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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五餅二魚  
                                                                            ——馬可福音6:1-56 

 

 
有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幾十年前，那時候有一戶人家，有宣教士來到那裡，這戶人家願意接

納宣教士住在他家裡一陣子。後來這戶人家的夫妻願意信主，一段時間後宣教士離開了那裡，在離

開前在那戶人家裡建立一個小小的查經班。在那個年代，許多人都吃不飽飯，那戶人家裡也不富裕，

有一天他給神禱告說神啊，如果你可以讓來查經班的人有東西吃，我願意一直開放我們家庭。他們

夫妻就憑著信心，將家裡僅有的東西拿出來給來參加查經班的人吃，然而第二天食物沒有減少，就

這樣堅持了好幾年，越來越多的人來他們家參加聚會，受洗信主，成立了那個地方第一家教會。這

是個真實的故事，因為我的外婆就是去參加查經班信主的，因為這戶人家而信主的，他們的後代也

都走在神的道上。我們知道很多事情真實地發生在歷史中，神的權能超過世間萬有，只要我們有信

心依靠祂，祂讓我們無所缺。 

 

 
 

 

 
一、第一段落：主的先知（6:1-29） 
A、主耶穌在家鄉（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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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耶穌離開那裡，來到自己的家鄉，門徒也跟從他。 

6:2到了安息日，他在會堂裡教訓人，眾人聽見，就甚希奇，說，這人從那裡有這些事呢？所賜給

他的是甚麼智慧，他手所作的是何等的異能呢。 

6:3這不是那木匠麼，不是馬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麼，他妹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

裡麼，他們就厭棄他。〔厭棄他原文作因他跌倒〕 

6:4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6:5耶穌就在那裡不得行甚麼異能，不過按手在幾個病人身上，治好他們。 

6:6他也詫異他們不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6:7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污鬼。 

6:8並且囑咐他們，行路的時候，不要帶食物和口袋，腰袋裡也不要帶錢，除了柺杖以外，甚麼都

不要帶。 

6:9只要穿鞋，也不要穿兩件掛子。 

6:10又對他們說，你們無論到何處，進了人的家，就住在那裡，直到離開那地方。 

6:11何處的人，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你們離開那裡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對他們作

見證。 

6:12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 

6:13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 

 

 
第五章中主耶穌先在趕鬼救了格拉森人，接著去到加利利海邊，後來去了崕魯家，幾乎主耶穌

一直在加利利海域附近的城鎮傳道。6章1節說，主耶穌離開了他傳道的地方，來到了自己的家鄉，

也就是加利利的拿撒勒（太2:22-23，路4:16）。 

耶穌每一次到一個地方傳道，他會先去猶太會堂，回到家鄉也不例外，到了安息日，耶穌進了

會堂，在會堂裡傳講。會堂裡的人聽了都覺得驚奇，就開始議論紛紛，他們好奇的是，主耶穌怎麼

能做到這些神蹟奇事呢？祂是怎麼做到的，誰賜給祂這樣的權柄做這些事，祂是怎麼做到的呢？ 

因為是在耶穌的家鄉，所以眾人都認識祂，知道耶穌是木匠的兒子（太13:55），約瑟原來是

個木匠，可能耶穌從小也幫祂父親的忙，等約瑟死後，身為長子的耶穌，為了維持家計，可能做過

一段時間木匠。所以3節，眾人都懷疑說，那不就是那個木匠嗎？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

西門的兄長，祂的妹妹也住在我們這裡。眾人說這些話，含有原來也不過如此的意思，覺得耶穌也

沒什麼了不起的，心裡含了嘲笑和奚落的想法。眾人因為認識祂，知道主耶穌家裡的一切，覺得祂

跟自己一樣，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所以就厭棄主耶穌，不相信祂會有什麼特殊的權柄能力和身份。 

4節，耶穌已經知道這個情況，所以祂說，先知在各個地方都受尊敬，因為他們是傳講神的話

的人，然而在自己的家鄉卻不受尊敬。就如向最親近的親戚朋友傳福音很艱難一樣，因為他們太熟

悉你，除非你的生命有非常大的改變，讓他們看到神的作為在你身上。 

5節說主耶穌在家鄉沒有行什麼神蹟，只是按手在一些人身上，讓他們病得醫治。因為那些人

不信耶穌，所以耶穌就往周邊的鄉鎮去傳道，其實主耶穌在家鄉也完成可以行很多神蹟，讓眾人知

道祂的權能，但主耶穌沒有這麼做。因為主耶穌不希望人是因為看到眼前的利益，看到神蹟才信祂，

而是希望祂所傳講的道能進到他們心裡，能因著心裡的信而認識祂。 

7節馬可記載了主耶穌正式開始差派十二使徒，主耶穌讓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因為在猶太人，

兩個人做見證更具可靠性（申17:6），而且兩個人還可以互相幫助。所以從主耶穌差派門徒，就注

重團隊的合作和同工，不是靠著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幾個人一起同工。主耶穌差派門徒出去，也

賜給他們權柄，讓他們可以治病趕鬼，門徒門在這個時候開始的傳道訓練，也為後來主耶穌升天後

他們的傳福音打下基礎。 

8到11節是主耶穌對差派出去的門徒的囑咐，讓他們不要帶食物和口袋，不要帶錢，不要帶多

餘的衣服，只穿著鞋，帶著拐杖。而且到了任何一個地方，如果有人接待你，進了人的家裡，就住

在那裡，直到離開那個地方。如果到了一個地方，他們不接待你，你們離開那裡的時候，把腳上的

塵土跺去，用腳跺去塵土表示與那個地方的人拒絕福音，與門徒門無關了，他們拒絕福音他們要承

擔自己不信的後果，以這個動作對那些不接待他們的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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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節，按著主耶穌所囑咐的，門徒門開始出去傳道，他們用主所賜給他們的權柄治病趕鬼，叫

眾人悔改。門徒門出去傳福音，主耶穌為什麼細細地囑咐他們那麼多瑣事，不能帶這個帶那個，詳

細內容可參考下面的相關信息。主耶穌的目的是讓門徒靠著信心，靠著神供應一切所需，而不是靠

著自己。 

 

 
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這是一種風俗，當法利賽人離開一個外邦地區時，通常作此象徵性的

動作，表示與外邦人的不潔與他們無關。主耶穌讓門徒門這麼做，表示那個地區的人不接受福

音，他們應該自己對拒絕福音負責，將來得不到福音的福分是他們自己的錯，與門徒門無關，

因為門徒已經將福音傳給他們的，是他們自己不信。（徒13:50-51） 
 

 
1. 傳福音的裝備，在8到11節的經文中，主耶穌囑咐差派出去傳道的門徒門，什麼都不要，

那麼我們該如何來應用這個囑咐，在現代社會中傳福音也這樣行嗎？ 
（1）主耶穌囑咐的目的：主耶穌讓門徒門什麼都不要帶的目的是鍛鍊他們的信心，刻

苦己身，在艱難的環境中全然依靠主，不為自己預備和考慮什麼，一切都在主的手中。 

（2）不帶任何物品規定的更改：根據路加福音22:35-38節，主耶穌將要被捉拿之前，

主耶穌取消了這段經文中讓門徒什麼都不要帶的規定，主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

可以帶著、有口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22:36）因為在那個

時候，這些門徒已經學會了不依賴物質上的幫助，有信心主會預備他們一切所需的，

所以主耶穌讓他們帶上錢，口袋和刀劍。 

（3）應用原則：一，主的工人不要為自己預備什麼，謀劃什麼，不要依賴外在的幫助，

而是要證明神能供應我們一切所需；二，為了主的緣故，我們刻苦忍耐要歡喜接受，

但不為主的緣故，無意義的刻苦並不是主所希望的，主希望我們靠著信心，憑著信心，

相信主的供應豐豐富富；三，主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林前9:14），但如果對

不信的人應當一無所取（可6:7）； 

2. 主耶穌在家鄉和主耶穌差派門徒記載在另外兩卷福音書中。主耶穌在拿撒勒，路加福

音4:16-24，馬太福音13:53-58，約翰福音4:44。主耶穌差派十二門徒，馬太福音10:1-14，

路加福音9:1-6。在路加福音10:1-24節還記載了主耶穌差派72個使徒出去傳福音。 

 

 
1到13節這段經文按著內容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1到6節，主要記敘主耶穌在

家鄉的情形，主耶穌在家鄉不受到尊重，那裡的人不相信祂，質疑祂，所以主耶穌在家鄉沒有行神

蹟，而是醫治了一些得病的人，就轉到其他鄉鎮去傳道。這也告訴我們，當我們在某個地方傳道受

阻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強迫那個地方的人信，只要盡到我們的責任將福音傳出去，信還是不信不

在於我們。 

第二部分是7到13節，主耶穌第一次正式地差派門徒出去傳道，主耶穌差派門徒出去主要有以

下幾個原則：一，兩個兩個的出去；二，不帶物質供給，全然依靠神的供應；三，為主受苦，但不

受無意義的苦，有人接待就住在人的家中；四，對於不信的人，要對他們一無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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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知在家鄉不受歡迎，讓你想到什麼？你向親近的人傳過福音嗎？你信主是誰給你傳的福

音？ 

2. 主耶穌為什麼沒有繼續在家鄉行神蹟，當一個地方的人拒絕相信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3. 主耶穌差派門徒，為什麼兩個兩個？主耶穌囑咐他們什麼都不要帶，目的是什麼？我們現

在作主的工人該怎麼應用這個原則？ 

4. 你有使命感嗎？作為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什麼？ 

 

B、施洗約翰殉道（6:14－29） 

6:14耶穌的名聲傳揚出來。希律王聽見了，就說，施洗的約翰從死裡復活了，所以這些異能由他裡

面發出來。 

6:15但別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6:16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 

6:17先是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差人去拿住約翰，鎖在監裡，因為希律已經娶了

那婦人。 

6:18約翰曾對希律說，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6:19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 

6:20因為希律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聽他講論，就多照著行，並且樂意

聽他。〔多照著行有古卷作游移不定〕 

6:21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擺設筵席，請了大臣和千夫長，並加利利作首領的。 

6:22希羅底的女兒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歡喜。王就對女子說，你隨意向我求甚麼，我必

給你。 

6:23又對他起誓說，隨你向我求甚麼，就是我國的一半，我也必給你。 

6:24他就出去，對他母親說，我可以求甚麼呢？他母親說，施洗約翰的頭。 

6:25他就急忙進去見王，求他說，我願王立時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裡給我。 

6:26王就甚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辭。 

6:27隨即差一個護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護衛兵就去在監裡斬了約翰。 

6:28把頭放在盤子裡，拿來給女子，女子就給他母親。 

6:29約翰的門徒聽見了，就來把他的屍首領去，葬在墳墓裡。 

 

 
前面講到主耶穌回到家鄉拿撒勒，但那裡的人不相信祂，所以主耶穌去到周圍各處，而且開始

差派十二門徒出去傳道，並且賜他們治病趕鬼的能力，漸漸地，主耶穌的名聲傳揚得越來越廣。14

節說，希律王也聽到主耶穌所行的事，他認為是施洗約翰復活了，所以可以做這些神蹟奇事，其實

在聖經的記載中，約翰沒有行過神蹟，但是他是一位傳道大有能力的先知，眾人都去聽。這裡希律

王會認為是施洗約翰復活了，可能與施洗約翰是被他下令處死的，他有罪疚感和恐懼感，所以聽到

主耶穌所做的事，就覺得可能是施洗約翰復活了。 

15節中對主耶穌的身份的猜測，有人認為耶穌是為先知，就像古時的先知以利亞一樣，在猶太

歷史中，以利亞是一位最有名的先知，他行了許多神蹟奇事，最後被神接走（王上17:1-王下2:12）。

所以眾人看到耶穌行了許多神蹟奇事，就覺得祂像先知以利亞。但希律卻堅定地認為，是他所殺的

施洗約翰復活了，希律知道施洗約翰是先知，也知道他帶著能力，所以因為殺了約翰，希律內心惶

恐害怕，他一面良心不安，一面又懼怕施洗約翰所信的神，總是認為施洗約翰會復活。 

下面的17到29節是記敘了施洗約翰殉道的整個過程。故事從希律王這裡開始，希律王有個兄弟

名叫腓力，這個腓力沒有被封為王，那個時候住在羅馬。他的妻子叫西羅底，西羅底離開了腓力，

轉而嫁給了希律王。施洗約翰曾經對希律王說，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按著猶太律法兄弟

沒有死，娶兄弟的妻子是被禁止的（利20:21）。那個時候希律已經娶了西羅底，而約翰卻直言他的

錯處，希律不想讓約翰就這件事抨擊他，就差人去拿了約翰，將他下在監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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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希律當時抓了施洗約翰，但是他知道施洗約翰是一個義人，只是他不希望施洗約翰就他娶

西羅底的事情而反對他，所以將他抓進監牢裡。可以說，這個時候施洗約翰雖然被抓了，但是沒有

生命危險，20節說，希律很尊敬施洗約翰，時常聽約翰的講論，還聽從約翰的話，遵他的話而行。 

然而19節說施洗約翰反對希律娶西羅底的事，被西羅底知道了，西羅底就非常地恨施洗約翰，

總想要殺了他，苦於沒有機會下手。某一天機會來了，21節說，那天是希律的生日，他大擺宴席，

請了大臣和千夫長，還有一些當時加利利的官員。 

22節，西羅底的女兒近來跳舞，希律和同席的人非常喜歡，希律就對西羅底的女兒說，你可以

隨意提要求，無論什麼我都給你。還起誓說，無論你要什麼，即使是國家的一般，我也會給你。結

果西羅底的女兒就出去問她的母親西羅底，這麼好的機會放在面前，西羅底毫不猶豫地就對她女兒

說，你要施洗約翰的頭。西羅底的行為讓我們想起另一個在舊約以色列歷史中迫害神的先知的女人，

耶洗別，這兩個女子都在撒旦的權勢下，而且西羅底還將她這種隨意殺人的罪，傳遞給她的女兒。 

25節，西羅底的女兒很聽她母親的話，聽了後，二話不說就進去見希律，說她希望希律王可以

立即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裡給她。26節，希律王很憂愁，當時他不想殺施洗約翰，但是他又在

眾人面前起了誓，而且是在自己一眾下屬的面前，他要維護自己作為王的權威，所以他沒有推辭。

在這個時候希律王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施洗約翰的生命之上。 

27節，希律王就差了一個護衛兵，讓他去取了約翰的頭，護衛兵來到監牢裡殺了約翰，把頭放

在盤子裡，拿來給了西羅底的女兒，而西羅底的女兒將施洗約翰的頭獻給了她母親。這是一個很悲

傷的故事，因著西羅底的恨意和希律王的自私自利施洗約翰被殺。他的門徒知道了這件事後，就領

了約翰的屍首，將他髒在墳墓裡，這是整個施洗約翰殉道的過程。 

 

 
先知：先知是奉神差遣向祂的子民傳講神的話的人。耶穌一直在傳講神國的道，所以許多人認為

祂是先知，耶穌是先知，祭司，君王。 

 

 
1. 希律，西羅底：希律是大希律(太2:1)的四個兒子之一，又名希律安提帕，從主前四年至

主後卅九年，統治加利利和比利亞(約但河東南部)。「腓力」是希律的同父異母兄弟，

又稱希律腓力一世，他沒有作王，住在羅馬。「希羅底」是大希律的孫女，先嫁給在

羅馬的叔父腓力，後改嫁另一叔父希律安提帕，也就是這裡經文記載的希律。西羅底

的女兒，根據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考證，她的名字是撒羅米，她後來嫁給統治北部地

區的另一叔祖，就是希律腓力二世(腓力一世的同父異母兄弟)。 

2. 先知以利亞，先知以利亞的一生充滿神蹟，他所在的歷史背景和一生主要行的事列舉

如下： 

（1）歷史背景：以利亞所處的時代是列王時代，當時以色列國家分裂，國內混亂，墮

落，敗壞，是一個遠離神的黑暗時期。當時的王是亞哈，他的妻子耶洗別是西頓王的

女兒，熱心事奉巴力。亞哈王為了迎合他的妻子，在以色列國眾建了巴力的祭壇，耶

洗別強迫以色列人隨從她的宗教，並且大肆迫害神的先知。所以以利亞所處的時代非

常艱難，耶和華的先知被殺害，國人開始崇拜巴力，背離神。 

（2）以利亞的事蹟：一，出現，以利亞由撒馬利亞來到基立溪旁（王上 17:1-7），他

指責亞哈王跟從耶洗別拜巴力，因為先知受迫害，以利亞退到基立溪，靠著烏鴉叼餅

和肉生存；二，在西頓的撒勒法（王上17:8-34），旱災的時候，住在寡婦家中，救活

了她死去的兒子；三，回到撒馬利亞（王上18:1-19），那時候已經是三年後，以利亞

斥責亞哈王拜偶像，而且向巴力的先知挑戰；四，迦密山事件（王上18:20-45），以利

亞與巴力的先知一起在迦密山，巴力的先知一無所成，以利亞獻祭時卻天降大火得勝，

當時死了幾百個巴力先知；五，因為迦密山事件，耶洗別要殺以利亞，以利亞離開了



	   6	  

那裡，去了很多地方，後來呼召以利沙跟隨他，教導以利沙預備接班人，後被神接走。

（王上19:1-21，21:1-29，王下2:1-12） 

3. 施洗約翰殉道的事蹟還記載在馬太福音14:1-12節。 

 

 
這段經文主要講述了施洗約翰殉道的事，馬可採用倒敘的方法來記敘這件事。首先是，因著主

耶穌帶著門徒在加利利傳道，名聲傳揚開去，以致於希律王也知道了主耶穌所行的事。其次，希律

王知道後，疑心是施洗約翰復活了，他為什麼會這麼想，因為是他親手下令處死了施洗約翰。最後，

也就是本段經文的主要內容，希律為什麼會親手下令處死施洗約翰，因為施洗約翰反對他娶西羅底

而被抓進了監獄。西羅底對此懷恨在心，在一次希律的生日宴會上，西羅底的女兒因為跳舞受到希

律的賞賜。西羅底藉著這個事情讓她女兒求要施洗約翰的頭，希律王騎虎難下，為了顧全自己的面

子就下令處死了施洗約翰。 

從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詭詐，險惡，這裡主要有三個人物，希律，西羅底，施洗約翰。

希律王雖然不想殺約翰，但是當著那麼多人的面，他起了誓，不能在下屬面前失去權威，他就選擇

犧牲了施洗約翰。西羅底，是一個險惡的女子，她不顧人倫，離開丈夫，嫁給丈夫的弟兄，還懷恨

施洗約翰，她沒有覺得自己犯了罪，卻籍著自己的女兒最終殺掉了施洗約翰。施洗約翰，在這段經

文中，只提到了一句，他向希律說不能娶西羅底，因為施洗約翰遵行神的律法，而且不畏強權，他

一直知道自己的使命（約3：23-28）。 

 

 
1. 希律聽到耶穌的事，為什麼認為是施洗約翰復活了？ 

2. 以利亞是誰？他做了什麼？他在那個時代所行的給了我們怎麼樣的信心？ 

3. 希律王不想殺施洗約翰，但為什麼最後還是殺了他？是自己的利益重要還是神重要？希律

的事給我們什麼警告？ 

4. 西羅底是什麼樣的人，在實現中有西羅底那樣的人麼？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仇

敵攻擊我們的信仰，我們該怎麼做？ 

 

第二段落 信心的經驗（6:30-56）    
A  五餅二魚（6:30-44） 

6:30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裡，將一切所作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他。 

6:31他就說，你們來同我暗暗的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連喫飯也沒有工

夫。 

6:32他們就坐船，暗暗的往曠野地方去。 

6:33眾人看見他們去，有許多認識他們的，就從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裡，比他們先趕到了。 

6:34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

多道理。 

6:35天已經晚了，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天已經晚了。 

6:36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自己買甚麼喫。 

6:37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喫罷。門徒說，我們可以去買二十兩銀子的餅，給他們喫麼。 

6:38耶穌說，你們有多少餅，可以去看看。他們知道了，就說，五個餅，兩條魚。 

6:39耶穌吩咐他們叫眾人一幫一幫的，坐在青草地上。 

6:40眾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 

6:41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也把那兩條魚分

給眾人。 

6:42他們都喫，並且喫飽了。 

6:43門徒就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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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喫餅的男人，共有五千。 

 

 
30節開始，馬可重新接著記敘7節開始耶穌差派使徒出去的事，那些門徒出去傳道，並有耶穌

所賜的治病趕鬼的能力。現在，這些門徒門回來了，他們將自己所做的事都告訴主耶穌，所經歷的

一切都告訴主，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當他們作了工後，就來到主耶穌的面前，將一切都告訴主，

我們也是如此，需要來到主的面前，將一切都告訴主。這裡沒有用門徒這個詞，而是用的是使徒，

也就是被主所差遣有著使命的門徒。 

31和32節，當這些使徒們回到主耶穌面前的時候，主耶穌讓他們跟隨祂去曠野地方歇一歇，因

為那些門徒殷勤傳道，人來人往，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主耶穌愛這些門徒，體貼他們各樣的需要，

看到他們忙碌就帶著他們去休息。門徒們跟隨主一起坐船，悄悄地去了曠野。從這兩節經文我們知

道人在世上勞苦忙碌，為主作工，但也要有休息的時間，休息後重新再出發為主作工，主耶穌並不

希望我們過度勞累，拖垮了身體。 

33節，他們雖然想悄悄地去曠野，但是有許多人認識他們，看到他們往那裡去，就從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裡，比主耶穌他們還早到達。34節，主耶穌他們到了後，看到有這許多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就像羊沒有了牧人，茫茫然無處可從，這句話記載在民數記27:17，描述以色列百姓沒有神

照看的悲慘光景。雖然主耶穌帶著門徒本來是想找個地方休息，但是看到眾人如迷失的羊，就不顧

疲累，開始將天國的道教導給他們。 

35和36節，耶穌在那裡教導眾人，可能過了很長時間以致於天色都晚了，門徒們就過來問耶穌，

天色晚了，是否應該讓眾人都散去，這樣他們可以自己去西面的鄉村裡，買點東西吃。然而37節，

主耶穌卻沒有這麼做，祂讓門徒給眾人吃的，門徒們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們問耶穌，難道要我們

花二十兩銀子買了餅給他們吃嗎？意思就是我們哪裏有那麼多的銀錢去買餅給這許多人吃？耶穌知

道有多少人嗎？當然知道，也知道要讓這些人吃飽需要很多的餅，耶穌這裡吩咐門徒給眾人吃，不

是為難門徒，而是在考驗門徒的信心。門徒已經和耶穌經歷了那麼多的神蹟，而且也自己出去傳道，

會治病趕鬼，但是門徒卻依然沒有信心他們可以讓這麼多人吃飽。 

38到40節，耶穌沒有理會他們的問話，而是要他們去看看有多少餅，門徒回答，五個餅，兩條

魚。耶穌吩咐他們讓眾人一幫一幫地草地上做好，這個時候門徒沒有像剛才那樣反問，而是聽從耶

穌的吩咐，門徒們順服主，吩咐眾人一排一排的坐好，有一百人一排的，五十人一排的。 

41節，耶穌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也把那兩

條魚分給眾人，眾人都拿起餅和魚吃了，並且都吃飽了。門徒們把剩下的碎餅碎魚收拾起來，裝滿

了十二個籃子。這是一個神蹟，用我們人的能力沒有辦法做到，主耶穌祂沒有直接告訴門徒祂可以，

祂只是吩咐他們，門徒們亦有信心順服主的吩咐。 

44節點出了當時的人數，男子就有五千人，婦女和孩童的數目不算在內，所以總體人數必然超

過五千人。按著猶太風俗，數點人數的時候，一般只數算成年男子，婦女和兒童不算在內，在舊約

的民數記中也是如此。 

 

 
使徒：這是馬可福音中第一次用使徒這個詞，前面一直是用的門徒，他們依然是主的門徒，但

是使徒有了被主耶穌差派出去傳道的這個使命，所以當門徒們傳道回來時，馬可用了使徒來稱

呼他們。 

 

       

1. 五餅二魚的事蹟在四卷福音書中都有記載，馬太福音14:13-21；路加福音9:10-17；約翰福音

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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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十兩銀子：原文是二百個得拿利（denarii），一個得拿利是當時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

（太20:2），可以提供一家一天食物所需。二百個得拿利相當於大半年的工資，但是現場

男子就有五千多人，加上婦女兒童，所以當時門徒就將這難處提出來，即使二百個得拿利

也不夠餵飽這許多人，何況他們也沒這麼多錢。 

 
 

 
這段經文記敘的是一個耳熟能詳的事蹟，這整個事蹟的情節和過程都非常熟悉，從眾人的跟隨，

主耶穌的憐憫，到門徒憂心沒有食物，主耶穌的吩咐，眾人得飽足。在這個事蹟中，我們需要學習

到幾個要點： 

一，眾人的跟隨，這些人經歷了五餅二魚的神蹟，也聽到了主的道，得著主耶穌的憐憫，是因

為他們的主動跟隨。他們看到主耶穌和門徒，就匆匆地跟隨而去，因為他們相信主耶穌，想要聽祂

的道，想要跟隨祂，所以得著這福氣； 

二，主的憐憫，主耶穌和門徒已經非常累，主耶穌原意也是讓門徒跟隨祂去休息一下，但是主

看到跟隨而來的眾人如迷失的羊，祂就憐憫他們，給他們天國的道，讓他們不僅身體得飽足，也讓

他們得屬靈的飽足‘ 

三，門徒的信心，門徒的信心總是在起伏不定，這從前面幾章中可以看到，雖然門徒跟隨主經

歷了很多神蹟，但他們有時候依然信心不足。所以當主耶穌讓他們給眾人食物的時候，他們沒有信

心，反而將難題拋給主耶穌。當主耶穌開始吩咐他們的時候，他們順服了，到後來完全經歷這神蹟。 

 

 
1. 你以前讀過五餅二魚的事蹟嗎？當時什麼反應，有什麼思考可以與大家分享？ 

3. 主耶稣和门徒非常累，但是众人跟上来了，主耶稣没有休息，继续传道。这给现在的传道
人什么启发，传道人应该本着什么样的心来服事众人？如何協調休息與作工？ 

4. 門徒的信心如何？他們為什麼反問主耶穌，後來又聽從了主的吩咐。 

5. 從這事蹟中，我們學到什麼？我們要為我們的生活憂慮嗎？ 

 

B  海面上行走（6:45-56） 

6:45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伯賽大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6:46他既辭別了他們，就往山上去禱告。 

6:47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穌獨自在岸上． 

6:48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甚苦。夜裡約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們那裡去，意思要走

過他們去。 

6:49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以為是鬼怪，就喊叫起來。 

6:50因為他們都看見了他，且甚驚慌。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6:51於是到他們那裡上了船，風就住了，他們心裡十分驚奇。 

6:52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愚頑。 

6:53既渡過去，來到革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 

6:54一下船，眾人認得是耶穌。 

6:55就跑遍那一帶地方，聽見他在何處，便將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裡。 

6:56凡耶穌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裡，或鄉間，他們都將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穌只容他們摸

他的衣裳繸子，凡摸著的人就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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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到耶穌用五餅二魚讓五千人吃飽，當時他們是坐船去到曠野地，本來是想要找個地方休

息一下，沒想到許多百姓跟隨著他們。這一次眾人都吃飽後，主耶穌就催促門徒們上船，讓門徒先

坐船渡到伯賽大去，伯賽大是一個加利利海邊的城市。主耶穌自己等到眾人都散去的時候，祂就辭

別了他們，往山上去禱告。 

47節說到了晚上，門徒的船還在海面上，主耶穌可能一直在山上禱告，因為祂還在岸上。這個

時候主耶穌在岸上看到門徒們搖船非常辛苦，因為風向不順，可能是逆風而行或者風向與船行方向

不一致。那個時候已經是夜裡四更天了，按照羅馬計時法，大約是凌晨三四點。主耶穌看到門徒辛

苦，所以祂沒有繼續禱告下去，而是行走在海面上要過去幫助他們。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是向著

門徒們坐著的船的方向去，想要經過他們。就如當時耶和華在會幕前與摩西說話，摩西求神的榮耀

顯現給他看，耶和華就說要顯現一切的恩慈在摩西面前經過，含有在他們面前顯現的意思。 

48節，然而那個時候門徒看到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卻沒有認出祂，以為是鬼怪，就喊叫了起

來。主耶穌知道門徒們看見了祂，卻那麼驚慌失措，甚至喊叫起來，就連忙告訴門徒，讓他們放心，

讓門徒們不要害怕。主耶穌在這裡說是我，就如當時耶和華神回答摩西一樣，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也就是神的名字。這短短的一節經文，讓我們看到門徒們的膽怯和主耶穌的愛，門徒們其

實剛剛經歷五餅二魚的神蹟，他們見到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卻依然驚叫以為是鬼怪。試想當時主

耶穌的心情，祂本來在山上禱告，看到門徒搖船辛苦才下來的，門徒看到祂卻驚慌失措，主耶穌反

而出聲安慰他們。 

51節，主耶穌到了門徒那裡到時候，就上了他們的船，那個時候風止住了，門徒們心裡十分驚

奇。52節是解釋，因為門徒們不明白前面發生的五餅二魚的事，心裡依然愚頑，他們還沒有真正認

識主耶穌是誰。從馬可福音第一章開始，主耶穌就呼召了門徒，並且讓門徒一直跟隨祂，治病趕鬼，

平靜風浪，一件件都在門徒的面前成就。但是門徒們心裡還是沒有意識到主耶穌是誰，祂的權能有

多大。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理解主耶穌為什麼總是不願意讓眾人跟隨祂是因為神蹟，因為神蹟並不能

讓人真正明白他們信的是誰，門徒們看到那麼多神蹟，卻依然愚頑。但主耶穌的愛在這裡表露無遺，

無論門徒多麼的愚頑，甚至當後來主耶穌預言祂要受難，門徒們還在爭論誰為大，主耶穌卻依然愛

他們，看到他們陷在難處裡，就去幫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不明白而發怒，依然教導帶領他們。 

53到56節是記敘主耶穌和門徒在革尼撒勒所行的事。主耶穌和門徒搖船來到革尼撒勒的地方，

就靠了岸，伯賽大和革尼撒勒都在加利利海靠近北部的地方，一個靠東一個靠西，具體位置見相關

信息中的地圖。到了革尼撒勒後，主耶穌和門徒們就下了船，一下船，眾人認識是耶穌，就跑遍那

一帶地方，把所有有病的人，都喊了來，抬到主耶穌面前。只要主耶穌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周邊

的村里，城裡，鄉間的人都將病人抬到街市上，求主耶穌讓他們摸主耶穌的衣裳繸子，只要摸著的

人病就都好了。 

從這段描述中，我們看到當時百姓對主耶穌的信心，他們開始慢慢認識主耶穌，對於自己的需

求也明白，同時相信主耶穌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而且非常積極堅決地把握住與祂同在的機會。這

讓讀者們心裡感到無比欣慰，看到前面門徒的愚頑，心裡為主耶穌感到無奈，在這裡讀者們的心裡

總算得到些安慰。看到當地的百姓那麼有愛心和信心，很多病人都是被抬來的，說明都是由朋友或

家人或鄉親幫助他們，將他們帶到主耶穌的面前，這是百姓們的愛心。那些病人們相信只要摸一摸

主耶穌衣裳的繸子，他們就能痊癒，就像那個患血漏的女子一樣，對主充滿信心，正因為他們的信

心，所以凡摸到的都好了。 

 

 
四更天：四更天是羅馬計時法，猶太人把夜間分為三更。羅馬四更天分別是：一更，從黃昏

到晚上9點；二更，晚上9點到12點；三更，晚上12點到凌晨3點；四更，凌晨3點到早上日出。

猶太人的三更是：一更，日落到晚上10點（晚更）；二更，晚上10點到半夜2點（中更）；三

更，半夜2點到日出（早更）。耶利米哀歌有提到每逢交更的時候，就是兩更之間的那個點。

出埃及記14:24中說晨更，也就是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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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革尼撒勒和伯賽大，是兩個加利利海邊的城市，參看下面的地圖，幫助我們了解主耶穌所

走過的地方。 

 
2. 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還記敘在馬太福音14:22-33，約翰福音6:16-21；主耶穌在革尼撒勒治病

也記載在馬太福音14:34-36。 

 

 
45到56節馬可記敘了兩件事，第一件是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第二件是主耶穌在革尼撒勒治病。

第一件事發生在五餅二魚之後，主耶穌需要禱告，所以祂暫時與門徒分開。到了凌晨的時候，因海

上有風，門徒們在海上搖船非常辛苦，主耶穌就在海面上行走去幫助門徒，然而門徒卻被驚嚇到了，

主耶穌沒有失望反而安慰他們。這段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兩點：一，門徒的小信與軟弱，門徒經歷

了那麼多神蹟，依然心裡愚頑，沒有真正認識主耶穌是誰，也沒有完全地信靠祂，信心不足。所以

人的信心是在逐漸成長中，從這裡你完全想像不到等主耶穌升天後門徒們會那麼地信心剛強。二，

主耶穌的愛，主耶穌愛門徒們，雖然門徒們總是小信，總是不明白，但主耶穌一直包容他們，愛他

們，在他們陷入困境時幫助他們，教導他們。 

第二件是主耶穌在革尼撒勒治病，我們看到一幅幅非常有愛的畫面，百姓們奔走相告，主耶穌

憐憫他們，讓病人得著醫治。這裡發生的事也告訴我們：一，主耶穌的愛不僅對門徒，對任何人祂

都愛他們，只要人肯信，主耶穌必然醫治他們，無論是身體還是靈魂；二，當時百姓的信心，百姓

們非常有愛，幫助病人抬到主耶穌面前，那些病人非常有信心，因著他們的信心他們都得了醫治。 

 

 
1. 主耶穌為什麼要離開門徒去山上禱告？你是否有一定安靜禱告的時間？ 

2. 主耶穌看到門徒搖船辛苦，就停了禱告去幫助他們，這給你什麼樣的信心？ 

3. 門徒看到主耶穌在海面上行走，他們的反應是什麼？你讀到他們的反應，心裡是什麼感覺？

我們是否也常對主耶穌有這樣的反應？ 

4. 主耶穌看到門徒驚慌喊叫，祂說了什麼？你從中看出什麼，有什麼感想？ 

5. 主耶穌在革尼撒勒治病，你看到那些百姓的舉動，有什麼感想嗎？我們的身邊有愛心嗎？ 

6. 你有像那些病人一樣的信心嗎？你有經歷主愛，信心增長的見證嗎，請與大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