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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 被耶稣大能所扰，祂喂饱五千人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14 课，我们要来学习希律被

耶稣的大能所扰，和耶稣喂饱 5000 人。本课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希律被耶稣的大能所扰，记载在《马可福音》第 6 章 14-29 节。第二部分，

耶稣喂饱 5000 人，记载在《马可福音》第 6 章 30-44 节。 

所以，首先来看希律被耶稣的大能所扰，在《马可福音》第 6 章 14-29

节。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何希律会受到惊扰？随着耶稣的名声传遍全地，

希律也听说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时，希律的良心就开始说话，因为他相信

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他的良心对他说话，良心就是当我们做错事时心

中对我们说话的微小的声音。希律的良心提醒他，他斩约翰是有罪责的。那

么，问题来了，希律为何要杀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做错什么了吗？ 

他只是一名大胆的传道人，一名传讲义道和悔改之道的人。他在讲道中，

没有给希律留情面，因为他娶了自己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当约翰听闻这

件事，他清楚地告诉希律这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上帝的诫命的。希罗底听见

了以后，她想要希律杀了施洗约翰，她对施洗约翰大大发怒。但希律那个时

候不敢这样做，相反，他抓来了施洗约翰，把他下在监里。他对施洗约翰的

印象是，他是一个义人、圣人。当施洗约翰坐监的时候，希律甚至有好几次

叫他来给自己讲道，其实他很喜欢听约翰讲道。 

但我们继续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因为希律生日到了，他召聚了自己所

有的大臣和千夫长，为他们大摆宴席。在他们吃喝的时候，没错，喝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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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接着，希律叫来了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他叫她来给这些男人跳舞。

我们应该警告自己年轻的女儿，她们绝不能参加这样的聚会，尤其是醉酒男

人的聚会。但撒罗米去了，她为这些男人跳了舞。希律和他的大臣及千夫长

都很开心，喜欢她的舞蹈。因此，当她跳完舞的时候，希律对她说，他说：

“我该为你的表演赐你什么呢？想要什么，就告诉我。”他甚至发誓说：“哪

怕是我国的一半。”这里，你可以发现，希律已经不能清楚思考了。他正受

着酒精的影响，因为谁会把自己国度的一半给出去呢？但撒罗米听见以后，

她不知道求什么，她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希罗底。 

她对希罗底说：“希律答应我，赐给我任何所求的。我该求什么呢？”希

罗底是个恶妇，她看见自己向施洗约翰复仇的机会来了。她说：“你必须回

到希律那里，你必须向他求施洗约翰的头。”哪个年轻女子会做这样的事呢？

撒罗米因为顺服她的母亲就做了这样的事。她回到希律那里，说：“我想要

施洗约翰的头。”听到这话以后，希律震惊了。他没有料想到，完全出乎意

料，但在撒罗米和众千夫长与大臣面前希律必须怎么做呢？他发过誓了，他

必须这么做。他羞于违背誓言说：“不，我不可以这么做。”那他做了什么呢？

他差了一个士兵下到监里，在那里砍了施洗约翰的首级。多么可怕的事，但

这不是对施洗约翰而言，他立刻得了解脱，从他地上的劳苦中释放了出来，

得以进入永远的安息和荣耀。士兵现在把头放在一个大盘子里，把它拿到了

这个女子，就是撒罗米面前。 

接着，她拿着盘子到了她的母亲希罗底那里。现在，我们一起看了施洗

约翰可畏的结局，以及希律为何受惊扰，因为他有愧，他的良心仍在说话，

对他讲话。但我们不相信转世，就是死人以更高的层次回到世间。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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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施洗约翰进入了天堂，希律也必须要明白，所有这些神迹都是耶稣行

的。之后，施洗约翰的门徒听闻了这件事，便取来了他的尸体，把他埋葬了，

并且到耶稣那里告诉了祂所发生的事。 

接着在第二部分，我们回到耶稣这里，祂喂饱五千人，记载在《马可福

音》第 6 章 30-44 节。耶稣再次在加利利海边向众人传道。随着人越来越多，

耶稣就告诉门徒，祂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能每天全时间都这样。”因此，他们来到一条船上，开始沿着加

利利海边划行。然而，人们发现了船要划到何处，他们就开始沿着岸边奔跑，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耶稣和门徒所停靠的一处旷野。 

在这个开阔地，人群再一次聚集在耶稣周围。耶稣满有怜悯，祂看着人

群，当我们说人群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里至少有五千个男人，另外还有女

人和孩子。你能想象这样一大群人围绕着耶稣吗？耶稣对他们满有怜悯，祂

说：“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在寻找食物，我必须给他们。”上帝的

话语是他们灵魂的食物，他们继续听耶稣的讲道，一直过了白天，甚至到了

晚上。当门徒意识到天已经晚了，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对祂说：“夫子，让

众人散开吧。打发他们去附近的乡村为自己找点吃的吧。” 

但耶稣接着转过身面对门徒，并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看着耶

稣。祂真是这个意思吗？他们如何能喂饱这么大一群人呢？他们说：“就算

有二十两银子的饼，也不够这群人吃的。”耶稣接着说：“你们有什么？”门

徒们就进入到人群里看有什么，他们只找到了一个小男孩，他有五个大麦饼

和两条鱼。他们就把这些拿到了耶稣那里，并且说我们只有这些东西。看看

耶稣做了什么。祂吩咐人们坐下。耶稣也相信要有次序。他们必须五十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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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一组坐下。 

接着耶稣举目望天。祂祷告为食物求福，然后祂开始擘饼，并把它递给

门徒，由他们再分给众人，祂对鱼也是这样做。祂就这样不停地擘着饼，门

徒也不停地发给周围的人。你看见耶稣有能力使饼和鱼倍增的这个神迹了吗？

因为圣经说，所有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甚至还有余剩的，以至耶稣告诉

门徒拿着一个篮子把余剩的，就是那些剩下的碎渣都收集了起来。我们如此

清晰地看见了耶稣的大能彰显在祂喂饱五千人这件事上。 

然而，这里也有给你我的一些实践性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我们是否

为自己的食物得到赐福祷告呢？因为我们需要上帝赐福给我们的食物，好让

它能滋养我们的身体。但耶稣还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功课，那就是，我们如何

处理我们的剩饭呢？我们是否把它们扔到了垃圾箱里呢？我们是否在浪费

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呢？当我们被呼召作管家，我们是要做万事万物的管家，

甚至是最微小的事，甚至是剩饭。但愿我们能为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而感恩，

尤其当还有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学习不仅为日用的饮

食祷告，更重要的是，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祷告，就是上帝的话语，好让它

成为我们灵魂的食物。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