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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衝突萌芽  
                                                                            ——馬可福音2:1-3:6 

 

 
人活在世上會遇到各樣的事，每一個人一生中總有那麼些人對你的人生有很大影響，各位想想

除了親人外還有什麼人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想可能有兩類人，一是朋友，二是敵人。

在你的生活中有很多朋友他們從各個方面幫助你，陪伴你，就如馬可福音裡的癱子的四個朋友，等

下我們會看到這四個朋友如何為了癱子竭盡所能。 

那麼為什麼敵人也是有重要影響的人呢？有人說過一句話，世界上 了解你的人，是你的敵人，

為什麼？可能你的每一位敵人都熟讀孫子兵法知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就如法利賽人，祭司文士等

千方百計試探耶穌，跟隨耶穌看祂做了什麼，時刻想要了解耶穌找出耶穌錯誤的地方。我們接下來

看看主耶穌是如何應對那些法利賽人的試探和質疑，從中也讓我們學習如何智慧地對待對我們心懷

不善的人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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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段落：醫治癱子（2:1-12） 
A、醫治癱子（2:1－12） 

2:1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裡， 

2:2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2:3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 

2:4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

都縋下來。 

2:5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2:6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裡，心裡議論說 

2:7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2:8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裡為甚麼這樣議論呢。 

2:9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一樣容易呢。 

2:10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2:11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罷。 

2:12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我們從來

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在第一章中，主耶穌開始傳道，治病趕鬼，醫治大麻瘋後，因著大麻瘋得醫治那人傳說主耶穌

得醫治，主耶穌不再進城，而在曠野中傳道。第二章第1節開始就說過了些日子，也就是說一段世

間後，主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們聽說祂在房子裡，就都跑到那房子那裡去，那房子可能是西門彼

得的家（可1:29）。 

2節，許多人因為耶穌在那房子裡，就都聚集了過來。那時人實在是太多了，不僅房子裡擠滿

了人，連房子外面的空地上也水泄不通，耶穌就在那裡給眾人講道。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從3

節開始一直到12節，都在記敘這件事情，即，癱子得醫治的事。 

3節，癱子不能行走，所以他是由四個朋友抬著他過來的。我們想像一下當時的情景，本來那

房子裡和房子外面的空地上都擠滿了人，癱子由四個朋友抬著從遠處而來，他們的目的是希望見到

耶穌，讓耶穌醫治癱子。然而他們沒有辦法擠進人群中去，因為人實在太多。 

於是4節中，癱子的四個朋友想了一個辦法，他們沒有從地面擠進去，而是來到了房頂。他們

拆了房頂，迦百農那時候的房子與我們現在的房子不同（請燦看下面的重點詞義）。癱子的四個朋

友想盡辦法幫助癱子，所以他們來到房頂，將房頂拆了，然後用繩子將癱子連著他所躺臥的褥子一

起吊了下來。 

5節，我們來看耶穌的反應，耶穌沒有責怪他們從屋頂下來，而是看到了他們的信心。癱子和

他的朋友們費盡心思要見到耶穌，是因為他們相信耶穌可以醫治好他。耶穌也看到了他們對祂的信，

所以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免了。耶穌不僅醫治了癱子的肉體，還赦免了他的罪，讓他可以

得救，有永生的生命。從這句話中，我們看到耶穌有赦罪的權柄，因為他是神的兒子，他行神蹟醫

治疾病，更是救贖我們屬靈的生命，讓我們可以歸向主，得蒙救贖。 

6和7節，出現了另一類人，有幾個文士，他們也坐在那裡，我們常可以在耶穌傳道的地方見到

文士。那些文士們聽了耶穌的話，心裡就開始嘀咕了，他們想不明白耶穌怎麼能說這樣的話呢？一

個人可以行神蹟醫治癱子，可是怎麼可以說赦免別人的罪呢？文士們熟讀律法，他們知道除了神以

外，不能赦免人的罪，這是對的。問題是他們不知道也不認為耶穌是神，所以認為耶穌說這個話是

褻瀆神了。 

8節，主知道世人一切的心思意念，也察看人心（啟2：23），所以耶穌知道那些文士們在想什

麼，就問他們為什麼心裡會這麼想？也就是問他們為什麼不相信主耶穌有赦罪的權柄，從而覺得主

耶穌說了僭妄。 

9節主耶穌直接點出了他們心中的不信和疑惑，主耶穌前面說你的罪得赦免了，那些文士們不

信，因為罪得赦免是在靈裡，誰也看不到效果。然而，如果那個癱子可以起來行走，那是誰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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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驗證的，那些文士更看重眼睛能看到的，所以主耶穌問他們哪一個容易？對主耶穌來說赦罪與

讓癱子行走一樣容易，因為主有赦罪的權柄和醫治一切的能力。然而，文士們不這麼認為，他們不

相信主耶穌可以赦罪，覺得那個大家都看不到效果，隨口一說當然容易，反而是讓癱子起來行走比

較不容易，那是眾人都可以看到的。 

10節，主耶穌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們祂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主耶穌說自己是人子，祂那時候在

地上，是個完全的人，但主耶穌也是完全的神，祂擁有完全權柄和能力。主耶穌因為癱子的信心，

赦免了他的罪，也醫治他的身體。既然那些文士們質疑，主耶穌就用醫治癱子的身體，能用眼睛看

得到的神蹟，來告訴眾人祂有赦罪的權柄(徒五31)。 

11和12節主耶穌吩咐那癱子起來，讓他拿著褥子回家去。神蹟發生了，那個癱子立即就站了起

來，拿著褥子，當著眾人的面前就出去了。眾人看到活生生的神蹟在面前發生，就都驚奇，因為以

前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房頂：當時住在迦百農的猶太人的房子，都是平頂的，旁邊由石階可以上到房頂。房頂通常是用

樹枝編成的蓆子橫排在木梁上支撐著，在其上鋪一層很厚的黏土，經石輪壓過；這種房頂易於拆開。 
僭妄的話：說話越過本分，這裡文士們認為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權柄，而主耶穌卻說祂可以赦

罪，文士們認為那是褻瀆神所專有的赦罪權柄，是越了本分了。 

 
1. 攤子得醫治的經文在其他兩卷的福音書中也有記載，分別是路加福音5:17-26，馬太福

音9:1-8。另兩卷福音書的記載整個故事情節略有不同，馬太和路加福音沒有描述那四

個朋友是怎麼將攤子抬到耶穌面前，耶穌的言論和文士的反應三卷福音書記載基本都

一致。但路加福音有一些背景的介紹，介紹那些凡利賽人和文士們是從加利利和猶太

各地過來的。 

 

 

 
第二章的1節到12節，講述了一個耶穌在迦百農行的醫治的神蹟，讓癱子得以行走。馬可福音

用的是記敘的文體，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整件事情的發生和結局：開始，癱子和他的朋友們相信主耶

穌可以醫治他，他們從房頂上將癱子吊下去，將癱子送到了耶穌的面前；發展，主耶穌看到癱子的

信心，就赦免了癱子的罪；高潮，那些文士們提出質疑，認為主耶穌沒有權柄赦罪，他說僭妄的話

了，主耶穌明白他們心中所想，告訴他們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結局，主耶穌吩咐癱子站起來，

癱子立即起來行走，眾人都看到主耶穌的權柄和能力。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主耶穌醫治的步驟：首先，是看到人的信心；其次，因著信心赦免了人

的罪； 後，醫治人的身體。所以我們當先有信心，才能被赦罪，這與羅馬書保羅說的因信稱義一

樣，沒有信心什麼都沒有。而且從中可以看出主耶穌更看重人屬靈的生命，罪的赦免，勝過外在的

物質的身體。 

 

 
1. 從哪些行為可以看出癱子和他朋友們的信心？ 

2. 文士們看重什麼？我們看重什麼？是否也看重眼前能看到的效果，請與大家分享你經歷神

的見證？ 

3. 我們罪得赦免是因為什麼？這個癱子得醫治的神蹟給我們什麼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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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落 衝突萌芽（2:13-3:6）    
A  呼召利未（2:13-17） 

2:13耶穌又出到海邊去，眾人都就了他來，他便教訓他們。 

2:14耶穌經過的時候，看見亞勒腓的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

從了耶穌。 

2:15耶穌在利未家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與耶穌並門徒一同坐席。因為這樣的人多，

他們也跟隨耶穌。 

2:16法利賽人中的文士，〔有古卷作文士和法利賽人〕看見耶穌和罪人並稅吏一同喫飯，就對他門

徒說，他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喫喝麼。 

2:17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

召罪人。 

 

 
13節又開始敘述另一個場景，馬可福音中我們可以看到主耶穌不停地忙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

個地方，傳道，治病，趕鬼，沒有停息。13節說耶穌又來到了海邊，眾人都跟著祂也來到了海邊，

主耶穌就在海邊教訓眾人。 

14節描述了耶穌呼召利未的經過，耶穌在海邊教訓眾人，祂經過的時候，看到亞勒腓的兒子利

未，他的另一個名字是馬太(太9:9)，是一個稅吏，稅吏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中，是一個受猶太人

憎惡的職業。當時利未正坐在稅關上，主耶穌對他說，讓利未跟著祂。當時利未二話不說，就

起來跟從了主耶穌，就像前面四個被召的門徒一樣，聽到主的呼召，拋下一切就跟隨主耶穌。 

15節，利未成了主耶穌的門徒之一，利未邀請主耶穌去到他的家中，一起坐席。在猶太人

那個時期風俗中，邀請人一同坐席吃飯是一種友誼的表示。利未邀請主耶穌去他家中坐席，是

表達對主耶穌的敬崇（路5:29）。因為利未自己是稅吏，所以被邀請的還有與他一樣的稅吏和

罪人，都是些當時猶太人眼中看為可恥的人。這樣的人很多，他們都與利未一起跟隨主耶穌，

從主耶穌呼召利未我們可以看出，在主耶穌的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祂愛每一個人，主耶穌

沒有因為當時猶太人的看法而遠離稅吏等猶太人看為罪人的人，而是呼召他作為親近的門徒。 

16節，法利賽人中的文士看見主耶穌與罪人和稅吏一同吃飯，就對主耶穌的門徒說，主耶

穌怎麼能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在路加福音（5:30）中描寫得更詳細，當時那些文士並不

是好聲好氣地問門徒，而是向他們發怨言，文士們對於主耶穌的行為非常不滿。 

17節，主耶穌聽見了文士向門徒們抱怨的話，就回答了文士們的質問。接下來的兩句話是

主耶穌來到世間的使命和目的，主耶穌說健康的人不用醫生，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這句話為

了說明主耶穌下一句要宣告的話，主耶穌來是為了罪人，不是為了義人，就像撒該故事裡一樣，

主來是為了拯救失喪的人（路19:10）。主耶穌來是為了罪人，也就是這世上的所有人，因為自

亞當夏娃犯罪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沒有一個義人，主耶穌來是為了醫治罪人，拯救罪人。 

 

 
稅吏：當時猶太人在羅馬統治之下，有一批猶太人，替羅馬政府徵稅，稱為稅吏。稅吏收猶太

人的稅，常常欺壓猶太人，多收稅，將那多收的部分中飽私囊，所以稅吏一般都很富有，因他

們的行為猶太人對他們極度憎惡，視他們如同罪人。 
 

       

在新約中常可以看到法利賽人，那麼法利賽人到底與當時的基督徒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由來和

特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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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代背景，耶穌所處的年代，猶太人受到羅馬人的政府統治，缺乏自由。當時猶太教有許

多個派別，主要有四個：「法利賽派」（Pharisees）是由文士、律法師組成，堅持遵守成

文及口傳的律法；「撒都該派」（Sadducees）是由祭司、貴族和富商組成，他們屈從於羅

馬人的統治；「奮銳黨」（Zealot）是由下層人士組成，為了維護律法，提倡使用武力，他

們是猶太教的狂熱分子；「愛色尼派」（Essenes），主張離開城市到曠野修道，倡導禁欲

主義，重視儉樸的生活，主張凡物公用，謹守摩西律法，等待彌賽亞的到臨。 
2. 法利賽人的由來在聖經中沒有說明，但他們所堅守的是以色列回歸後以斯拉所教導的律法

（公元前400多年），所以肯定在以斯拉教導律法之後。根據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載，

在大祭司約拿單和敘利亞王狄米留二世作戰是已經有法利賽人，那時是公元前142年。所以

法利賽這個派別產生於公元前400多年到142之間的時期。法利賽字根的意思是“分開，分

離”，他們 是按照律法生活分別為聖的敬虔人群，遠離不潔淨的人或事。 
3. 法利賽人的特點：法利賽人認識遵行摩西律法是 重要的，他們希望靠著行律法而稱義，

所以他們注重聖經和行善；注重外在的表現忽視內在的生命，因為無法完全遵行律法而產

生假冒為善的行為；在律法中添加許多規條和人的傳統，不明白耶穌所說的因信稱義。 
 

 

 
13到17的經文記敘的是耶穌呼召利未的事，也引發了法利賽人和文士們對耶穌的質疑和不滿，

詳細信息如下： 

一呼召，主耶穌呼召了作為一個稅吏的利未，利未在聽到主耶穌的呼召後沒有猶豫，拋下一切

就跟隨了主； 

二同席，某一天，利未邀請主耶穌去他的家裡一同坐席吃飯，同時在場的還有稅吏和罪人； 

三責問，因著主耶穌與稅吏及罪人一起坐席，文士們向門徒抱怨，責問他們耶穌怎麼可以與罪

人在一起； 

四宣告，主耶穌的宣告，主耶穌回答文士們的責問，祂來是為了罪人，不是為義人，主耶穌在

這裡宣告了彌賽亞的救贖，來世間將世人從罪裡拯救出來。 

 

 
1. 利未，也就是馬太是一個稅吏，按現代的說法，是個非常富有的職業，他聽到主的呼召，

做了什麼？主耶穌呼召你了嗎？你的回應是什麼？ 

2. 教会是对任何人开放的吗？根據是什麼？ 

3. 主耶穌說祂來為了病人，主耶穌對待世人的態度是什麼？是像法官那樣的公義審判嗎？還

是恩典與愛？（請參考約1:16，羅9:15） 

4. 文士們認為自己是義人嗎？他們為什麼這麼認為？這世上有義人嗎？（請參考羅3:10） 

 

B  禁食與安息日爭議（2:18-28） 

2:18當下，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他們來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禁食，你

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 

2:19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禁

食。 

2:20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 

2:21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2:22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惟把新酒裝在新皮袋

裡。 

2:23耶穌當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門徒行路的時候，掐了麥穗。 

2:24法利賽人對耶穌說，看哪，他們在安息日為甚麼作不可作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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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缺乏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念過麼？ 

2:26他當亞比亞他作大祭司的時候，怎麼進了神的殿，喫了陳設餅，又給跟從他的人喫，這餅除了

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喫。 

2:27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2:28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18節，那時候，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禁食，他們就跑來問耶穌說，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都

禁食，為什麼你的門徒不禁食呢？是什麼緣故呢？ 

19和20節，耶穌的回答很精彩，祂說新郎於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怎麼能禁食呢？也

就是說新郎還在的時候，陪伴之人不需要禁食，當新郎離開了，才需要禁食。在古時中東有一個習

俗，新郎在婚禮前，有年輕的親友作新郎的陪伴人，在一起飲酒歡鬧，持續幾日或一週，然後新郎

才開始去迎娶新娘，所以陪伴之人怎麼可能在與新郎同在的那段時間禁食？主耶穌在這裡用這個告

訴發問的那些人，現在祂道成肉身住在門徒們中間，祂教導他們帶領他們，有喜樂有平安，不需要

禁食。但當時候到了，新郎離開了，他們就要禁食，主耶穌在這裡已經預言祂將會上十字架，死後

復活，當祂離開這些門徒了，門徒們需要禁食，為要表達謙卑，紀念和悔改的心，是出於聖靈的感

動不是律法禮儀上的行為。 

21和22節，耶稣用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同时记载在太九14-17節，路五36-39節中。第一個

比喻，耶穌用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識，那時候猶太人多穿的是毛織成的衣服，毛纖維非常容易縮水，

即遇到水後會縮短。用剛織好沒有下過水的新布，縫補在舊衣服上，當穿完洗的時候，新布會收縮，

就會拉裂舊衣服，破的更大了，更沒法穿。 

第二個比喻是酒和皮袋，猶太人那時候用來裝酒的是羊皮袋，新羊皮袋有比較好的延展性，即

使裡面的酒發酵膨脹，也不會被撐破，而舊的羊皮袋會逐漸變硬，沒有那麼好的延伸性，裝上新舊

就會被撐破，酒就漏出來了。耶穌用這兩個比喻說明一件事，新舊不能混淆，舊約律法的禮儀不能

套用在新約時代，主耶穌來了，新約時代的規矩也不套用在舊約律法禮儀上，也就是不能將恩典和

律法混為一談。這是駁斥那些禁食的人用舊約律法禮儀來約束新約的門徒，告訴他們這樣指責是不

合適的。 

23和24節，安息日的某一天，耶穌和門徒從走路時從麥地經過，門徒們掐了麥穗來吃。法利賽

人看到了，就問耶穌說，你們怎麼在安息日作不可以做的事呢？法利賽人認為在安息日不能掐麥穗，

那屬於違法規條的行為。在摩西律法中，用手摘麥穗來吃是可以的（申23:25），但在安息日是否可

以掐麥穗吃沒有明確規定。但法利賽人認為不可以，他們覺得掐麥穗，搓麥穗等都是違法安息日不

可作工的條例。 

25和26節，耶穌這次沒有用比喻來回答他們，而是用大衛的事實來反駁他們，耶穌直接質問他

們是否讀過在舊約中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在飢餓缺乏時所做的。主耶穌指的是大衛在逃避掃羅王的

追殺時，他和跟從他的人逃到挪伯，進入到挪伯的聖所討要食物，當時挪伯的大祭司是亞希米勒，

他拿了陳設餅給大衛他們吃。然而根據摩西律法的規定，聖殿內的陳設餅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出

29:32-33），然而大衛吃了，神沒有降罰於他。原因何在，也就是主耶穌接下來所宣告的人子才是

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所以27和28節是個總結，主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了人所設立的，我們來看看神當初設立安息日的

目的是什麼？神設立安息日是為憐憫人，可以有安息的日子，是為了給人安息，而不是讓人受束縛。

神創造人不是讓人受束縛，人不是為了受束縛和律法規條重擔而創造的，創世紀說神創造人，是讓

他們管理這個世界。舊約所有的禮儀規條，原是要帶領人認識那將來的主耶穌基督（西2:16-17，加

3:23-24）。 

主耶穌基督是安息日的主，祂是讓人得到真正安息的，當時的法利賽人雖然遵行安息日，但卻

並沒有真正安息，他們遵行律法卻沒有明白律法真正的目的，反而給自己加上各種的規條和重擔。

主耶穌來，因著信靠祂，人才能在祂裡面得著真正的安息，而不是形式上的守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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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即一週的第七日，等於現在的星期六，自星期五日落時分開始，至次日日落時分結束

（猶太曆法）。神定此日為聖日(創2:3)，不准以色列人作工，以記念神完成創造之工(出20:8－11)。 

 

 
1. 大衛在挪伯聖殿吃陳設餅時的祭司是誰？ 

（1）兩處經文：在馬克福音2:26節，主耶穌舉了大衛的例子，祂說當亞比亞他做大祭司的

時候。但根據撒母耳記上21:1-6節記敘，那個時候的祭司是亞比亞他的父親亞希米勒當大祭

司。那麼到底是誰當大祭司呢？是主耶穌犯了錯誤，還是撒母耳記寫錯了？ 

（2）解釋：馬克福音26節中，主耶穌說的從希臘原文來看，是指在亞比亞他那時候，也就

是亞比亞他在生的時候，大祭司是後來亞比亞他的職位。我們來看這段歷史，當大衛和追

隨他的人，一同逃避掃羅的追殺，來到挪伯，就進入聖所裡要求食物，當時的大祭司是亞

希米勒，他就大衛他們吃聖所裡的陳設餅。掃羅得知後非常生氣，讓以東人殺死亞希米勒，

只有亞比亞他逃了出來，他去投奔大衛（撒上22:18-20），在大衛逃難的時候，亞比亞他任

大祭司，當大衛登基後，亞比亞他自認也為大祭司。大衛進聖所吃陳設餅的時候，是在亞

比亞他在生的時候，有可能他還當時在場，看到了他父親亞希米勒將陳設餅給了大衛他們。

所以主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是在亞比亞他那時候，大衛做了這些事，在大衛有生之年亞比

亞他一直是大祭司。 

（3）要義：主耶穌在這裡所要表達的並不是哪年哪月大衛做了什麼，亞比亞他什麼時候任

大祭司。主耶穌引用這段歷史是要表明舊約律法中的禮儀不是為了束縛人，神設立是為了

憐憫人，當大衛在那個情境下，他吃了陳設餅，神沒有獎罰。就如現在安息日，門徒們餓

了，難道因為安息日的規條，就不能吃東西一直餓著嗎？顯然不是。 

 

 

 
18到28節，主要記敘了兩件事：一是關於禁食（18－22）；二是關於安息日（23-28）。 

關於禁食，因為主耶穌的門徒沒有禁食，所以法利賽人就責問他們為什麼不禁食？耶穌用了新

布與舊衣，新酒與舊皮袋的比喻，讓他們明白主耶穌來了，新約時代開始，不要隨意將舊約律法禮

儀套用在新約時代。 

關於安息日，法利賽人認為安息日什麼都不可以做，然而主耶穌的門徒卻掐了麥穗吃，所以法

利賽人質問他們為什麼不守安息日。主耶穌舉了大衛的例子告訴他們，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神設立

安息日是為了憐憫人，讓人安息，而不是束縛人。 
 

 
1. 你有過禁食禱告嗎？為什麼你會選擇禁食禱告，目的是是什麼？ 

2. 星期天對你有什麼特別意義嗎？你是否會將每個週日都留出來來敬拜神？ 

3. 你覺得在現代教會中我們是否常常還死守一些規條？有哪些？你覺得應該怎麼做才符合主

耶穌這裡所表達的，新酒不能裝在舊皮袋中的意義？ 

 

C  醫治枯乾的手（3:1-6） 

3:1耶穌又進了會堂，在那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 

3:2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穌。 

3:3耶穌對那枯乾一隻手的人說，起來，站在當中。 

3:4又問眾人說，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可以的呢？他們都不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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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憂愁他們的心剛硬。就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 

3:6法利賽人出去，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1節，耶穌進了猶太人會堂，在會堂裡有一個人，他的手枯乾，這裡的枯乾不是人年老後自然

的枯乾，因是受傷或疾病導致肌肉萎縮類的枯乾，是得病了。 

2節，當耶穌進會堂後，那些法利賽人在旁邊偷偷地監視，想要看看耶穌在安息日的時候會不

會給人治病，如果耶穌在安息日給那個手枯乾的人治病，那麼他們就可以利用這把柄去控告耶穌。

從這節經文中我們看到法利賽人的心，他們不關心在他們的會眾中有人手枯乾，不能動彈，沒有想

幫助他的愛心，卻只想利用別人的病痛來找出耶穌的把柄。 

3節，耶穌看到了這個手枯乾的人，就對他說，起來，站在中間。耶穌沒有因為法利賽人要指

控他，而規避什麼，反而對著那個手枯乾的人說話。耶穌說這話，就是想要醫治這個人，從4節中，

我們看到這個人他肯定是站起來了，聽從主耶穌的話。 

4節，耶穌沒有立即醫治他，而是問眾人，在安息日行善或者行惡，救人或者害人，哪一個是

可以的？很有意思的是，眾人都不作聲，他們沒有下像往常一樣反駁滔滔不絕，說明他們內心深處

其實也明白，在安息日行善和救人是可以的。但他們明明知道安息日可以行善救人卻依然保守沉默，

甚至還想利用這事來控告耶穌，只能說那時候他們的心已經被蒙蔽了。 

5節，主耶穌看到他們沉默不語的反應，就知道他們心裡剛硬驕傲，梗著脖子不願意認為自己

有錯。就像一個驕傲的人，明明知道錯了，卻不承認錯了，反而想要消滅那個告訴他什麼是正確的

人，凡利賽人也是如此，他們面對耶穌的質問不回答，但心裡卻沒有悔改。在福音書中，描寫主耶

穌表情的詞彙不多，但這裡有一個詞「怒目」，可以想像當時主耶穌看到眾人的心剛硬是多麼憤怒

和憂愁。主耶穌沒有繼續用言語教訓他們，而是對那個手枯乾的人說，把手伸出來，那人把手伸出

來，手就復原了，主耶穌醫治了他。 

6節，當主耶穌醫治了這個手枯乾的人，法利賽人有什麼反應？他們沒有當場發作，卻更加堅

定惡他們要除滅耶穌的心，於是他們出了會堂，去找合謀的同夥希律一黨，商量怎麼才可以除滅耶

穌。 

 

 
會堂：猶太會堂，希臘字是Synagogue，意思是聚集的地方，是當時猶太人聚集禱告，聽道，

敬拜的地方，是猶太人生活的重要場所。當時有很多猶太人的會堂，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也是先

去猶太人聚集的會堂，先給猶太人傳揚福音。後來因為遭到反對和迫害，才逐漸向外邦人傳福音。 

 

 
1. 希律黨，在馬克福音3:6，12:13，馬太福音22:16中提到希律黨，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黨派

呢？ 

（1）立場，希律黨是當時擁護希律家族統治巴勒斯坦的黨派，在羅馬統治期間，希律安提

伯特被任命管治猶太地區，代表羅馬政府統治猶太。希律家族其實並不是純正猶太人，他

們是以東人，所以大部分的猶太人和法利賽人不支持他們。希律黨與其說是教派不如說是

一個政黨，他的政治性更強，是為了維護希律家族在猶太地區的統治。當時很多猶太上層

社會的人擁護希律黨，因為服從他們可以保證他們自己在猶太地的地位和權利。 

（2）背景，希律黨家族一直是反基督的，他們這個家族的手上沾滿了猶太人的血，施洗約

翰被殺，為了殺害嬰兒的耶穌下令殺全猶太地的嬰孩，幾乎殺光猶太公會的人，這個家族

一直是在罪惡中。凡利賽人一直是保守的猶太教派，所以在其他時候他們反對希律黨，維

護猶太地，但是黨這個時候，他們卻寧願與統治他們的希律黨合作也要殺害耶穌，殺害耶

穌一直是希律黨想做的，因為他們想要統治猶太人，不願意猶太人出一個他們一直盼望的

彌賽亞，所以雙方在這件事上合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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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1到6節記敘了一個簡潔的故事，我們按照故事人物，地點，事件來分析這6節經文。 

人物：主耶穌，法利賽人，會眾，手枯乾的人 

地點：猶太會堂 

事件：（1）主耶穌進入猶太會堂，看到有一個手枯乾的人；（2）另一個場景，有法利賽人偷

偷地窺視耶穌，想抓住耶穌的把柄控告祂；（3）主耶穌讓那個人站起來，站在中間，讓他伸出手

來，那個枯乾的手就得醫治；（4）因著法利賽人的心硬，耶穌憤怒又憂愁；（5）法利賽人看到耶

穌醫治了那人，就出去找希律黨合謀要除滅耶穌。 

 

 
1. 耶穌為什麼剛開始傳道先去猶太會堂？耶穌愛猶太人嗎？ 

2. 法利賽人對那個手枯乾的人是什麼態度？法利賽人 大的問題是什麼？ 

3. 耶穌為什麼怒目周圍的人，又為他們憂愁？我們在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否也是又憤怒

又憂愁，請舉例現代美國發生的哪些事，讓你又憤怒又憂愁，我們應該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