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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十17~45旅途中的門訓旅途中的門訓((下下))

耶穌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祂對門徒的一些教導。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關於今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關於

一個少年人來問耶穌，如何能夠有永生。

首先看到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首先看到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 有 個人跑來

馬可福音 只有寫到是一個人

馬太福音 是一個少年人

路加福音 提到是一個官

所以綜合這三卷福音書，我們知道這是一位少年官。

這一位少年官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態度是非常謙和的，

馬可福音 他是跪在祂面前，問祂說：

「良善的夫子，我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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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穌的眼中，在地上當然沒有一個人能夠說他是

完全的善良 公義 聖潔的完全的善良、公義、聖潔的，

只有我們的神、在天上的神，祂才是真正良善的。

這個少年人，他問的是說：這個少年人，他問的是說：

要做什麼事才能夠承受永生？才能夠有永遠的生命？

可是耶穌卻對他的回答卻是先圍繞著舊約的十誡，可是耶穌卻對他的回答卻是先圍繞著舊約的十誡，

那這個十誡裡面，耶穌告訴他的是從第六誡開始，

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就是不可殺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把當孝敬父母，事實上是十誡中的第五誡，

也就是說，對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的第一誡，

就是當孝敬父母，這個放在比較後頭。

耶穌的次序、是跟真正的十誡的法版上面的次序，

是有一些出入的

耶穌在這裡要強調的，卻完全是有關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你要做這些合乎在神眼裡、是看為良善的這些行為，

那你都做了沒有呢？那你都做了沒有呢？

十20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從小 的意思，在猶太人的觀念裡，一個小孩子「從小」的意思，在猶太人的觀念裡，一個小孩子

要長到十二歲的時候，就要該為自己的行為要負責任、

就要開始要守律法裡面所講的誡命就要開始要守律法裡面所講的誡命

「我從十二歲起我都做到了 」，耶穌就看著他、就愛他。

耶穌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感的流露呢？耶穌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感的流露呢？

其實耶穌非常希望這個少年官能夠跟隨祂、做祂的門徒，

希望他能夠得到這個救恩 – 也就是真正的永生。

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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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要來跟從我。」

耶穌告訴他其實啊你還不夠，

你要把你變賣所有的，要分給窮人。



在猶太人的舊約律法曾經規定：

對窮苦的人 富人就必須要把他們有的 多的對窮苦的人，富人就必須要把他們有的、多的，

來供應窮苦的人的需要、要保護他們。

因此在舊約裡面 在收割的時候因此在舊約裡面，在收割的時候，

在田地裡面都會留下一些果子、蔬菜，

就是留給這些窮人、孤兒、寡婦，就是留給這些窮人、孤兒、寡婦，

他們可以去拾取

每三年有一次就是奉獻的三分之一，每三年有 次就是奉獻的三分之 ，

要奉獻給這些窮苦的人來用的

雖然在舊約裡財產的富裕、富足也是代表神的獎賞，雖然在舊約裡財產的富裕、富足也是代表神的獎賞，

富足並不是壞事，

可是富足必須要有另外一件事來平衡 – 照顧窮人，可是富足必須要有另外 件事來平衡 照顧窮人

所以常常在舊約裡面，

有些富人他不照顧窮人、變成惡人，有些富 他不照顧窮 變成惡人

敬虔的窮人，反而是神所愛的。

那這裡耶穌就測試這個少年官，因為他有很多的產業，

所以耶穌就說 那你要變賣你的 切來分給窮人所以耶穌就說：那你要變賣你的一切來分給窮人。

耶穌為什麼對他這麼說呢？因為這個少年官好像樣樣事都好，

可是他有 件事是他的軟弱 他是真正倚靠他的錢財可是他有一件事是他的軟弱 – 他是真正倚靠他的錢財，

他的安全感是在他的財富，卻不是仰賴神的能力、恩典；

他仰賴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財產他仰賴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財產，

因此當耶穌叫他要變賣一切的時候，

耶穌已經看到他的弱點了。耶穌已經看到他的弱點了。

這個少年官，他就憂憂愁愁地走了，

他就臉上變了色，這就表示他做不到。他就臉上變了色 這就表示他做不到

而且耶穌除了說：你要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以外，

因為這樣你就有財寶在天上，最主要的你還要來跟從我因為這樣你就有財寶在天上，最主要的你還要來跟從我

本來這個少年官是說：我要做什麼才能夠有永生？

他以為得到永生是要他的努力、他去做，他以為得到永生是要他的努力 他去做

可是耶穌的回答卻完全相反…

耶穌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憑你的本事、能力、地位、產業，

來努力 來賺取永生 永生不是能夠賺取的來努力，來賺取永生，永生不是能夠賺取的，

永生是神的禮物、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賜給，

怎麼能夠得到呢？怎麼能夠得到呢？

要你能夠關心你周遭、所有窮人的需要，

此外，你要來仰賴我，因為能夠賜永生的是什麼？此外，你要來仰賴我，因為能夠賜永生的是什麼？

神的恩典如今已經透過耶穌來到了這個地上，

也就是耶穌把神的國帶到了地上，也就是耶穌把神的國帶到了地上

我們要得到這個永生，就必須要來跟隨耶穌，

接受耶穌成為我們個人的救主，

而且要把耶穌作為我們生命的主

我們要來跟隨祂的教導，我們要來跟隨祂的教導

來完成祂在我們身上的計畫，

這樣子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有永生。

這個時候這個少年人就憂憂愁愁地走了。

十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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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地難哪！」

有錢財的人靠自己的錢，反而進不了神的國。

門徒希奇他的話…門徒希奇 的

「希奇」常常在馬可福音裡出現，通常都是在

對於神的能力、作為、權柄的反應、回應，

所以門徒就非常的驚奇耶穌這樣的話…
「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地難哪！

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耶穌又用了一個比方：

在巴勒斯坦這個地方，駱駝其實是在那裡最大的動物

針的眼就是縫衣服的針的那個眼，

針線穿過的那個針眼 那麼小針線穿過的那個針眼、那麼小

祂說：駱駝要穿過針線的那個針的眼，

都比財主進神的國還要容易呢！這是一個很誇大的比喻都比財主進神的國還要容易呢！這是一個很誇大的比喻…



有人就說這個針的眼、不是縫衣服的針的眼，

而是指耶路撒冷有 道城門 叫作針眼的城門而是指耶路撒冷有一道城門，叫作針眼的城門。

可是事實上，耶穌在講這個比喻的時候，

那個時候耶路撒冷的城牆還沒有這一道針眼的門，那個時候耶路撒冷的城牆還沒有這一道針眼的門，

那是以後他們在重建這個城牆的時候，

才把這個針眼的門把它放上去的；才把這個針眼的門把它放上去的；

在耶穌在講的時候、是沒有這一道城門的。

所以耶穌的比喻常常是非常的誇大，所以耶穌的比喻常常是非常的誇大，

為什麼誇大呢？就是要引起人的注意、

驚奇、激盪，讓他們能夠牢牢地記在腦袋裡面。驚奇 激盪 讓他們能夠牢牢地記在腦袋裡面

就是說人要進神的國，

靠自己的財富、那比駱駝進針的眼還要難。靠自己的財富 那比駱駝進針的眼還要難

這門徒就分外希奇，就是十分十分地震驚，

就對祂說：那這樣誰還能得救呢？所以門徒還不了解就對祂說 那這樣誰還能得救呢？所 門徒還不了解

怎麼樣能夠得永生，以為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十27~30 耶穌看著他們，說：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彼得當時耶穌在呼召他的時候，他就是跟他的兄弟安得烈彼得當時耶穌在呼召他的時候 他就是跟他的兄弟安得烈

都是放下了漁網，他們是打魚的，就跟隨耶穌去了

約翰、雅各也一樣，他們在船上補網的時候，約翰 雅各也 樣 他們在船上補網的時候

他們就離開了船、父親，然後就跟隨了耶穌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

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

兒 受 在來世必得永生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這就是說：

我們在彌賽亞國的當中 可以得到很多的屬靈福氣我們在彌賽亞國的當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屬靈福氣

甚至在我們今生、我們在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各地凡是跟隨主的弟兄姊妹的家裡面去居住，我們可以到各地凡是跟隨主的弟兄姊妹的家裡面去居住，

他們可以接待我們…

所以是說在今世裡面，我們真的可以享受

這些屬靈的福氣 甚至是物質上的福氣；這些屬靈的福氣，甚至是物質上的福氣；

但是我們除了這以外，我們會要承受逼迫。

當然我們在為主傳福音的時候，當然我們在為主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也會被世上的人不接受，

不接受就會抵擋我們啊！不接受就會抵擋我們啊！

我們的價值觀跟他們不一樣的時候，他們會嘲笑我們，

所以有的人甚至為傳福音而喪失了性命，所以有的人甚至為傳福音而喪失了性命

因此這個就是為主而受的苦難，但是在來世必得永生。

永生卻是怎麼樣得到呢？就是在今世的時候，永生卻是怎麼樣得到呢？就是在今世的時候

我們願意為主放下一切、甚至我們的性命，

這樣的話我們在來世才能夠得永生。這樣的 我們在來 才能夠得永生

我們的永生是神給我們的禮物，不是我們賺來的。

而是因為我們願意先為主放下一切、先願意為主吃苦，

以後我們才能夠在耶穌再來的時候、我們所得的獎賞。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許多人本來他們就像這個少年官許多人本來他們就像這個少年官，

他已經什麼都做到了、好像是在前的，但是他要

靠自己的力量 卻變成在後的 就不能夠進神的國靠自己的力量，卻變成在後的，就不能夠進神的國。

有許多在地上看來是在後的，沒有什麼能力、地位、產業，

但是他們卻願意跟隨主、願意靠主的話，他們就變成在前的，但是他們卻願意跟隨主、願意靠主的話，他們就變成在前的，

他們會在神的國中，就一路的向前、繼續的往耶路撒冷去。

十32 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十32 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前頭走，

門徒就希奇，跟從的人也害怕。

從現在開始，第一次馬可福音提到說耶穌要走向耶路撒冷，從現在開始 第 次馬可福音提到說耶穌要走向耶路撒冷

而且祂在前面走 Proago，耶穌是領頭的、而門徒跟在後面。

我們也是一樣，走在這條天路當中，要讓耶穌來作領路的

祂是作我們的元帥、我們是跟在祂的後面走

如果跑到耶穌的前面去，就會變成彼得一樣出來攔阻耶穌，

所以耶穌要對彼得說： 「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雖然耶穌走在前面，門徒為什麼要震驚呢？

而且跟從的人還害怕 他們害怕什麼呢？而且跟從的人還害怕，他們害怕什麼呢？

他們覺得耶穌這個時候的舉動非常的堅定，

而且祂的態度就是勇敢地走在前面而且祂的態度就是勇敢地走在前面

前面是走向耶路撒冷，就像祂所說的要受許多的苦

這時候耶穌又叫過十二個門徒來又再一次地這時候耶穌又叫過十二個門徒來又再一次地

十32~34 第三次的受難預告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祂死罪，

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祂、吐唾沫在祂臉上，

鞭打祂、殺害祂，過了三天 祂要復活。

在第三次的受難預告、跟之前的兩次有什麼不同呢？

這次又多了一項的資訊 – 要把耶穌交給外邦人，

當時的外邦人 – 以色列是被羅馬政府所統治的，

所以這裡又多出了另外一項的資訊。

接下來馬可又記載了另外一個故事，是有關於門徒在爭大小，

十35 45 優先次序的門訓十35~45 優先次序的門訓。

十35~37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

「夫子，我們無論求你甚麼，願你給我們做。」「夫子，我們無論求你甚麼，願你給我們做。」

耶穌說：「要我給你們做甚麼？」

他們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我 榮

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其他的福音書，比如說馬太福音，

並沒有記載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跟約翰來求耶穌，

而是這兩個孩子的母親來求耶穌

但是馬可福音是偏重在這兩個門徒本身來求耶穌

耶穌一直在預告說祂要上耶路撒冷去會受苦、

會被交在人、外邦人的手中，他們要鞭打祂、

要吐唾沫、然後就被殺害，過了三天要復活。

可是門徒卻聽不懂什麼叫作死、什麼叫復活…

他們只是想說：大概他們復興以色列國的時候要到了，

到耶穌成功的時候 我們 個要坐左邊 個要坐右邊到耶穌成功的時候，我們一個要坐左邊、一個要坐右邊，

所以他們先要搶位子。耶穌怎麼回答他們呢？

十38 40 耶穌說： 「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十38~40 耶穌說： 「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

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嗎？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嗎？ 」

他們說： 「我們能！ 」耶穌說：他們說 我們能！ 」耶穌說

「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

乃是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 」

這兩個門徒，認為他們可以受耶穌所受的洗、耶穌所受的杯。

「洗」就是要浸到水裡面去，不只就是說是為了潔淨，

詩篇四二7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

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這個「浸到水裡去」 ，常常是代表極大的災難。

耶穌在 馬可福音第 章 祂有受約翰的洗耶穌在 馬可福音第一章，祂有受約翰的洗，

已經有暗示：耶穌是要為祂的百姓受死、受苦。

另外一個就是喝杯，這個喝杯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杯有救恩的杯 跟苦杯這個杯有救恩的杯、跟苦杯，

詩篇 – 救恩的杯、我的福杯滿溢、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有的是祝福的杯、有的杯是苦難的杯，

耶利米書 苦杯，等於是神對人的懲罰耶利米書 苦杯，等於是神對人的懲罰

祂所講的那個杯，也就是上十字架的時候，

為了人的罪要跟父暫時分離、受苦的那個苦杯為了人的罪要跟父暫時分離 受苦的那個苦杯

但是這兩個門徒他們並不懂真正的意義、

受的洗、喝的杯是什麼，所以耶穌問他們說：受的洗 喝的杯是什麼 所以耶穌問他們說：

能不能跟祂一樣喝這個杯、受這個洗？他們說能啊…
後來雅各徒十二2 他是最早殉道的，被希律王砍頭後來雅各徒十 他是最早殉道的 被希律王砍頭

約翰是最後死，晚年被放逐在拔摩島上，非常地辛苦

他們所受的洗、喝的杯，他們後來是真的也都品嚐到了，

只是他們在當時他們並不知道。



十41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

就表示說其他的門徒都也非常的火就表示說其他的門徒都也非常的火，

他們也一樣就是有要爭高位的心。

十42~45 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

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只是在你們的中間不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耶穌最後的這句話是耶穌祂自己描寫自己耶穌最後的這句話是耶穌祂自己描寫自己

僕人式的服事，

這裡也就是說是一個謙卑的基督論。這裡也就是說是一個謙卑的基督論。

可十45 提到我們的主，祂說：祂來，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事、

而是要服事人 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而是要服事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我們的主，祂是一位作僕人式的主，

祂來，並不是要來推翻羅馬的政府，祂來，並不是要來推翻羅馬的政府，

祂反而是要為了我們人的罪，祂要來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權勢，

不是脫離羅馬政府的權勢，因此要付出祂的生命，不是脫離羅馬政府的權勢，因此要付出祂的生命，

使許多的人因此能夠得永生 – 在這裡祂是怎麼說…

祂是要作多人的贖價，祂是要作多人的贖價，

原文的希臘文是叫作 Lutron，
 利廿五51 提到釋放奴隸所需要的贖金，就叫作 lutron 利廿五51 提到釋放奴隸所需要的贖金 就叫作 lutron
 出廿一30 某一個人他在困難的當中，脫離他的危險，

所要付出的代價、贖金，也是叫作 lutron所要付 的代價 贖金 是叫作

 詩一百三十7、賽五九20 都顯示出

猶太人一直在盼望，神能夠救贖他們脫離罪和

死亡的權勢，這些都是神要付出一個贖價

那神是怎麼做的呢？現在透過耶穌基督、祂來服事我們，

祂的死 就是神來救贖祂的百姓 來脫離罪和死亡的權勢祂的死，就是神來救贖祂的百姓、來脫離罪和死亡的權勢。

祂是說要作多人的贖價，難道已經暗示，

不是作所有人的贖價嗎？其實不是的，不是作所有人的贖價嗎？其實不是的，

這個是希伯來式的一種文化的表達的方式，

作多人的贖價、意思就是作所有人的贖價。作多人的贖價 意思就是作所有人的贖價

提前二6 耶穌捨自己、是作萬人的贖價 – 作所有人的贖價

賽五三12 因為以賽亞的這個僕人，因為祂將命傾倒賽五三 因為以賽亞的這個僕人 因為祂將命傾倒

以致於死，祂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祂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賽五三10 耶和華卻定意將祂壓傷，

使祂受痛苦，耶和華以祂為贖罪祭。

賽五三10~12 有用到捨命、贖價、多人，都可以反映在耶穌，

換句話說，耶穌就是這位以賽亞僕人的應驗，

祂來就是為了要救所有的人、能夠脫離罪的捆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