

十五 26 耶穌所講：「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所影響，因為，根據馬可的記載，

第七章這幾節經文沒有「信心」一詞的。換言之，即使我們難以否定這婦人的「信

心」，只是，馬可的重點卻不在「信心」的主題中。若是如此，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一

段經文？ 

            福音書作者記載了耶穌從「那裡」起來，往「推羅」和「西頓」的境內去，值

得注意的是：按上文所講，「那裡」應是一個猶太人聚居的地方，然而，「推羅」則

是公元前四世紀被亞歷山大所攻佔、並且是巴勒斯坦西面沿海商業貿易發展繁華的城

市，也是一個與猶太人深厚結怨的城市，何以這樣說？ 

        公元 66 年，猶太人起來反抗羅馬政府，期時，推羅人就趁機殺害城內的猶太人，

而《馬可福音》的成書，大概也在這時期之間。因此，馬可在這裡記載的這一位於推

羅境內、屬敍利亞非尼基族的希利尼婦人來到耶穌的跟前，有新約學者指出：其中正

好蘊藏著一定的張力。 

            此外，從這位婦人的「希利尼」背景可見，她極有可能受過希臘教育，同時，

據她女兒所躺卧的「床」（30），亦非當時候一般平民用的「褥子」（二 4）可見，

這位婦人也許屬於當時候社會的上層人士。 

            除了這些資料外，27、28 節也許是另一個難解的地方。 

            也許當我們讀這兩節經文時，常常被「孩子」與「小狗」（新漢語譯本）兩個

詞所困擾，何以耶穌會以「小狗」這侮辱性字眼比喻外邦人？然而，按七 27 記載，當

這婦人在七 26 裡求耶穌趕出附著她女兒的污鬼時，耶穌並沒有拒絕她。新漢語譯本將

第 27 節譯為：「應該先讓孩子吃飽。拿孩子的餅丟給小狗吃，是不恰當的。」這翻譯

明顯強調「先」、「後」的分別。而婦人的「信心」，就在於她明白到即使在「後」，

但卻無損她對耶穌拯救的確信。此外，更重要的，正如上文所言，即使這位婦人背負

著社會上某一階層的地位，但她卻突破了外邦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藩籬、承認猶太人耶

穌的權柄，亦只有這種「突破」、才能真正體會到耶穌醫治的大能。 

  

反      省 

         這位婦人突破「藩籬」、驚見耶穌的權柄；在我們信主的日子裡，有否各種各樣

的「藩籬」將我們對耶穌的權柄、並對這位救主的「信心」隔絕開來？福音書記載著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太九 35），竭力進到每一個尋求祂拯救的人的裡面，只是，

許多時候，即使耶穌「走近」、但我們卻因為某些「藩籬」的阻隔而「走遠」，沒有

選擇像這位婦人一樣「突破藩籬」呢！ 



11 月 15 日 

11 月 15 日「恩典」要臨到所有人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八 1－10 

            在一個相當近的段落之間，福音書作者記載了幾乎相同的一個神蹟。讀這「給

四千人吃飽」（和合本標題）的記載，不得不與六 34－44「給五千人吃飽」的神蹟作

互相參照的比較。 

            首先，八 1 記載這許多的人「並沒有甚麼吃的」，並不如六 34「如同羊沒有

牧人」的描述。根據上文的記載，耶穌分別醫好了推羅婦人女兒（七 24－30）及那位

外邦的「耳聾結舌」者（七 31－37）。而八 1「那時」也許提示我們耶穌當時候仍然

在外邦地區一帶。因此，這群「沒有甚麼吃的」群眾既非「牧人的羊」、也就是外邦

群眾而已。 

            其次，第 8 節記載耶穌「吩咐眾人坐在地上」，明顯與六 39－40 記載他們

「一幫一幫」、「一排一排」、「一百一排」、「有五十一排」系統性的安排有所不

同。新約學者指出：馬可於第六章是要表明猶太信仰傳統的背景，然而，第八章這裡

卻沒有此意圖。 

            最後，八 8 指出，眾人吃飽後，收拾下來的零碎有「七筐子」，而第六章「給

五千人吃飽」的神蹟剩下來的有「十二個籃子」。不過，剩下多少相信並非重點；重

點的乃是其中所用的器皿 ──「籃子」是當時候猶太人隨身攜帶、用樹枝編織而成的

一個小籃；「筐子」乃是一個非常大、甚至大得可以盛下一個人，並且有蓋的器皿。 

            從第六章到第八章，一個極相近的段落裡卻記載著兩個十分近似的神蹟事件，

福音書作者要告訴我們：上帝的恩典既要臨到猶太人，同樣地，也要臨到外邦人之中。 

  

反        省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一 16）── 這從古至今，透過

古代眾先賢先聖、也藉著今天我們繼續傳開的福音，並不單單只局限要去到某些特定

的群體之中，卻要進到「世人」裡面。上帝救贖的恩典既要臨到「世人」，那麼，我

們所傳的對象也就沒有甚麼可以被我們「選擇」的道理呢！ 

            猶太人需要認識到耶穌才是他們的救主，外邦人要知道自己靠著耶穌得拯救；

我們又會否將「福音」只局限在某些特定的群體之中呢？是甚麼原因使我們失去了這

一份要將「福音」傳給所有人的心願呢？ 

 

  



11 月 16 日 

11 月 16 日 門徒所要防備的 ……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八 11－21 

            門徒從被呼召起，一直跟從耶穌，見證著許許多多次耶穌教導、醫病、趕鬼等

神蹟奇事。即使他們曾經經歷過文士對耶穌的質疑與中傷（三 22），也曾於風浪之中

被耶穌指責他們沒有信心（四 40），然而，門徒仍然堅定跟隨耶穌，並且被差遣出去

（六 7）。只是，來到第八章這裡，福音書作者卻記載著耶穌對門徒一次最嚴厲的斥

責：「還不省悟、還不明白、心裡愚頑」、並且「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見，

也不記得」（17－18）。猶記得「撒種的比喻」裡，耶穌清楚將「外人」與「裡面的

人」分別開來，因而用比喻使外人「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

但八 14－21 的記載，耶穌卻以這種對待「外人」的言詞斥責門徒的「不明白」

（21）。 

            縱觀《馬可福音》上文一直的記載，我們不難明白耶穌對門徒的失望、甚至憤

怒。事實上，即使最近的上文已經再次施行神蹟，以「七個餅」餵飽四千人，如同昔

日門徒一同見證的「五餅二魚神蹟」一樣，而門徒也許亦對這兩個神蹟記憶猶新，因

此，他們很快便能夠回應耶穌。然而，刻下這情境卻明顯讓我們明白到，門徒的「知

道」、並不證明他們對耶穌的身份和權柄有必然的「明白」，換言之，他們也許增進

了一點對耶穌的了解，不過，他們的「知道」卻沒有建立起對耶穌全然的「信心」與

「信靠」。 

            馬可除了記載著耶穌與門徒的互動外，上文（11－13）同時記下了耶穌與法利

賽人之間的張力與對峙。11 下清楚讓我們知道，法利賽人對耶穌的「盤問」只求「試

探」耶穌，卻不在於對神蹟的相信。事實上，早在迦百農，耶穌已施行許多神蹟，但

換來的卻是誣衊與中傷，不見得這些宗教領袖們願意相信和接納。毋怪乎，耶穌一句

「這世代 …」（12）足告訴我們：他們「求問」、目的只在於「否定」而已。 

  

反        省 

            哪怕耶穌多次施行神蹟，然而，抗拒的、仍然抗拒（宗教領袖），不明所以的、

繼續不明不白（門徒）。因此，真正的「信仰」不能依靠「神蹟」建立起來。毋怪乎，

福音書從來首先要強調的，乃是耶穌對眾人的教導與教訓，正如六：34－35 記載，耶

穌面對許多沒有牧人的羊時，「憐憫」的起始點並非施行神蹟、卻是「開口教訓他

們」。 

            讓我們的信仰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上帝話語裡，叫我們不單「看見」、「聽到」，

並且是「明白」的，好叫我們對耶穌的「信心」建立在祂寶貴話語裡、卻並不只靠著

甚麼神蹟奇事呢！ 

 

 



11 月 17 日 

11 月 17 日「你們說我是誰？」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八 27－29 

            

            《馬可福音》八 27－九 1 的段落是福音書重要的轉折，從上文所記載，耶穌

一直以來的事工，引來了宗教領袖的質疑與挑戰，甚至門徒作為耶穌最親密的同行者，

但卻仍然對耶穌「不明白」（八 17）。從這段落開始，耶穌的身份不單越來越顯明，

同時，馬可又記載了耶穌預言自己受難、以至一步一步走進十字架的最終結局之中。 

            這三節起經文記載了耶穌與門徒在「往該撒利亞腓立比」路上的交談。值得我

們注意的，並不僅僅是他們交談的內容。事實上，此處曾經是羅馬軍事南下巴勒斯坦

的軍事據點，於公元 66－70 年猶太起義事件中，羅馬軍隊就曾在此處殺害和囚禁大

批猶太人。因此，有新約學者指出：該撒利亞腓立比是榮譽與恥辱的象徵。馬可記載

耶穌在這裡與門徒談論自己「身份」的問題，也許是要揭示出耶穌真正的身份。 

            和合本的翻譯也許未必能讓我們了解到門徒仍然的疑惑。當耶穌問門徒：「人

說我是誰」的時候，門徒的反應是奇怪的，他們並未有正面回答耶穌的提問，反之，

卻引述了其他人的說法。耶穌並沒有因為門徒這樣的回應而停止發問，和合本將第 29

節譯作「又問」似乎未夠強烈表達原文的意思。呂振中譯本譯作「詰問」，清楚地表

達了耶穌繼續對門徒的「追問、質詢」。事實上，若希律王認為耶穌是「施洗約翰」

（六 14）、若別的人說耶穌是「先知、以利亞」（六 15）的話，以當時候門徒一直

跟隨耶穌，並見證著許許多多教訓和神蹟奇事，他們理應比希律王對耶穌有更深入的

了解。因此，在耶穌追問的背後，同時也是門徒對眼前這位救主一個確實的認信。 

            彼得的回應「你是基督」是一 1 以外，福音書裡第一次有人稱耶穌為「基督」

的。然而，彼得的認信到底從何而來，大概不得而知；只是，從第 33 節耶穌對彼得的

責備可見，彼得對耶穌的認識也許仍然並不清楚（八 25）。 

  

反      省 

         在我們跟從耶穌的日子裡，也許好像門徒一樣，聽到了許許多多教訓、經歷了許

許多多神蹟奇事，然而，這「許許多多」能叫我們認定耶穌是「基督」、是那一位導

引我們人生方向的上帝嗎？抑或，我們都只是彼得：仍然是不明不白，對這位救主沒

有完全的認識？ 

         「你們說我（耶穌）是誰？」 

 

 



11 月 18 日 

11 月 18 日 跟從、捨己、背十架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八 34－37 

            

            緊接上文，耶穌與門徒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的路上的對話，涉及的是兩個大範疇

的主題：（1）有關耶穌的身份；（2）耶穌預言受難。奇怪的是，福音書作者記載，

耶穌在路上一直只是與門徒在一起而已，但八 34 卻出現了「眾人」，而他們從何而來？

也許是門徒以外的跟從者，又或是路上的群眾，聖經在這裡沒有清楚說明。只是，若

從敍述者的角度看，這裡的「眾人」也許代表著耶穌講話的對象從門徒、延伸至群眾，

甚至是福音書的讀者們。由此看來，透過這一段經文，耶穌向人們揭示了真正生命之

道，這道理是給予世人的。 

            耶穌首先指出：「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馬可在這裡「跟從」一字並不僅僅只是字面上跟隨耶穌的意思（原文與馬太平行經文

所用的不同；參太十六），事實上，馬可更強調的乃是作門徒者必須要在生命上對耶

穌全然的認同與委身，而這正好就是門徒的基本條件。至於「捨己」，有新約學者指

出，這並不是要我們與己為敵、摧殘自己，卻是拒絕讓自我成為了生命的主宰和中心。 

        至於「背起十字架」的命令大概並非指個人生命中的難處與苦楚，因為，從馬可

另外三次提及「十字架」的記載裡（十五 21、30、32；希臘人「十字架」一詞只出現

這四次而已），全部都指向耶穌受刑的方式。因此，「背起十字架」若是「捨己」的

延續，馬可也就要提醒每一位跟隨耶穌的人：我們要有這一份仿效耶穌、為上帝的國

度而走上一條將會是犧牲的、受苦的，也是備受譏諷的、厭棄的道路的立志。 

            隨著「捨己」的呼籲，耶穌繼續指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

命 ……」有趣的是，呂振中譯本加上了「真」字在其中（「凡想要救自己性命的，必

失掉真生命 …」），那怕耶穌沒有定義何謂「真」，只是，按著上文的命令，也許這

「真生命」正是以上帝為中心的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呢！ 

  

反      省 

         耶穌說：「人若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我們一生的

盡忠，在乎這位拯救我們的主嗎？當我們努力賺取「世界」之時，會否令我們失去了

一份門徒應有的犧牲精神 ── 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為上帝國度而甘心擺上自己！ 

 

 

 



11 月 19 日 

11 月 19 日 我們在這裡真好？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九 2－8 

            

            符類福音之中，有關耶穌「登山變像」的記載，馬太（十七 1－13）與馬可的

內容非常近似，假如我們參考《路加福音》九 28－36，大概補充了一些重要的資料以

理解這一段記載的重要性。 

            《馬可福音》九 4 記載了以利亞和摩西門徒顯現，並且與耶穌說話，然而，馬

可卻沒有記載他們說話的內容。那麼，到底他們與耶穌談論甚麼事情呢？按《路加福

音》記載，他們與耶穌談論的是他「去世的事」（路九 31）。這又是甚麼意思？「去

世」原文為 exodos 一字，也正是《出埃及記》中「出去」（Exodus）一字。換句話

說，這兩大偉人與耶穌談論的，乃是他「出去」的事。那麼，如何理解這「出去」？ 

            「出去」原文通常用於指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經過曠野飄泊，而最終到達應

許地的整個歷史片段。換言之，「出去」最重要的乃是形容曠野以色列人一生裡最冒

險，卻又只有信靠上帝才能走完的、一個未知的旅程。路加記載，兩大偉人所談論的，

正好就是耶穌將要去做的事情，就是那冒著極大的危險、同時亦要對上帝完全信靠之

中，所要走的一條往耶路撒冷的旅程，然而，即使充滿危險、哪怕經過十字架，但最

終卻是滿有榮耀的。「登山變像」的背後，福音書提醒我們：耶穌並沒有停留在「這

裡真好」的景況之中。 

            如此說來，彼得的一句「我們在這裡真好」就饒有趣味。耶穌的「出去」，對

比彼得的這句「我們在這裡真好」，可惜的是，彼得背後極有可能要表達著一個令人

失望的意思：「何必去為這十字架付代價呢？」 

可惜的也在於，按路加記載，當以利亞和摩西與耶穌說話之時，門徒都在「打盹」

（路十九 32；新漢語譯本譯作：「正在沉睡」），而當他們醒來時，就只看見「耶穌

的榮光」，以至也許沉醉在這榮光之中！ 

透過雲彩裡的聲音，再次提醒我們：耶穌基督的一生，就是如此地背起十字架，一直

走完這一條充滿危險、卻滿有榮耀的道路。 

  

反        省 

            整個過程最後的一句「你們要聽他」，提醒著我們：哪怕跟隨耶穌的門徒，也

有「打盹」、甚至於看不見的時候，因此，我們確實要留心「聽」上帝的聲音。 

            基督徒，在今天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裡，我們仍有一份為上帝「出去」的立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