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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查经之九：可 6:14-56——组长版 

 

诗歌：《全然向你》 

 

祷告： 

 

破冰问题： 分享自己照顾孩子或宠物费心的经历（牧者的心肠相关） 

 

读经： 可 6:14--56 

 

背景介绍与名词解释： 

马可 6章 14到 8 章 30可以简单概括为是耶稣越过加利利的事工。这一大段圣经

中，有一个反复提到的主题，即：耶稣是谁？6章 14开始是施洗约翰被杀的故

事，马可以倒叙的文学手法插入。在 6章 14到 17中以追问耶稣的身份开始，然

后是约翰的受难。在 8章 27到 30节中耶稣的身份追问并确定身份后，耶稣预言

自己的受难。两者有强烈的呼应关系，也指向了弥赛亚的受难的特征。 

 

上文：门徒受差遣传去传道（可 6：7-13） 

 

名词： 

    分封的王希律（他是在耶稣诞生时要杀他的大希律的幼子。他承继了加

利利和比利亚的领土。希律娶了拿巴提王亚哩达四世的女儿为妻，但后来为

了迎娶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为妻，而与这前妻离异。） 

 

      四更天（在新约时期，更次就从 3 次增至 4次，分为黄昏、午夜、鸡啼和

早上（太十四 25；可六 48），以数字代表 4段，就是第一、二、三、四。各段的

终止时间，分别为晚上 9时、午夜、早上 3时、早上 6时。因此本段所说约有四

更天，大约是凌晨 3-6点。） 

 

      革尼撒勒：（加利利海北岸一地，位于迦百农和抹大拉之间。） 

 

讨论问题： 

 

第 14-29 节 施洗约翰被斩首 

1. 第 14 到 29节讲述了什么故事？（施洗约翰被杀死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人物

和起因是什么？（人物有约翰、希律、希罗底和她女儿、众人，起因是希律

庆祝生日，希罗底的女儿跳舞助兴，希律应许随她要的给她，希罗底因为约

翰曾经斥责过他们的婚姻而借机杀了约翰。） 

 

2. 在 14 到 16节中是有关什么讨论引到了约翰被杀的故事上？（耶稣是谁的身

份追问）人们说耶稣是谁呢？（V14 希律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别人说，是

以利亚；也有人说，是先知）他们的指认有何特点？（他们的指认都是错误

的。但他们指认耶稣不论是何种身份，都指向了一个时候，即旧约中预言的

那日子。但耶稣不是他们口中的末世的预备者和先锋，而是真实带来了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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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位弥赛亚） 

 

3. 希律为什么要囚禁约翰，而希罗底又为什么要杀约翰？（v17、18、19，希

律娶了拿巴提王亚哩达四世的女儿为妻，但后来为了迎娶同父异母的兄弟希

律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为妻，而与这前妻离异。约翰因此公开斥责希律的婚姻

不合理，所以他们怀恨在心。） 

 

4. 当面对别人罪的时候，你觉得什么困难让你无法指出呢？ 

 

5. 希律对约翰的态度如何？（V17 希律拿住约翰锁在监里；V20 知道约翰是义

人，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游移不定），并且乐意听他。

新译本的翻译较为清晰：希律惧怕约翰，。。。希律听了约翰的话，就非常困

扰，却仍然喜欢听他。但最后希律仍杀害了约翰） 

 

6. 希律对约翰的态度对我们的信仰有何提醒？（人能对信仰有表面的惧怕和喜

欢，但终究不愿深入认识和信靠基督，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 

 

7. 约翰是在什么时候被杀的？（v21，约翰是在希律生日那天被杀的。）为什么

希律王本来尊敬施洗约翰，最后却处死他？（希律将约翰下在监牢里，乃是

出于他对希罗底的迷恋；就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使得希律的朝臣得以看见

他冒冒失失地向一个跳舞的女孩许诺，还自以为是慷慨大方；向错误的要求

妥协，还自以为是言而有信。这一切也看到希律的价值观被罪的扭曲，从本

质来看他是仇恨先知的，所以不惜在喜庆的日子杀人流血。） 

 

8. 从希律身上我们看到有哪些引以为鉴的事情？ 

 

9. 旧约中约瑟不愿意犯罪而被囚，最后上帝把他释放出来；新约中约翰指责犯

罪被囚，最后他被杀害；我们如何看待这两者今生不同的结局？（这两者都

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同样是上帝的带领。对于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苦难，我

们坚信都有上帝的安排。）又如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第 30-44节 耶稣使五千人吃饱 

10. 马可为何在耶稣差遣门徒过程中插叙约翰被杀的故事？（第一：6章 14 开始

是施洗约翰被杀的故事，马可以倒叙的文学手法插入。在 6:14-17中以追问

耶稣的身份开始，然后是约翰的受难。在 8:27-30中耶稣的身份追问并确定

身份后，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两者有强烈的呼应关系，也指向了弥赛亚的

受难的特征。第二，插入约翰的故事，也为了凸显出耶稣后面的所传的道和

事工，比约翰更大） 

 

11. 在第 30节中对门徒有一个新的称呼是什么？（“使徒”6：7、30节另一个新

的开始——十二门徒的第一次使命；因此，当他们回来复命时，他们被称为

「使徒」或「奉差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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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当门徒回来告诉所传的道后，耶稣有何回应？（V31邀请他们一同去旷野歇

一歇）为什么这么作？（V31耶稣帮助他们面对自己的软弱和需要，并提醒

他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能力无穷无尽地撑下去。他们需要安静、更新及更多的

学习。） 

13. 介绍下你想象中或你吃过的最丰富的盛宴是什么样子？ 

14. 耶稣如何面对追随他的众人？(V34耶稣却怜悯他们，像牧人一般。这也是整

个分饼的核心。怜悯在希腊文中意为太可怜人而胸闷，就象肠子断开那样。)

为什么耶稣怜悯他们？参以西结书 34 章（因为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羊”。

当时应该当牧人的政治领袖——希律对罗马阿谀奉承，淫乱而不义。伪善的

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则被缠住在律法和权威主义中，不能教导百姓真理。

在这样的牧者手下生活的百姓因这样那样的问题痛苦，被缠住在贫穷和疾病

中。他们的心被撕开了，就象没有牧人的羊那样游离彷徨，剩下的只有伤痕

和痛苦。耶稣看到这样的羊群，一想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怜悯他们。也要应

验《以西结书》34章上帝的预言，那真正的牧人来牧养以色列） 

15. 天已经晚了的时候门徒向耶稣提议什么？(V35、36 “这是野地，天已经晚

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 门徒的提议

合理吗？（从人看是合理的， 天晚、野地、人多、没钱、疲惫、饥饿，四

散回家才是“正路”） 

16. 耶稣的反应是什么？（V37因为天已经快晚了，其次是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

耶稣却命令门徒拿食物喂饱众人，主的命令让人觉得无法胜任。） 

17. 如果你是门徒，听到耶稣的命令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8. 第 37 节中为什么耶稣如此命令门徒？（V37 “你们给他们吃吧！“ 因为耶

稣要训练门徒牧者的心肠（责任与怜悯）， 耶稣要操练他们的信心。）门

徒认为为了喂饱众人而需要什么？ (  二十两银子。“一两银子”是罗马货

币单位，相当于劳工十天的报酬。二十两银子是劳工八个月的报酬) 

19. 当门徒觉得无法用它们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耶稣的命令是什么？（V38当门

徒认为不可能喂饱众人的时候，耶稣的命令是让门徒看他们有的，然后拿过

来给他。V39 并让众人一排排坐下）当时原来一共有多少食物？（v38，一

共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这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提醒？（这提醒我们，在

我们的生活信仰中遇见困难之时，要寻求主的帮助。）如果你是门徒看到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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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少的可怜的食物，会有什么感受？（可能仍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耶稣如

何给众人吃） 

20. 这些食物一共喂饱了多少人？（v44，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男人五千，加

上女人和孩子大概超过一万人）剩下多少零碎？（并且剩下 12 篮子零碎）

如果你是门徒，这个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主的工作让人觉得非常神

奇。） 

 

21.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耶稣是否也常常让我们拿五饼二鱼去喂养五千人（要

求做我们凭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呢？可以分享一个例子。 

 

22. 这段经文使你对耶稣有什么新的认识？（耶稣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牧者，他

明了你的处境。耶稣也是一位耐心的教师，他愿意慢慢引导你的成长。 耶

稣更是一位满有能力和丰富的主，使小小的 5B2Y，供应五千人的需要） 

第 45-56 节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23. 参看约翰福音 6 章 15 节，此事之后耶稣为何又急忙催促门徒上船呢？（众

人开始强逼他做王，他和门徒都面临这种巨大的试探，所以他打发门徒上船，

自己也上山祷告。） 

 

24. 第 46 节耶稣离开众人之后做了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做？（往山上去

祷告。耶稣需要安静在天父面前，藉着祷告与上帝相交。在众人强逼他坐王

时，面对巨大的试探，耶稣通过祷告来确定自己的呼召，拒绝众人）从耶稣

那里你可以学到什么？ 

25. 在 47 到 52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地点和人物分别是什么？（发生

了耶稣行在海面上的事情。时间是夜里四更天，地点是在海上，人物分别是

耶稣和门徒。） 

 

26. 耶稣知道门徒正在遭遇什么难题吗？（V48 耶稣在关注着门徒，也知道门徒

所遇见的难题）耶稣怎样去解决？（圣经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

里去，要走过他们去（新译本：超过他们。而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这句话） 

 

27. 第 48 节，“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你怎么理解？ （这是马可福音独有的记

载，是个比较难的问题，请带领者自己决定是用或不用。马太是记载主往门

徒那里去；约翰直接记载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对这句话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

注释，以下列举几种解释：走过，to pass by, 这个动词在旧约的希腊文翻

译中，用来当作“上帝彰显”的专有名词，意思是当上帝为要拣选个人或是

一个群体，传达他的信息时，以惊人而短暂的方式，在人世间彰显。因此，

当耶稣走过他们的时候，主要抓住门徒们的注意，向门徒彰显他的同在与大

能。耶稣要走过他们，或许是要试验他们的信心，就像祂前一次在船尾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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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四 38）。他们若有充分的信心，即使耶稣不在场，他们也必定能够安

心。另一方面，耶稣或许是在帮助他们之前，要门徒充分体认他们何等需要

祂；马可并未直接告诉我们答案是哪一个） 

 

28. 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很惊慌？（v49，门徒以为耶稣是鬼怪

所以很惊慌。）试着想象在当时的处境下门徒的身体和心里如何？ 

 

29. 人死后会不会变成鬼？动物植物老了会不会变成妖精？如果不会，所谓鬼是

什么回事？（根据圣经，鬼是真实的存在，它们不是人死后的灵魂变的，也

不是动物植物成精，而是一群堕落的天使，他们的头目是撒旦。圣经称呼它

们为“邪灵污鬼”、“荒谬的灵”、“敌基督的灵”、“这世上的灵”等，这是表

示有多数的灵界的存在物，鬼不是上帝造的，是天使堕落而来的，他们是有

限的，而不是全能的。） 

 

30. 耶稣如何安慰门徒？（V50、V51  放心，不要怕 、上船、风也住了）此事

之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V51惊奇）结合第 52节分析，门徒为何有此

态度？ （作者的解释记在 52节，这群门徒亲身经历上帝藉着主行神迹喂养

五千人，而这样的神迹应该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这位夫子所拥有的能力只有

圣经中的上帝才拥有，这样的神迹也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这位夫子就是上帝的

儿子。但是他们不认识，就如作者在第 49 节的“但……”一样，他们没认

出耶稣来，反而觉得是鬼怪，因为他们不理解夫子怎么可能会行在水面上，

不觉得夫子有这样的能力，以至于惊奇。所以作者说他们的心里还是愚顽，

还是没开窍。新译本说，他们的心仍然顽梗！）我们对耶稣是什么态度呢？ 

 

31. 在 45 到 52节。按这里所叙述的情况，门徒似乎因服从基督的命令，结果遭

遇了困难。这件事对于门徒遭遇试炼及拯救的生活，投下了什么亮光呢？ 

 

32. 这本福音书曾记载门徒经历过类似的困难吗？（马可福音 4：35-41 节记载

了门徒曾经遇到暴风狂浪，主使风平浪静。） 

 

33. 那一次的困难和这次相比有什么区别？（参考：这一次和上次的区别是，这

回主不在船上。相同的地方在于，两次都是主耶稣所发出的命令，门徒都顺

服） 

 

34. 归纳第 45到 52节，你对门徒有何认识？（门徒们很顺服，一天的劳累之后，

仍然愿意顺服主的吩咐，划船到对岸。门徒们跟了耶稣许久的时间，也一起

看过主所行过的许多神迹，也曾凭着主所赐的权柄，亲自赶鬼医病，他们实

在是经历了许多许多非常的事；但是，他们还是没能凭信心依靠耶稣，他们

还没弄明白神迹背后的意义，他们还是需要主不断的引导与激励；或许我们

也时常如此。） 

35. 归纳本段经文，你对耶稣有何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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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耶稣到了革尼撒勒地区，人们的反应是什么？（v53-56，人们的反应是打发

人到周围地方，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人们借着什么方式医治疾病？

（人们借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来医治疾病。） 

 

37. 参考可 5 章 34 节，谈谈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是否有治病的果效？如果摸衣

裳穗子不能使病得医治，那么是什么东西让病人得痊愈的？（摸耶稣的衣裳

穗子，应该没有治病的果效。真正能够叫人痊愈的，乃是耶稣的怜悯和人对

耶稣的信心。） 

 

 

归纳与应用: 

1. 请根据上述的认知，试着归纳出本次的主题，并用一两句话说说你的感受 

 

2. 本段经文中，你对耶稣有何认识？ 

 

3. 从施洗约翰、希律身上，你学到什么？有何可效法及作为警戒的？ 

 

4. 在你的周围，也有「没有牧人的羊」吗？如果耶稣也对你说：「你给他们吃

吧」，你会做什么？ 

 

5. 这个星期我可以从哪一件事开始实践今天学到的功课？ 

 

6. 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如何彼此代祷？（分 3-4人的小组，为彼此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