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6 日 

11 月 6 日 誰是耶穌的親屬？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三 31－35 

  

            也許有人誤以為這段經文裡，耶穌的回應是對自己的母親和兄弟一個頗不尊敬

的表達，但假如我們留心這段經文的上文處境，我們不難發現耶穌在這裡除了要回應

他的「親屬」於第 21 節說「他癲狂了」之外，實際上，他更要延續三 20－27 與文士

針鋒相對的辯論。 

            從三 20 所記載的眾人「又」聚集，以致耶穌與門徒「連飯也顧不得吃」可見，

耶穌的服事已然帶來了當下極大的迴響。第 21 節提及耶穌的親屬聽到他的事情，就

「出來要拉住他」，這裡也許並非說明了耶穌的親屬正與耶穌在「屋子」（20）裡，

相反，他們極有可能是在遠處、耶穌的家鄉拿撒勒，聽到有關耶穌的事情，然後走到

這裡找耶穌，但福音書沒有記載耶穌當下的回應。不過，從這記載已明顯地告訴我們，

耶穌的事工已然在加利利一帶引起了關注；只是，福音書作者的記載並不停留在這裡，

他甚至告訴我們：即使「耶路撒冷」的文士，他們也因著耶穌而要從更遠處來到這裡

質疑耶穌（三 22－30）。 

            值得留意的是三 31－32 這兩節經文，其中提及耶穌的母親和兄弟「站在外

邊」，而耶穌則在「屋子」裡面向著周圍「許多人」講話。透過這一片段的描述，福

音書的作者明顯地將幾個不同群體放置在這段落的處境中 ── 有環繞著耶穌、就是那

些「遵行神旨意」，被耶穌視為「真親屬的人」；又有站在更遠的外面，就是那些衝

著耶穌而來，為要向耶穌進行各種各樣誣衊與讒言攻擊的宗教領袖；同時，亦有處身

於兩者之間，既為耶穌的「瘋狂」感到焦慮、又為耶穌的服事感到憂心的母親和兄弟。

但更重要的，乃是耶穌對於「家人」的重新定義 ── 「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就是那

些決心跟從耶穌的人。 

            耶穌的回應，並不僅僅解決了家人對其「瘋狂了」的憂慮，他同時為「家人」

作出了一個更為寬廣的定義 ── 將所有被呼召的門徒、甚至眼前的跟隨者皆納入其中。

面對著文士的挑戰與質疑，耶穌並非要對母親與兄弟不敬，相反，他的目的是要清楚

指出「家人」（圈內）與「外面的人」（圈外）的分別。 

  

反      省 

         耶穌的群體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十二門徒從被召起，耶穌命令他們要「常

和自己同在」（三 14），事實上，這「同在」並不只在乎同聚共處，更重要的，乃是

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穌應許與我們同在，只是，他同時要求我們是「遵行神旨意的

人」。在這命令上，我們都能夠做得到嗎？ 

 



11 月 7 日 

11 月 7 日 撒種的比喻 〔全文：馬可福音四 1－20〕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四 1－9 

  

            「撒種的比喻」在符類福音（馬太、馬可、路加）均有記載。按馬可的記載，

第 1－9 節為比喻的內容、第 10－12 節解釋了何以耶穌用比喻、第 13－20 解明了比

喻的意思。按比喻所講，種子之所以未能生長有三個原因：（1）惡者（撒但）來奪去

（15）；（2）患難逼迫（17）；（3）今世的思憂與迷惑（19）。三個不同的原因、

三種不同的層次，然而，這三方面卻幾乎覆蓋了我們生活每一個層面，而最終的結果

都是一樣的。到底我們應如何理解這比喻？ 

            要解明「撒種的比喻」，其中第 10－12 節是重要的。仔細再讀，令我們奇怪

的是：上帝的道豈不是要人明白嗎？何以耶穌說：「只叫你們知道」，彷彿將受眾群

體劃分開來一樣，這安排令我們想到上文（三 31－35）的圖畫 ── 有「站在外邊」的

人與許多在耶穌周圍坐著的人，如同「裡」、「外」的分別。而更重要的是，第 12 節

基本上耶穌引用了《以賽亞書》六 9－10。那麼，耶穌何以引用這段舊約經文呢？ 

            《以賽亞書》第六章記載了先知以賽亞蒙召的信息。然而，呼召背後，聖經記

載了以賽亞終其一生，卻沒有人聽、也沒有人接受他的宣告（賽六 11－13），原因何

在？ 

            和合本聖經對《以賽亞書》六 9－10 的翻譯也許會令我們誤解，特別是六 10

「要使 …」一語，使我們以為上帝故意使人瞎眼、耳聾、心硬，使他們不能明白。然

而，原文更重要帶出這些百姓的心「成為愚鈍，他們的耳朵發沉，他們的眼睛緊閉 …」

（七十士譯本翻譯），換句話說，他們的不能明白只因他們刻意掩耳不聽、刻意地矇

著自己的眼睛以致看不見。這是甚麼意思？他們悖逆上帝、沒有一顆受教的心！耶穌

引用舊約，到底要我們明白甚麼？ 

            哪怕是撒但、患難逼迫，抑或思慮迷惑，坦白說，這份清單的確可以沒完沒了

地寫下去，因為能夠令種子未能生根成長的可以有更多其他的原因，只是，透過《以

賽亞書》的引用，耶穌要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到底我們有沒有一份受教的心？事

實上，最攔阻種子在我們裡面生根成長的，乃是我們裡面那份剛硬而不肯受教的心呢！ 

  

反      省      

         今天，到底我們仍然是「站在外邊」的人、抑或我們屬上帝家裡的人？「遵行神

旨意」（三 35）既然如此重要，那麼，我們有否這一份「受教的心」？抑或，我們被

各種種樣事情擠住了，以致仍然沒有切實地遵行上帝的命令呢？ 

 



11 月 8 日 

11 月 8 日 風浪之中的搖動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四 35－41 

            即使有時候我們誤以為「平靜風和海」的記載應與下文趕逐污鬼、醫病並叫死

人復活看似是相同主題、藉以表明耶穌權柄彰顯的記載，然而，按照四 35 提及「當那

天晚上」耶穌與門徒「渡到那邊去」的記載，明顯地，這是緊接上文四 1「耶穌又在

海邊教訓人」的片段而來。 

            此外，第 36 節記載：「於是門徒離開群眾，帶著已經在船上的耶穌一同過去；

也有其他船和他同行。」（新漢語譯本）換言之，事發之時，同船的就只有門徒與耶

穌同在。從四 33－34 可見，雖然耶穌用了許多比喻藉以向群眾講論，然而，34 節下

半節卻表明了耶穌「私下卻向門徒解釋一切」，因此，門徒不單只一直在耶穌身邊，

甚至他們領受著比其他群眾更多的教導。只是，在風浪之中，讓我們見到的，不單只

是他們的驚惶失措，更是懼怕自己將會命喪於風浪之中，甚至在風浪過後，他們卻仍

然疑惑「這到底是誰」？門徒豈非耶穌當下最親密的同行者嗎？他們豈不是領受了更

多的教導嗎？ 

            從表面看來，「平靜風和海」是耶穌所行的一個神蹟，然而，這神蹟卻不能與

醫病趕鬼相提並論，何解？在猶太人信仰的傳統中，上帝既是創造者，在大水與風浪

之中仍坐著為王（參創一 1－10；詩四十六 1－3、六十五 6－7），換言之，「平靜

風和海」表面上固然是耶穌在自然現象上施行的大能，但更重要的意義卻在於「神的

顯現」（epiphany）。因此，福音書的作者並不僅僅只在於透過「平靜風和海」來表

達耶穌所行的神蹟，其重點更要我們明白耶穌的身分。 

  

反        省 

            哪怕門徒一直跟從耶穌、並從其中領受教導，只是他們對於這位顯現在面前的

上帝仍然滿是疑惑。也許在我們信主的日子裡，我們就好像門徒一樣，對這位拯救我

們的主仍舊滿是疑惑。只是，我們更要向上帝祈求，求祂使我們在疑惑之中不致於倒

退，卻仍然帶著一份單純的信心、勇往直前，並緊隨基督。 

 

  



11 月 9 日 

11 月 9 日「血漏的女人」與「睚魯的女兒」〔全文：馬可福音五 21－43〕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五 25－34 

  

            《馬可福音》五 21－43 有一個特別的結構，表面上，福音書的作者彷彿將兩

個耶穌醫治的故事陳列在我們面前，然而，「血漏的女人」被醫治的經歷卻放置在

「睚魯的女兒」復活故事之中。由此看來，兩個故事可以作為彼此解釋的一個依據，

其中有兩方面值得我們留意的： 

兩者在身份上的差別 ── 由於睚魯身份的特殊（「管會堂的人」），因此，他能夠跑

到耶穌那裡，「俯伏在他的腳前」（五 22）。至於那位患「血漏的女人」，在當時候

男尊女卑、並且她所患的病被猶太人視為不潔的文化裡，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她可以去

到耶穌跟前。 

兩者醫治過程的不同 ── 嚴格來說，「血漏的女人」沒有得到耶穌正式的醫治，她就

只是在人群中偷偷地「摸耶穌的衣裳」（五 27），並且深信這行動本身已經有醫治的

果效；然而，按耶穌所講，她得著醫治並非因為這「摸」的行動，卻在於她的「信心」

（34）。而睚魯從起初滿載希望地走到耶穌面前，「求」（五 23）耶穌醫治他的女兒，

到他的女兒「死了」（五 35）之後，對他而言彷彿已經絕望，毋怪乎，五 35－39 當

耶穌到去他家裡，聖經也沒有再記下他任何的說話、卻只有「亂嚷哭泣」（39）。至

於其女兒的復活，馬可記載了耶穌主動走到她面前，「拉著孩子的手」並「吩咐」她

起來（五 41）。 

兩個醫治的故事，關鍵在於五 36 耶穌所說：「不要怕，只要信」一語，也正是耶穌稱

讚那血漏的女人「你的信救了你」（34）的重點所在。 

  

反        省 

馬可對於那「血漏的女人」的「信心」沒有多大的描述，也許她的信心就只是一份單

純對眼前耶穌能為她帶來盼望的相信，既沒有任何精心的計算、也並非甚麼等價的交

易。睚魯原本一心為女兒尋求醫治，可惜卻因為女兒「死了」而失去起初的信心。 

「信心」── 既沒有身份與條件的限定，那麼，上帝的恩典要臨到凡是單純信靠的人。

許多時候，我們都被思慮所纏繞、被自己的能力所蒙蔽，甚至被我們所想望的結果所

窒礙，以致失去了一份對上帝單純的信心。讓我們重尋這位「血漏的女人」對耶穌單

純的相信吧！ 

 

 

 



11 月 10 日 

11 月 10 日 家鄉中眾人的「不信」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六 1－6 

  

            這段落緊接上文三 20－五 43 而來，換句話說，耶穌返回家鄉，當時候的許多

人「感到驚訝」，相信並不僅僅只在於耶穌在會堂裡的教導，也在於「他的手所行的

神蹟」（六 2，新漢語譯本）。事實上，觀乎六 2－3 節，一連串從群眾而來的發問，

聖經作者要讓我們知道：對於耶穌的教導及其所行的神蹟，群眾都「不肯相信」（6）。

（因此，與其說耶穌在家鄉被「厭棄」（3），也許新漢語譯本譯作「他們不肯相信他」

更貼近聖經原來的意思（「厭棄他」直譯作「因他而跌倒」）。） 

            如何理解第 4 節耶穌說：「先知只有在家鄉，在親戚當中和自己的家裡才得不

到尊重」（新漢語譯本）呢？參考符類福音中馬太與路加的描述，前者只提及「本地

本家」（太十三 57），後者更只有「自己家鄉」（路四 24），由此自來，馬可對於

耶穌被拒絕的敍述明顯更為徹底。 

            基於當時候群眾的「不信」，耶穌「就在那裡不得行甚麼異能」。也許我們都

疑惑，何以耶穌「不得行異能」？尤其當我們還記得在之前的段落，耶穌醫病、趕鬼，

甚至叫死人復活，我們就更難以理解群眾的不信何以叫耶穌「不得行異能」？現代中

文譯本也許為我們解釋了這經文的意思，它譯作：「因此，他在自己的家鄉沒有行甚

麼神蹟 …。」福音書作者要我們知道，因著當時候「許多人」（六 2，新漢語譯本）

的不信，耶穌也就再沒有在這裡行甚麼神蹟，只是給一些病人按手醫治而已。事實上，

藉著他們的「不信」，馬可要讓我們看見當時候群眾如何拒絕上帝透過耶穌所施行的

一切作為。 

            《馬可福音》六 1－6 並不是要讓我們知道耶穌如何被「厭棄」，實際上，它

接續上文（五 25－43）的主題，馬可在這裡仍然環繞著「信心」的議題作討論。 

  

反      省 

         上帝國度的奧秘固然並不容易了解，然而，上帝已然將我們所需要的、向我們表

明，因此，關鍵的問題乃在於：到底我們是否不願意相信？甚至，會否源於我們對上

帝、並祂的道理的輕看？因著他們（耶穌家鄉裡的群眾）的輕視，耶穌也就不再施行

神蹟。 

         回望過去，耶穌也許在我們生命裡施行過各樣奇妙的事情，只是，我們仍然對祂

有堅定的信靠嗎？上帝仍然是我們隨時的幫助嗎？ 

 

 



11 月 11 日 

11 月 11 日 耶穌差遣門徒〔全文：馬可福音六 7－30〕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六 7－13 

  

            從三 14－15 記載耶穌呼召十二門徒，到這裡，六 7 才正式記載著耶穌差遣他

們「兩個兩個的出去」。耶穌所謂的「常與自己同在」（三 14）已然讓門徒感受到從

不信群體而來的抗拒、中傷與厭棄，因此，在「出去」的日子裡，他們所要經歷的乃

是巨大的信心考驗。 

            簡單而言，門徒的裝備只有「一根手杖」（8，新漢語譯本）、穿上鞋子及一

件「襯衣」（9，新漢語譯本）而已。至於「食物」、「口袋」、「金錢」，甚至額外

的鞋子等，耶穌囑咐他們毋須預備，只要走到那裡、就「住在那裡，直到離開那地方」

（10），以依靠那地方的人的「接待」為生。 

            福音書的作者在這裡特別提及到，對於那些「不接待」、「不聽」（11）的人，

門徒應該如何回應。坦白說，對當時候的社會而言，由於交通沒有今天的便利，加上

旅館與客店亦不多，因此，「接待」客旅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羅十二 13、來十

三 2）。只是，新約聖經亦有教導信徒要拒絕接待那些「騙子」、「公開否認耶穌基

督降世為人」的「敵對基督者」，因為「向他們問安，等於在壞事上成為他的夥伴」。

（約貳 7－11）然而，按馬可的記載，門徒所要經歷的「不接待」，固然並非出於他

們所傳的是敵基督的道理，那麼，耶穌所預告他們不獲接待的原因何在？ 

            馬可的敍述頗為特別的，六 30 記載著門徒向耶穌報告他們所作的一切事。然

而，六 13 至 30 之間，馬可卻記載著施洗約翰被希律王斬首的事件。敍述者一方面告

訴我們，希律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20），但另一方

面，卻因著一句對於希羅底女兒「君無戲言」的說話，而最終將約翰斬首。藉著這樣

的記載，馬可要我們謹記：在受差遣的日子裡，「不接待」也許源於對上帝道理的拒

絕。從古時的先賢先聖、到施洗約翰的下場，甚至在耶穌傳道生涯開始所經歷的讒言、

中傷和厭棄，事實上，在這「出去」的日子裡，門徒要有心理準備同樣要經歷這一切

事情的。 

  

反      省 

         在我們為主作見證的日子裡，曾否經歷被拒絕、被中傷、被厭棄？也許今天仍有

許許多多的人不願意「聽」這福音，只是，毋忘記，不管他們的反應如何，門徒受差

遣的過程提醒我們，這為主作見證的日子，並不會是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們必須對

上帝有全然的依靠，才能夠帶著信心真正的「出去」。 

         今天，甚麼原因使我們在這受差遣的過程裡卻步？除了面前可見的困難外，會否

也牽涉到我們自己內在生命、並對於這呼召的抗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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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六 31－38 

            承接上文施洗約翰被斬首的段落，六 31－34 是敍述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過渡 

── 從希律王在宮中設擺筵席，到耶穌於曠野「五餅二魚」的筵席，福音書作者並不

僅僅只在於將耶穌的行程記下來，更重要的乃是突顯出耶穌作為真正的君王的身份。 

            六 31 記載耶穌與門徒到「曠野」一歇，只是，馬可告訴我們，這是因為「來

往的人多，他們連喫飯也沒有工夫」。事實上，類似的情況於三 20 也曾出現，然而，

馬可記載人群「從各城步行」（33）往找耶穌，已然比一 33 提及「合城的人」的層

面更廣泛、耶穌的影響力顯然深入民間。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當人群從各方各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跑到耶穌那裡時，馬可記下的乃是耶穌「開口教訓他們許多

道理」（34），卻並非施行甚麼神蹟奇事。馬可要我們明白：真正的「憐憫」並非在

於身體上的需要被滿足，卻在於心靈裡得著上帝真理的教導，並且，只有這樣才能將

這些「沒有牧人的羊」（34，新漢語譯本）的真正需要從此至終地解決。 

        對於「五餅二魚神蹟」的記載，馬可並沒有將群眾的反應記下來，也許這是因為

整件事情的發生只圍繞著耶穌與門徒之間的對話，因此，讀此神蹟故事的記載，重點

並不一定在於神蹟的本身，卻極有可能是要突顯門徒的反應。 

          六 37 也許是門徒對耶穌「你們給他們吃吧」一語的質疑。新漢語譯本譯本將這

一節譯作：「要我們去買兩百得拿利的餅來給他們吃嗎？」「得拿利」是當時候的貨

幣單位，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資大概是一個得拿利；換句話說，門徒質疑耶穌：眼前的

人數眾多，難道以一個普通工人二百天的工資就足夠買食物給眾人嗎？然而，耶穌並

沒有回應他們的質疑，只詢問他們有多少餅而已。 

            透過這樣的記載，馬可讓我們發現，哪怕門徒一直跟隨耶穌，多少時候耳聞目

睹耶穌的教導、醫病趕鬼等神蹟奇事，然而，他們卻仍然未能完全明白耶穌真正的身

份和權柄，甚至，耶穌體會眼前這一群無人牧養的「羊群」的需要，但門徒卻只視之

為「他們」（37）、並且也只求滿足「他們」而已。 

            耶穌愛惜這一群「沒有牧人的羊」，在人群簇擁之中，他沒有將這「羊群」拒

諸門外，也沒有只求敷衍回應。福音書讓我們看見耶穌對他們的「憐憫」，以致原來

計劃自己「歇一歇」（31）的需要也不顧。這樣看來，門徒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對耶穌

的認識有限，甚至，在他們受差遣的過程裡，對於眼前對象所懷的心腸，與耶穌還有

頗大的差距呢！ 

  

反      省 

        我們呢？對於這些「沒有牧人的羊」有何看法？如同耶穌一般，將他們的需要放

在心上、抑或只像門徒一般視為「他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