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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17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

問他說：

「良善的夫子，我當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讀經
太十 良善的夫子 我當做甚麼事才可 承受永生？」

18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17-22

19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夫 我 遵守20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21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

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還要來跟從我。」

22 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22 他聽見這話 臉上就變了色 憂憂愁愁地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23 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

「有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地難哪！」讀經
太十

24 門徒希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

「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地難哪！

穿

太十
23-27

25 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26 門徒就分外希奇，對他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27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27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

因為 神凡事都能。」

追求永生
太十17-27

諸長樂牧師 2017.10.22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我們每一個人認識神的方法和途徑，並不一樣。在福音書我們看到有各樣的人

來到耶穌面前尋求幫助：有的人身體疾病，甚至被鬼附了，他求耶穌醫治；

有的人家庭出了問題，甚至可能面對離婚，所以他們來求耶穌幫助；

也許有的孩子準備考試，所以請耶穌特別來為他按手祝福；也許有的孩子準備考試，所以請耶穌特別來為他按手祝福；

還有一些被社會不接納的罪人、稅吏跟娼妓，他們周圍的人不接納他們，

但是他們知道耶穌愛他們、耶穌接納他們。因此有人說：「宗教信仰

只不過是軟弱人的拐杖！一個剛強、順利的人，不需要信仰。」

但事實上，每一個人遲早都會成為瘸子。我看過很多年輕時候很強壯的人，

老了到醫院去看他 不僅拿 根拐杖 是四根的那種 lk （助行器）。老了到醫院去看他，不僅拿一根拐杖，是四根的那種walker（助行器）。

一個健康、順利的人，真的不需要信仰嗎？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馬太、馬可、路加都有記載。

馬太福音說他是 個少年人；路加福音說他是個官。馬太福音說他是一個少年人；路加福音說他是個官。

這個人有社會地位，富有，而且道德生活也不錯；

他可以說是人人都羨慕的，是一個人生的勝利組。

如果我們當中還有人的女兒沒結婚，一定要我趕快介紹這樣的人給他認識。

但是我們卻發現：這個人用跑的來跪在耶穌面前。

他不以世上的這一切順利為滿足，他知道他人生好像還缺了什麼。

感謝主！我們教會，神很賜福大家，聚會來得很早；很多教會弟兄姊妹都是遲到，

而且坐的方式跟我的髮型很像 從後面 從旁邊坐起 然後中間是空的而且坐的方式跟我的髮型很像—從後面、從旁邊坐起，然後中間是空的。

但是我也沒有在我們教會看到有人跑來啦，

但是還沒看過一個人跪著聽道。我不曉得這個人跑來跪在耶穌面前，是還 看 著聽道 我 曉得這 來 在耶穌 前

有這麼長對話的時候，耶穌有沒有說「請起立」？

還是他從頭到尾都跪在那邊？

像這樣 個優秀的青年也需要耶穌嗎 個大家都覺得 錯像這樣一個優秀的青年也需要耶穌嗎？一個大家都覺得不錯，

甚至自己也覺得不錯的好人，需要信耶穌嗎？

一、永生是一個神聖的呼召，是神在每一個人心裡面所發的呼召跟邀請。

有人說其實信仰都差不多 都是勸人為善 所以信什麼都 樣有人說其實信仰都差不多，都是勸人為善，所以信什麼都一樣。

在「勸人為善」的這一點上面，真的都一樣，但是—

信仰絕對不是只叫你做一些善事；信仰絕對不是只叫你做一些善事；

信仰，是有關於這個宇宙如何形成—宇宙觀是什麼。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永恆的想法也不一樣—另外 個方面就是 永恆的想法 不 樣

人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唯物論的信仰說：人死如燈滅，人跟其他的物質沒什麼兩樣；質

印度教跟佛教相信輪迴的思想；

而基督教的永恆觀是一個直線式的：

我們相信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人不是死了就結束了，要面對永恆。

這世界上的 切非常重要 但是 這 切是為著預備永恆這世界上的一切非常重要，但是，這一切是為著預備永恆。

傳三11 所羅門就講過這樣一段話：「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基督教從來沒有因為永恆而忽略短暫的人生；雖然短暫，但是因為是神造的就是好。基督教從來沒有因為永恆而忽略短暫的人生；雖然短暫，但是因為是神造的就是好

神不僅造短暫的美好，神更將永生放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不管你是好人、或是壞人；不管你是有錢人，還是窮人；

不管在這世界上你有沒有成就，上帝都把永生放在你的心裡面，成為一種呼召。

因此，我們有點時候會紀念我們過世的祖先，因為我們關心：

人從哪裡來？我們會懼怕死亡！人從哪裡來？我們會懼怕死亡！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人，當醫生說：「你得到癌症了！」他說：

「哎呀！太好了！」更沒有一個醫生說：「恭喜你得到癌症！」哎呀！太好了！」更沒有 個醫生說 恭喜你得到癌症！」

我們得到癌症後第一個會問：「我還可以活多久？」

如果死亡就是結束，我有什麼好害怕的？但是我們知道死亡不是結束。

我 後要去哪裡 我 麼 我我死後要去哪裡？我這一生有什麼虧欠的？我要好好地來去面對。

不論是文明或者是現代人，都有一個尋求宗教的心理，

人有沒有永生，自己心裡知道，不管你是信那 種宗教。人有沒有永生，自己心裡知道，不管你是信那一種宗教。

甚至你每個禮拜都來聚會，你知道—你有沒有永生。

這個少年人他什麼都有，但是他知道他沒有永生，

而且這個事情比他所有的事情都重要，

因此他跑來跪在耶穌面前要問這個問題。

我們今生固然美好 但是有限；我們今生固然美好，但是有限；

如果我們沒有永生，我們找不到為人的意義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會迷失了方向，我們的生命不整全。有時候我們會迷失了方向 我們的生命不整全

不僅僅是一般人如此，連傳道人都這樣…

衛理公會的創始人約翰∙衛斯理，神很年輕就呼召他做一個佈道家。

有一次他到美國帶領一個大佈道會，在他回到歐洲的路上，

坐船的時候遇到大風浪，他非常、非常地害怕，

可是他在同一個船上看到一群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弟兄，可是他在同一個船上看到一群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弟兄，

在大風大浪當中禱告、唱詩、讚美神，心裡有極大的平安。

在和這些弟兄們分享的過程當中，約翰·衛斯理說：

從那一天開始，他確確實實地有把握，他有永生。



我們每個月都讀一次使徒信經，

使徒信經會唸到一句「我信永生」，使徒信經會唸到 句 我信永生」，

講到你信永生的時候，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永生？

永生不是一個理論—你相信不相信；

永生是很實際的，你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就像我今天問人：「你有沒有帶手帕？」

你不能跟我說：「我相信手帕可以擦汗。你不能跟我說：「我相信手帕可以擦汗。」

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

再講白一點：「你有沒有帶錢？」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等一下奉獻的時候就看到真章。

永生是上帝對每一個人的呼召，

要我們從這有限的人生當中來追求永恆。

奧古斯汀曾經講過：

「上帝在每一個人心裡面造了一個洞，上帝在每 個人心裡面造了 個洞，

而這個洞非得遇見上帝才能夠真正地滿足。」

二、人生的陷阱

我們看到這個少年人跟耶穌的互動 他知道他要追求永生我們看到這個少年人跟耶穌的互動：他知道他要追求永生，

但是他卻掉在一個陷阱的裹面，我們要來思想他遇到的陷阱，

是什麼樣的陷阱。許多人認為，將人生每一件事情做好、是什麼樣的陷阱 許多 認為 將 生每 件事情做好

各方面都成功，這個人就一定沒有問題。

甚至如果在你的人生當中，你還是一個富有的人，那我們覺得更沒有問題。

但很多時候你還是好像缺少什麼？

賽六四6 我們每一個人的義，都像一件污穢的衣服。

污穢的衣服不是全黑 但就是有 些地方髒了污穢的衣服不是全黑，但就是有一些地方髒了，

當有一些地方髒的時候，你知道這件衣服不能隨便穿出去見人。

同樣地，好像在別人都覺得我們很好的當中，我們知道缺了些什麼；而且，別人都 我 很好 當中 我 缺了 什麼

很多看起來人生非常美好的人，他們覺得非常地空虛、焦慮、甚至懷疑。

信耶穌不是僅僅要我們去悔改所做的壞事，

有時候也要改變我們對成功 上帝給我們各樣恩典的看法有時候也要改變我們對成功、上帝給我們各樣恩典的看法，

甚至是對神給我們的好東西的使用方式。

我們很容易用上帝給我們的好東西來掩飾我們的缺點，

甚至我們常常會覺得：如果我有這些東西，甚至我們常常會覺得：如果我有這些東西，

不僅可以控制人，連上帝都可以控制！

你有沒有發現：

當一個學生紙筆測驗非常好的時候，

他犯了一些品性上的錯誤，會有很多人替他說情？

但是當 個 每次考試都 十分但是當一個人每次考試都二、三十分，

他哪一次考了八、九十分，我們都會懷疑—

真的嗎？你確保你沒偷看？真的嗎？你確保你沒偷看？

有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是有生命當中許多的盲點，

而且當我們愈把信心放在所謂的好東西上面的時候，

離神就愈來愈遠！連基督徒都會如此—

我比這些人好：我每個禮拜都來聚會；我有服事、

我有奉獻 所以我比這些人高明我有奉獻，所以我比這些人高明。

事實上，你是真正地依靠耶穌？還是依靠這些好東西？

這個少年人讓我們看到他依靠的好東西是他的錢財，

他把金錢當作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其實不是他很有錢他把金錢當作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其實不是他很有錢

才把金錢當作最重要的東西，很多基督徒也把金錢當作最重要的東西。

耶穌並不排斥富有的人；不論你有多少錢，在神的面前，本質上並不是壞的。

問題是：你怎麼樣來使用這些錢？少年人的問題不是在於他有錢，

而是在於他太倚靠錢讓錢成為他的救主；

金錢成為管轄他生命的主人，而不是 個能幹的傭人。金錢成為管轄他生命的主人，而不是一個能幹的傭人。

在聖經裡對金錢的教導比其他事情的教導更多。有人說，講一次「不要姦淫」，

恐怕就講十次「不要貪愛錢財。」你就曉得金錢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恐怕就講十次 不要貪愛錢財 」你就曉得金錢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

提前6:6-11a 告訴我們對金錢應該要有的態度：

1. 要不貪心、要知足。

2. 當你擁有一些東西的時候，不要自誇，因為這些東西都來自上帝。

3. 你不要把你的生命完全去倚靠這些錢財，因為它靠不住。

10月8日號在美國西部發生 場大火10月8日號在美國西部發生一場大火，

那些房子都是好多個零，一夕之間化為烏有。



我們的短宣隊去到東北，有一個人跟他們說：

海嘯來的時候，他開著車拼命往山上跑，海嘯來的時候，他開著車拼命往山上跑，

可能是前面開車開得很慢，但是他知道很緊急，

就頂著前面的車拼命往前開，頂著前面 車拼命 前開

結果他是最後一部沒有被水淹到的車。

當他把車停好回頭一看—下面一片汪洋，

轉眼之間，這些看起來很好的東西，統統都化為烏有。

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錢財要用來幫助人，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這個少年官犯的錯誤，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犯。

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金錢比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家人更加重要，

我們忽視了生命當中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忽視了生命當中最重要的東西。

對這個少年人和許多人來說，他的財富是他的救主，

但有的時候我們也會緊緊抓住一些東西不放，但有的時候我們也會緊緊抓住一些東西不放，

認為這是我們必須要有的。

三、耶穌要給我們的永生，是一個怎麼樣的永生？

永生，不是你要做什麼、多少的好事才能得到，永生，不是你要做什麼、多少的好事才能得到，

而是你先要變成一個上帝要你成為的人。做幾件好事，

不能夠徹底地改變你，你必須要讓神來管理你的生命。

一個擁有永生的人，是一個自由又榮耀的生命，不僅僅像 約八

有不犯罪的自由，而且是能夠活出上帝要我們活出光彩的生命。

我們在這世界上，都像門徒一樣，說（太十九25）：

「有錢的人都不能進上帝的國，那誰還能啊？」這是門徒跟耶穌的對話。

我很喜歡一句話：「耶穌看著那個少年人就愛他。」我很喜歡 句話： 耶穌看著那個少年人就愛他。」

我以前年輕不懂事，我覺得這樣的人我也愛他。但是這次真正地體會—

耶穌愛他。也許耶穌的年紀跟他一樣。耶穌是那個真正富有的少年官，

但是耶穌為著愛我們的緣故，在 林後八9

祂本來富足，卻為我們成為貧窮。好讓我們因祂的貧窮，成為富足。

耶穌愛我們每一個人，愛到一個地步，把天上終極的財富放下，耶穌愛我們每一個人，愛到一個地步，把天上終極的財富放下，

為要讓我們這些人可以得到自由又豐盛的生命。

你永遠都不要說你慷慨，除非你真正了解十字架—（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神愛世人 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這個少年人憂憂愁愁地走了，但是如果你繼續讀福音書，你會發現另外一個

有錢人得救了，就是稅吏撒該。當他得著耶穌以後，耶穌沒有要求他，但是他說：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賙濟窮人。」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在錢財上的自由。

當你真正地得到這份自由的時候，你不會來問牧師說：

到底要不要十 奉獻？你不會想知道你必須奉獻多少，而是你很想知道到底要不要十一奉獻？你不會想知道你必須奉獻多少，而是你很想知道—

我到底可以給出去多少？這是一個神所救贖，自由又豐盛的生命。

成為一個基督徒，就是知道他不能靠自己。不論是聰明才智、或者是高尚的道德、

甚至愛心行善，都不能夠救我們，乃是完完全全地依靠神的救恩。

每一個人都有他當作救主的東西，有的人說：「主啊！你給我找個伴，我就信你。」

有的人說 「主啊！你讓我媳婦生個孫子 我就信你！有的人說：「主啊！你讓我媳婦生個孫子，我就信你！」

我在台灣禱告，先生了個孫女，結果他說：「不算！」

後來我只好迫切禱告，又生了個孫子，那對老夫婦終於信主了。後來我只好迫切禱告 又生了個孫子 那對老夫婦終於信主了

對少年人來說是他的財富！在你的生命中，有什麼是你緊抓不放的？

我好喜歡唱今天的那一首「安穩港口」，我每次唱都流淚…

親愛 弟 友 哪裡 誰 你 命 安穩港親愛的弟兄、朋友：哪裡？誰？是你生命的安穩港口？

這個少年人，他不願意接受耶穌所告訴他的救恩，

他憂憂愁愁地走了。有人說這個「憂憂愁愁 ，他憂憂愁愁地走了。有人說這個「憂憂愁愁」，

跟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極其憂傷」是同一個字。

他擁有財富，但是他的生命卻持續在迷失和混亂的當中；他擁有財富 但是他的生命卻持續在迷失和混亂的當中；

他失去了生命的喜悅，失去了他生命的核心價值。

但是你會看到撒該，因著敬畏、順服神，得到神的恩賜；但是你會看到撒該 因著敬畏 順服神 得到神的恩賜

他喜樂行善、他在勞碌中享福，

他擁有了上帝所給他的能力、自由和同在。

今天救恩到了這個家，你要站在哪一邊？

罪的工價是死，

惟有 帝 恩賜 基督 永生惟有上帝的恩賜在耶穌基督裡面，乃是永生。



天父：我們仰望你！

我們為著你從過去到現在的保守，感謝你！

就算我們有一些些微的良善，也都是你的眷顧。

若是我們一點點的良善，變成我們的驕傲，

甚至不信主的藉口，求你赦免我們。甚至不信主的藉 求你赦免我們

你也知道在我們生命當中，我最過不去的那一關是什麼，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信靠你而且交給你，求主幫助我們，能夠信靠你而且交給你，

讓我們經歷重生、得到永生。

釋放我 在財富 的自由釋放我們在財富上的自由。

祝福每一個用心來領受你信息的人。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