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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耶穌的名聲被傳揚開（3:7-12）

二. 耶穌設立十二位門徒（3:13-19）

三. 耶穌被控被魔鬼附著的罪（3:22-30）

四. 耶穌與親屬間的關係（3:20-21;31-35）



一. 耶穌的名聲被傳揚開（3:7-12）

7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8 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做的大事，就從猶太、耶路撒
冷、以土買(希臘文稱以東為以土買)、約旦河外，並
泰爾(和合本譯本翻譯為「推羅」)、西頓的四方來到
他那裏。 9 他因為人多，就吩咐門徒叫一隻小船伺
候着，免得眾人擁擠他。 10 他治好了許多人，所以
凡有災病的，都擠進來要摸他。 11 污鬼無論何時看
見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說：「你是上帝的兒
子。」12 耶穌再三地囑咐他們，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二. 耶穌設立十二位門徒（3:13-19）

13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
他那裏。 14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
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15 並給他們權柄趕鬼。
16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
17 還有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又給
這兩個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 18 又
有安得烈、腓力、巴多羅買、馬太、多馬、亞勒腓的
兒子雅各，和達太，並奮銳黨的西門， 19 還有賣耶
穌的加略人猶大。



三． 耶穌被控被魔鬼附著的罪（3:22-30）

22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着」；又
說：「他是靠着鬼王趕鬼。」 23 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
對他們說：「撒但怎能趕出撒但呢？ 24 若一國自相紛爭，
那國就站立不住； 25 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
26 若撒但自相攻打紛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 27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
才可以搶奪他的家。 28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
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 29 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
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 30  這話是因為他們說：
「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四、耶穌和祂親屬的關係（3:20-21;31-35）

20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
顧不得吃。 21 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
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

31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
去叫他。 32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着，他們就告訴
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 33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34 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着的人，說：「看哪，我的
母親，我的弟兄。 35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
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一.耶穌的名聲被傳揚開-1（3:7-10）

1. 耶穌退到海邊的
原因？

2. 描述耶穌的名聲
傳揚的程度；

3. 眾人聚集跟隨耶
穌的原因？

4. 耶穌有著盛名之
累，在你的生活
當中有什麼事讓
你苦惱？

7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有許
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8 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做的大事，
就從猶太、耶路撒冷、以土買、
約旦河外，並泰爾、西頓的四方
來到他那裏。

9 他因為人多，就吩咐門徒叫一
隻小船伺候着，免得眾人擁擠他。
10 他治好了許多人，所以凡有災
病的，都擠進來要摸他。





一.耶穌的名聲被傳揚開-2（3:11-12）

5.汙鬼看見耶穌有那
些反應？

6.耶穌囑咐污鬼不要
把祂顯露出來的意
義？

7.汙鬼認識耶穌，但
追隨耶穌的人卻看
不到，為什麼？

8.你覺得當時的人包
括他的門徒認識耶
穌嗎？路加7:11-27
馬太16:13-15

11 污鬼無論何時看見他，
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說：
「你是上帝的兒子。」

12 耶穌再三地囑咐他們，
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耶穌一直都堅定地拒絕接受鬼魔對祂
的位格或工作所作的見證，耶穌希望
別人是因為傾聽祂的話語、觀看祂的
作為，而發現祂是誰。

https://cut.ibibles.net/103Luke.htm#103-7:11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6:13


二.耶穌設立十二位門徒-1（3:13-19）

1.耶穌離開海邊往
山上去的原因？
(路6:12)

3.耶穌對祂的門徒
有什麼要求？

2.耶穌給祂的門徒
什麼權柄？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
徒來，給他們權柄，
能趕逐污鬼，並醫
治各樣的病症。(太
10:1)

新譯本

13 耶穌上了山，呼召自己所要的
人，他們就來了。

14 他選立了十二個人，稱他們為
使徒（有些抄本無“稱他們為
使徒”一句），要他們跟自己
常在一起，好差遣他們去傳道，

15 又有權柄趕鬼。

https://cut.ibibles.net/103Luke.htm#103-6:12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0:1


二.耶穌設立十二位門徒（3:13-19）

5. 耶穌差祂的門徒傳
什麼道？

(馬可6:7-13)

馬可福音

1:15 說：「日期滿了，上帝的國
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馬太福音

4:15 說、『西布倫地、拿弗他利
地、就是沿海的路、約但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4:16 那坐在
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
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着他們。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
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6:7


二. 耶穌設立十二位門徒（3:16-19）

新譯本

16 他選立的十二個人是：西門（耶穌給他起名叫彼
得），

17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約翰（耶穌給
他們二人起名叫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

18 安得烈、腓力、巴多羅邁、馬太、多馬、亞勒腓
的兒子雅各、達太、激進派的西門，

19 以及加略人猶大，就是出賣耶穌的那個人。



4.耶穌設立十二個門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原來「十二」這個數目在屬靈上有一連串的意義。舊約有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正預表新約的十二門徒，表示全以色
列及新約教會的全體事奉。此外，在曠野的以琳有十二股
活泉解人口渴；大祭司的胸牌上有十二顆寶石，上面刻了
十二支派的名字，表示神的愛，如何將他僕人的名字放在
心上，掛在胸上，以他僕人為光榮；使徒約翰看見的異像
中，有一個婦人頭戴十二星的冠冕，代表教會在世上發光；
將來的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
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城牆有十二根墓，根基
上有羔羊十使徒的名字。這些足夠說明主耶穌選召十二個
門徒不是偶然的一個數目。



6.耶穌門徒的背景-西门彼得、安得烈

1. 西门彼得: 彼得的原名是西門巴約拿（太十六：17-18）彼得是主耶
稣替他取的名字, 是石頭的意思，與當時的亞蘭語「磯法」同義。
他是安德烈的哥哥。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太十六：15～18）。彼得實在是一塊石頭，開始是一塊石頭，始
終不捨自己的劣根性；後來卻成為磐石，對主有超然的認識，堅固
的信心；他也是一塊活石，建造教會靈宮的基石之一。

2. 安得烈: 他是耶穌第一位的門徒。第一件事是找自己的哥哥西门領
去見耶穌（《約翰福音》1:40-42a），把这个好消息讲给他听，并
且领他来见主。告訴主那帶五餅二魚的孩童（《約翰福音》6:8-9）
解决了当日五千人的饥饿。告訴耶穌有希利尼人（希臘化的猶太人）
想要見祂（《約翰福音》12:20-22）。安得烈實在是個無名英雄。
他留下了美好的榜樣。他用的方法是最基要的：就是愛心與智慧。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6:17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0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6:8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2:20


6.耶穌門徒的背景-西庇太之子雅各、使徒約翰

3. 西庇太之子雅各：西庇太的兒子雅各是約翰的哥哥。
聖經中記載有三個雅各：西庇太的兒子雅各，亞勒腓
的兒子雅各，和主耶穌肉身的弟弟―約瑟的兒子雅各，
前兩個雅各都是主的門徒。他是十二個門徒中第一位
為主殉道的人。（徒十二1-2）

4. 使徒約翰：新約聖經中有四個約翰：施洗約翰，西門
彼得的父親(約21∶15)，祭司長亞那的親戚（徒四：
6），和這個作主門徒的也是西庇太兒子雅各的弟弟約
翰。他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也成为爱的使徒。

https://cut.ibibles.net/105Acts.htm#105-12:1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21:15
https://cut.ibibles.net/105Acts.htm#105-4:6


6.耶穌門徒的背景-腓力、巴多羅買

5. 腓力：他是伯赛大人( 約1:43-45;12:21) ，和安
得烈，彼得同城。他曾带拿但業见耶稣，腓力是
一个希腊名字。他在逾越節最後晚餐問主說「求
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約14:6-
9)。他和以後在曠野向太監傳福音的腓利相同，
而事實上是兩個人。

6. 巴多羅買：一些傳統認為巴多羅買和拿但業是同
一個人。主耶穌第一次看見拿但業(約1:45-50)，
就指著他說：看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
是沒有詭詐的。主給他最高的稱讚。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3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2:21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6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6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5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5


6. 耶穌門徒的背景-多馬

7. 多馬：多馬又叫低士馬，多馬是希伯來語，低士馬是希臘語，都是
雙生子的意思。聖經中提到多馬三次發言，三次都顯出他的疑惑不
信來。
第一次（約十一：14～16）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拉撒路死
了。 15 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
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吧。」 16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
同作門徒的說：「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第二次是在最後的晚餐席上，主說：我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
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多馬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
怎麼知道那條路呢（約十四：1-5）？
第三次就是主復活後向門徒顯現，多馬竟不在場，後來門徒告訴他，
他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
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約廿：24-25）。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1:14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1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20:24


6. 耶穌門徒的背景-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8. 馬太:門徒馬太是馬太福音的作者(太 9:9)，也就是路加福音提到的
亞勒腓的兒子稅吏利未 (可 2:14; 路 5: 27)。當時猶太人在羅馬
政府的統治之下，稅吏就等於當時代的漢奸，幫助敵人來壓迫自己
的同胞，是民族的罪人，是社會不齒的職業。聖經中常常把稅吏和
娼妓、罪人同列，就是這個原因。馬太蒙召之後在家里大擺筵席來
公開見證他的重生。他寫的馬太福音排在新約聖經的第一部，是專
門寫給猶太人讀的，因此有許多處寫出猶太人的規矩，向猶太人證
明耶穌就是彌賽亞。他又記載了登山寶訓，許多天國的比喻，都是
別的福音書沒有的。他成為文字工作者的先鋒。

9.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在十二門徒中，沒有記載過他說的一句話，或
者做的任何一件事；倒是記載了他母親馬利亞在十字架旁觀看主受
難斷氣的景象（可十五40），又在復活節的清晨，買了香膏要去膏
主的身體（可十六1）。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9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2:14
https://cut.ibibles.net/103Luke.htm#103-5:27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15:40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16:1


6. 耶穌門徒的背景-達太、奮銳黨的西門

10.達太:又名利拜烏或猶大（不是賣主的加略人猶大），
是亞勒腓的兒子。據教會遺傳說他有多次乘船遠行宣
道；教父耶柔米也說及達太曾到今日土耳其境內，國
王押迦重病因獲達太醫愈而全國信主。達太是個言語
寡少的人，他唯一的發言是在（約14:22），達太這個
名字的意思卻是智慧者。

11.奮銳黨的西門:當時的猶太人有許多黨派。按聖經記載，
宗教性的黨派有法利賽、撒都該等；政治性的有希律
黨、奮銳黨等。奮銳黨是激進派他們不惜以流血手段
來推翻羅馬政府的轄制，保全猶太人的法律，得到政
治上的獨立自主。此派稱為狂熱派，是一群標榜「不
自由毋寧死」的敢死隊，為真理公義而戰的勇士。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22


6. 耶穌門徒的背景-加略人猶大-1

12.加略人猶大:加略可能是帕勒斯坦最南端的一個村
莊，與以東地交界的地方。主耶穌其他的門徒，
都是清一色的加利利人。（约十二：4～6）馬利
亞獻香膏的時候，聽見猶大說話了：這香膏為什
麼不賣三十兩銀子周濟窮人呢？他是一個貪圖財
利的人，很容易接受魔鬼的試探，於是祭司長約
定好給他卅兩銀子的時候，他就答應找機會，趁
眾人不在跟前的時候，把耶穌交給他們。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2:4


6. 耶穌門徒的背景-加略人猶大-2

12.加略人猶大:在吃逾越節晚餐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
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約十三：
2）。可見猶大是被魔鬼利用，做魔鬼的工具，並非存
心要應驗先知的預言。主耶穌自己說得很清楚：人子必
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太廿六：24）。主耶穌離世前為
門徒禱告時，內中有一句說：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
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
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
驗（約十七：12）。此句話肯定了猶大的不得救。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3:2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26:24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7:12


7. 你覺得耶穌設立或揀選門徒的條件是什麼？

•拋棄世上的俗物，願意跟從他的人。

•願意傳講福音的人。

•願意為主背起十架的人。

•相信耶穌說話的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愛耶穌的人「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8.耶穌和門徒間一段令人醒悟的對話

約翰福音14章:

14:1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 神、也當信我。

14:5 多馬對他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怎麼知道那條
路呢。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裡去。14: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

14:8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14:9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
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
14:11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

14:1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4:1


8. 耶穌和門徒間一段令人醒悟的對話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
與你們同在、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
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14: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
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14:22 猶大（不是加略人猶大）問耶穌說、主阿、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不向世
人顯現呢。

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
他那裡去、與他同住。

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
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三． 耶穌被控被魔鬼附著的罪（3:22-30）

22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是被別西卜附着」；又說：
「他是靠着鬼王趕鬼。」 23 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對他們說：
「撒但怎能趕出撒但呢？ 24 若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
住； 25 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 26 若撒但自相
攻打紛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 27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
裏，搶奪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
28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
免； 29 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要擔當永遠的罪。」
30  這話是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馬太12:22-32; 路加11:14-23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2:22
https://cut.ibibles.net/103Luke.htm#103-11:14


2. 不得赦免的罪（3:22）

1) 誰是「別西卜」？
2) 文士指控耶穌的罪是

什麼和原由？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 並不提
及耶穌治病救人的事。而是糾結
在耶穌趕鬼的事件。他們不相信
耶穌的權柄。但是因為污鬼認識
耶穌。所以他們故意毀謗耶穌？
認為祂的權柄，是來自於撒旦。
那些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他
們因懼怕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權
力利益受損,故意排斥耶穌,甚至
褻瀆耶穌事工的動機與目的,能
力的根源。

22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他
是被別西卜附着」；又說：「他是靠
着鬼王趕鬼。」

巴力西卜又译为别西卜，別西卜原為
舊約非利士以革伦敬拜的异教護衛神
（王下一2），意為“蒼蠅之王”。
猶太人用此名稱呼撒但。

11 污鬼無論何時看見他，就俯伏在
他面前，喊着說：「你是上帝的兒
子。」12 耶穌再三地囑咐他們，不
要把他顯露出來。可3:11-12;

https://cut.ibibles.net/012Kings2.htm#012-1:2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3:11


2. 不得赦免的罪（3:23-26）

3) 耶穌如何辯
解文士的指控？

23 耶穌叫他們來，用比喻對他們說：
「撒但怎能趕出撒但呢？ 24 若一國自相
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 25 若一家自相
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 26 若撒但自相
攻打紛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
耶穌首先用比喻指出：他們認為在邪惡境界
內部有了毀滅性的分裂，等於是撒但的自殺
一樣；這種立場顯然是極其荒誕不經的。

趕鬼在第一世紀猶太教中本來就極為盛行。
(路11:19-20;可9:38-40; 可9:28-29; 使
19:13-16)

https://cut.ibibles.net/103Luke.htm#103-11:19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9:38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9:28
https://cut.ibibles.net/105Acts.htm#105-19:13


2. 不得赦免的罪（3:22-28）

4)誰是「壯
士」？雖又有
能力捆住壯士?

5)耶穌說「我
實在告訴你們」
的意義？

27 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
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壯士，才可
以搶奪他的家。 28 我實在告訴
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
的話都可得赦免；
『壯士家裏』指撒但的國度；『他的家具』指被
撒但所利用的工具，亦即臥在牠手下、被牠所利
用的世人。馬太12:28-29; 路加11:19-23

『實在』意即阿們。主耶穌多次如此說話，用意
在加強語氣的嚴重、警告和權威性。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2:27
https://cut.ibibles.net/103Luke.htm#103-11:19


2. 不得赦免的罪（3:28-29)

6)你認為什麼罪
可以赦免，或
有什麼罪不可
赦免？請說明
理由；

7)什麼是「褻瀆
聖靈的罪」？

28 我實在告訴你們，世人一切的罪和
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

29 凡褻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乃
要擔當永遠的罪。」
人一切行為上和話語上的罪，若是悔改認罪，仍可
得赦免。但若明知是聖靈在作事，卻故意輕慢、侮
辱聖靈，就叫聖靈永遠無法作工在他的心裏。這樣，
他就沒有悔改認罪的可能，當然他必得不著赦免。
人因軟弱而沒有順從聖靈的感動，還可得到赦免；
惟獨明知是出乎聖靈的，卻說是出乎鬼魔的，就永
遠不能得赦免。



2. 不得赦免的罪（3:30)

8)對文士的
控訴，耶
穌對他們
的態度或
情緒如何？

30 這話是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鬼
附着的。」
這話是因為他們說: 與太12:26-28相比較,他們竟將耶
穌藉著聖靈所做的拯救工作說成是被鬼附,實際上他們是
褻瀆聖靈。褻瀆聖靈就是把聖靈的工作說成是撒旦或其
他鬼魔勢力的作為。

新約聖經中一個最嚴肅的宣告與警告，但也如時常見到
的一樣，伴隨著一個最大的應許。所有的罪與褻瀆都可
以在神那裡得著赦免，只有一個例外，這就是故意視而
不見的罪，持續不斷地拒絕聖靈的光照，抵擋聖靈的工
作，故意對祂作錯誤的陳述，藉此來證明他們自己為是。
這樣的人，是不能得著赦免的，因為他們已經拒絕了神
所預備之唯一可得赦免的道路；事實上，他們已經重重
將門關上了（30節）。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2:26


四、耶穌和祂親屬的關係（3:20-21;31-35）

20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甚至他連飯也
顧不得吃。 21 耶穌的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
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

31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邊，打發人
去叫他。 32 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着，他們就告訴
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 33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34 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着的人，說：「看哪，我的
母親，我的弟兄。 35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
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四. 耶穌與親屬間的關係（3:20-21）

1)從聖經的上下文，你覺
得耶穌為什麼連飯都顧
不得吃了？

2)為什麼耶穌的親屬要拉
耶穌離開屋子？

3)是誰說耶穌已經癲狂了？

4)耶穌被人指控祂癲狂了，
又被文士說祂被鬼附著
了，祂的親屬又拉著祂
要祂離開屋子。如果你
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怎麼
做？

20 耶穌進了一個屋子，眾人又聚集，
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吃。 21 耶穌的
親屬聽見，就出來要拉住他，因為他
們說他癲狂了。
當耶穌從山上下來 (可3:13-14)。回到一個屋
子裡這裡有許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要挑戰
耶穌的權柄。耶穌的親屬聽見這些不懷好意的
宗教和政治的領袖就要強行拉耶穌離開屋子。
因為他們聽到那些人譴責耶穌，說他癲狂了。
可見耶穌的親屬將這件事看得何等嚴重。親屬
們這一種消極的反應和判斷，也正好說明了他
們對耶穌原有身分的無知。

耶穌兩面受敵。一方面被人認為他癲狂了3:21。
又有文士說他是被鬼附的(可3:22;3:29-30)。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3:13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3:21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3:22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3:29


四. 耶穌與親屬間的關係(3:31-32)

4) 為什麼耶穌
的母親和弟
兄打發人去
叫他？

31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
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 32 有許
多人在耶穌周圍坐着，他們就告訴
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
外邊找你。」(太12:46-50;路8:19-21)

上接第21節(可3:21)，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不
明白耶穌在做什麼。但是他們看到眾人的喧
鬧和爭吵便急忙的要求耶穌離開那個是非之
地。他們原本是善意的想保護耶穌，但這卻
並不合乎神的心意。

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2:46
https://cut.ibibles.net/103Luke.htm#103-8:19
https://cut.ibibles.net/102Mark.htm#102-3:21


四. 耶穌與親屬間的關係(3:33-35)

5) 神的旨意是什
麼？

6)描述你對耶穌
的回應有什麼
看法？

33 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弟兄？」 34 就四面觀看那
周圍坐着的人，說：「看哪，我的母
親，我的弟兄。 35 凡遵行上帝旨意
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人不能藉血緣關係取得做耶穌新的大家庭
成員的權利。耶穌他是為一切人而奉獻，
不問他家世、背景、膚色和種族約束。邀
請所有遵行神旨意的人來共享神國的天倫。



耶穌無與倫比的大愛

7)耶穌無與倫比的
愛，是包括了全
世界的人類這和
我們中國文化傳
統家庭倫理觀念
不同。這種觀念
你能夠接受嗎？
你能突破自己做
到這種無私的大
愛嗎？

第33到第35節，耶穌的回答，自
然地令人感到很震驚，不論在當
時或現在的社會都會感到極其不
安和驚訝。然而，如果我們進一
步去分析，便會發現，耶穌絕對
不是在此否認他與自己母親及弟
兄之間的親情關係。相反的，耶
穌卻是藉著親情的關係作為比喻，
讓人在愛的觀念上給了一個極大
的突破。祂所表現的無私的大愛，
在人間是很難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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