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牧養路上突破  
⾺可福⾳6:30-44



6:30 使徒們回來聚集在耶穌跟前，把他們
所作和所教導的⼀切都報告給他聽。 
6:31 耶穌對他們說：“來，你們⾃⼰到曠野
去休息⼀下。”因為來往的⼈多，他們甚⾄
沒有時間吃飯。 
6:32 他們就悄悄地上了船，到曠野去了。 



6:33 群眾看⾒他們⾛了，有許多⼈認出了
他們，就從各城出來，跑到那裡，⽐他們
先趕到。
6:34 耶穌⼀下船，看⾒⼀⼤群⼈，就憐憫
他們，因為他們好像⽺沒有牧⼈⼀樣，就
開始教導他們許多事。 



6:35 天晚了，⾨徒前來對他說：“這裡是
曠野的地⽅，天已經很晚了，
6:36 請叫他們散開，好讓他們往周圍的
⽥舍村莊去，⾃⼰買點東⻄吃。” 



6:37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給他們吃吧！”⾨
徒說：“要我們去買兩百銀幣的餅給他們吃
嗎？”
6:38 耶穌說：“去看看你們有多少餅！”他
們知道了，就說：“五個餅，還有兩條⿂。” 



6:39 耶穌吩咐他們叫⼤家分組坐在⻘草地
上。 
6:40 他們就⼀排⼀排地坐了下來，有⼀
百的，有五⼗的。 



6:41 耶穌拿起這五個餅、兩條⿂，望著
天，祝謝了；
6:42 然後把餅擘開，遞給⾨徒擺在群眾⾯
前，⼜把兩條⿂也分給群眾。 ⼤家都吃
了，並且吃飽了。 



6:43 他們把剩下的零碎撿起來，裝滿了⼗
⼆個籃⼦，
6:44 吃餅的⼈，男⼈就有五千。



6:30 使徒們回來聚集在耶穌跟前，把他們
所作和所教導的⼀切都報告給他聽。 

6:6-13 耶穌到周圍的鄉村去繼續教導⼈。 他把⼗⼆⾨
徒叫來，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出去，賜給他們勝過污靈
的權柄； 吩咐他們說：“除了⼿杖以外，路上甚麼都不
要帶，不要帶乾糧，不要帶⼝袋，腰袋裡也不要帶
錢， 只穿⼀雙鞋，不要穿兩件⾐服。⾨徒就出去傳
道，叫⼈悔改， 趕出許多⻤，⽤油抹了許多病⼈，醫
好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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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的興奮 
                    對⽐ 
                             耶穌的細⼼

#1. 耶穌眼中，結果不是最重要，重要是看到
事奉者的當下需要。
#2. 耶穌提醒事奉者，要退到曠野，要事奉者
看到是主的能⼒：地點、授權、指引及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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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看到耶穌所看到的？

怎樣能看到？

為何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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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之前的興奮 vs 當下的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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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給他們吃吧！”
⾨徒說：“要我們去買兩百銀幣的餅給他
們吃嗎？”



:: 曠野 vs 村莊
:: 賜下權柄 vs ⾃⼰搞掂
:: 成功感 vs mission impossible 
:: 興⾼采烈 vs ⼼情低落
:: ⾼尚mission：傳道、叫⼈悔改 vs 低檔
mission：給他們吃飽

⾨徒 
         之前的事奉 vs 當下的視野



6:39 耶穌吩咐他們叫⼤家分組坐在⻘草地
上。 
6:40 他們就⼀排⼀排地坐了下來，有⼀
百的，有五⼗的。 



6:41 耶穌拿起這五個餅、兩條⿂，望著
天，祝謝了；
6:42 然後把餅擘開，遞給⾨徒擺在群眾⾯
前，⼜把兩條⿂也分給群眾。 ⼤家都吃
了，並且吃飽了。 

整過過程的主⻆都是⾨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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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要看主耶穌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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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之前成就的是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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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的，不要看⾃⼰所沒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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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的交給主，看祂的作為 …



今天在我們所⾯對的處境上，我們看到他
們的需要？



今天在我們（教會）所⾯對的處境上，我
們看到他們的需要？



看我們有的，可以怎樣去回應？



看我們有的，可以怎樣去回應？



看我們有的，可以怎樣去回應？



我們在地上的牧養，就是進⼊、看⾒、回
應，讓上帝國⾏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