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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十17-31 富有的少年官…

是一個故事體裁，當中又有一段耶穌的教導，

我們交織著來看 ─
用敘事文體的原則來解經

耶穌教導像書信的文體，耶 教導

怎樣看這個片段信息其中的意思

歷史背景 ─ A.耶穌本身的歷史背景

主耶穌將進入耶路撒冷，已經面向十字架

這個時候危機四伏，祂面對反對的勢力

在祂周圍的門徒，並不明白十字架的意義

主耶穌等於要教導門徒，

同時面對反對勢力的當下，

這段的敘事跟對話有些張力存在

歷史背景 ─ B.馬可寫作的歷史背景

約翰馬可 ─ 巴拿巴的表弟、馬利亞的兒子、彼得的親密同工，

馬可福音可能是彼得跟馬可，在羅馬城最後寫成的，

寫作的對象明顯的是對著外邦人，

全書所引用的舊約經文不多

對於猶太習俗都有比較詳盡的解釋

凡引用亞蘭文，當會加上解釋

有些經文引用拉丁文 ─ 當時羅馬人的字義

在馬可的筆下，對門徒的描述非常的坦率 ─在馬可的筆下，對門徒的描述非常的坦率

沒有遮掩的指出，他們對耶穌的工作、

身分是相當的懵懂無知；身分是相當的懵懂無知；

從彼得的口語表達、馬可的紀錄，

要教導主後第一世紀的門徒，要教導主後第一世紀的門徒，

跟隨耶穌做門徒的真實意義。

當時耶穌所帶的門徒們、包含彼得，都不是那麼合格的門徒，

呼之欲出 馬可福音的寫作目的呼之欲出，馬可福音的寫作目的 ─
要讓外邦人知道福音的內容

鼓勵跟隨耶穌做門徒的 包含外邦人鼓勵跟隨耶穌做門徒的、包含外邦人，

他們受到逼迫，

從馬可福音 給予他們正面的鼓勵從馬可福音，給予他們正面的鼓勵

為當時福音信仰做辯護 ─
到底耶穌所傳遞救恩的內容是什麼到底耶穌所傳遞救恩的內容是什麼呢？

也要向當代的門徒說明十字架的重要意義

以至於今天在讀馬可福音的時刻，真實明白 ─
主耶穌的歷史背景，主耶穌的歷史背景，

祂怎樣教導門徒面對反對勢力

馬可透過彼得的口述，寫作這個福音書卷，馬可透過彼得的口述，寫作這個福音書卷，

對主後第一世紀有什麼樣的意義



文意脈絡 ─ 橫向思考 (富有的少年官要跟隨耶穌做門徒)

法利賽人 挑戰耶穌

太 十九16-30 路 十八18-30

稅吏和法利賽人 禱告的對比法利賽人 挑戰耶穌

小孩子 圍繞在耶穌身邊

少年官

稅吏和法利賽人 禱告的對比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富有的少年官 ─ 有錢的人，少年官

結論 ─ 門徒要來審判

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富有的少年官 有錢的人

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

第三次預言 ─ 受難、復活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法利賽人不能做門徒

少年官也不能

第三次預言  受難 復活

治好瞎子

 十九章 稅吏撒該成功的跟隨耶穌少年官也不能

加利利的漁夫，

真正跟隨耶穌的門徒

 十九章 稅吏撒該成功的跟隨耶穌

十三30 在前的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

法利賽人是沒有資格的真正跟隨耶穌的門徒

 廿章葡萄園的比喻 ─
法利賽人，猶太教的

法利賽人是沒有資格的

富有的少年官落在後頭

瞎子被醫好，可以進神國法利賽人，猶太教的

宗教領袖，要受審判

瞎子被醫好，可以進神國

最沒資格的撒該可以進神國

文意脈絡 ─ 橫向思考，馬可福音 十17-31

法利賽人 圍繞耶穌，挑戰耶穌、辯論休妻的事

第二群人 ─ 小孩子，第三 ─ 少年官，第四 ─ 這群門徒

內圈門徒彼得，挑戰「我已經捨己跟從主」

耶穌講論 ─ 要上耶路撒冷面對十字架

雅各、約翰，爭論誰為大，十個門徒非常生氣

耶穌教導 ─ 在神國裡的次序如何？

瞎子巴底買

馬可第十章共 52節，人物比馬太、路加更為豐富，馬可第十章共 節 人物比馬太 路加更為豐富

耶穌跟他們的對話，有辯論、有教導 ─
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十字架？到底什麼是真 的十字架

跟隨耶穌做門徒的意義是什麼？

馬可福音對比於其他的福音書 相對比較精簡馬可福音對比於其他的福音書，相對比較精簡…
突顯馬可透過富有少年官跟其他的門徒，做襯托性的對比。

文意脈絡 ─ 縱向思考，馬可福音 整個十六章…

前半段，耶穌以祂的工作來啟示出祂的身分

最中心點 ─ 八27-30 耶穌用設問法問門徒：

「他們說我是誰？」然後宣告 ─ 祂就是基督

耶穌宣告之後，就沒有再行太多的神蹟，

開始面向耶路撒冷，用了一些談論、教導，

特別針對門徒 ─ 鑰節：

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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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人 命作多 贖

這卷書的後半段，耶穌公開的工作逐漸進入尾聲，

三分之一篇幅是敘述耶穌在耶路撒冷受難、復活的經過三分之一篇幅是敘述耶穌在耶路撒冷受難、復活的經過

 第十章跟富有少年官的談論，是在公開事工進尾聲的時刻，

從圍繞在耶穌身邊不同的人 不同類型的門徒從圍繞在耶穌身邊不同的人、不同類型的門徒，

似乎在挑戰馬可當代的讀者 ─ 你是那一類型的門徒？

文意脈絡 ─ 仔細分析門徒五型

一、十1-12 法利賽人跟耶穌辯論休妻，

法利賽人 最懂得聖經、卻不順服耶穌，法利賽人 最懂得聖經 卻不順服耶穌

不是跟隨耶穌，只是在挑戰耶穌的權柄

耶穌並沒有排斥法利賽人，耶穌並沒有排斥法利賽人，

面對他們的挑戰、引導他們到神的面前，

讓他們認識聖經的標準是什麼讓他們認識聖經的標準是什麼

二 十13 16是小孩子圍繞在耶穌的身邊二、十13-16是小孩子圍繞在耶穌的身邊，

對比耶穌的門徒要把小孩子趕走

耶穌竟然惱怒門徒耶穌竟然惱怒門徒

這群小孩子是被耶穌接納的，

耶穌為他們祝福耶穌為他們祝福



文意脈絡 ─ 仔細分析門徒五型

三、十17- 富有的少年官，他想要跟隨耶穌、自以為能。

如果我們是當代的門徒…
若是富有的少年官成功的跟隨耶穌，

那我們這一群門徒可不就是容易多了

耶穌竟然沒有接受這個少年官，

最後財主是憂憂愁愁的走了

四、「正牌」門徒

十28又有彼得出來說：「看我真正撇下所有跟隨你了」，十28又有彼得出來說： 看我真正撇下所有跟隨你了」

對比少年官，他撇不下、捨不得

十32- 耶穌在彼得的談話之後，十32 耶穌在彼得的談話之後，

祂做了一段真正十字架的教導

十35- 雅各跟約翰來求耶穌，想要坐在耶穌的左邊、右邊。十35- 雅各跟約翰來求耶穌，想要坐在耶穌的左邊、右邊。

耶穌每次講到上十字架，門徒的反應都是讓人跌破眼鏡…

文意脈絡 ─ 仔細分析門徒五型

十41- 十個門徒就非常的生氣，他們要爭論誰為大，

耶穌回頭來教導門徒說：「我們當中

願意為首的，其實要做眾人的僕人」

五、十46 瞎子巴底買，耶穌醫好了他，

他在路上就跟隨了耶穌

這一類型一類型的門徒，在馬可的文意脈絡中做了對比這 類型 類型的門徒，在馬可的文意脈絡中做了對比…
1.心硬的法利賽人，是試探主的

2 軟弱的孩子們，是被主耶穌接納的2.軟弱的孩子們 是被主耶穌接納的

3. 富有的少年官 捨不下他的財富，憂憂愁愁的走了

4真正跟隨耶穌的門徒，卻在爭論誰為大4.真正跟隨耶穌的門徒，卻在爭論誰為大

5. 瞎子巴底買，基本上是不配 ─ 路人都叫他

不要做聲，他卻真正被耶穌醫治、被耶穌服事，不要做聲，他卻真正被耶穌醫治、被耶穌服事，

成為跟隨耶穌的門徒

這一段敘事跟對話交織，有一個重複的對話…
 17b 有 個人跑來 跪在祂面前 問祂說： 17b 有一個人跑來，跪在祂面前，問祂說：

「良善的夫子，我當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沒有名字的少年官 好像有資格跟隨耶穌 卻沒有成功沒有名字的少年官，好像有資格跟隨耶穌，卻沒有成功

 35-36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
「夫 我們無論求你甚麼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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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的求是求錯了 要求坐在左邊 右邊門徒的求是求錯了，要求坐在左邊、右邊

跟巴底買的對話 ─ 51 耶穌說：「要我為你做甚麼？」

他沒有什麼可以給耶穌、沒有辦法為耶穌做什麼，

卻真正被耶穌服事、成功的跟隨了耶穌

這個敘事手法當中有很多的設問法，襯托出敘事的張力，

在對比的模式當中，我們可以看出 ─在對比的模式當中，我們可以看出

到底什麼樣的人，是真正成功跟隨耶穌做門徒的。

怎樣來解釋耶穌的言論，根據書信的原則 ─
耶穌說了什麼What？怎麼說的 How？為什麼這麼說 Why？耶穌說了什麼What？怎麼說的 How？為什麼這麼說 Why？
探討耶穌這一段故事，教導中的主旨、中心思想…

說了什麼 What― 祂的教導讓人看出十字架的意義，
跟隨耶穌做門徒的，也要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當時的門徒不明白，今天讀經的人，

耶穌也在挑戰我們的價值觀、優先次序 ─
富有的少年官捨不下財富，耶穌教導要他變賣所有的，

財富的主權需要轉移…成為天上的財富、永恆的基業

地上的財寶卻捆綁了少年官，沒能成功的跟隨耶穌

祂怎麼說 How、為什麼這麼說Why ─祂怎麼說 How、為什麼這麼說Why ─ 
門徒之道乃在捨己，自以為能的反倒不能…
在人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包含開了瞎子的眼睛，在人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包含開了瞎子的眼睛，

一無所有、討飯的瞎子巴底買，卻得著了屬天的財寶



解經的結論 ─ 對當代，馬可所要講述的信息…
整體而言，門徒的爭議 ─

真正跟隨耶穌的門徒，就要像主耶穌自己一樣，

走十字架的道路，透過死亡完成救贖

這條路是神國能力的彰顯，

似乎是軟弱的，卻是彰顯出上帝的大能

從這裡面，可以看出馬可所要傳遞的信息 ─從這裡面，可以看出馬可所要傳遞的信息

堅固主後第一世紀正在受苦的門徒們

有很多的對比 ─有很多的對比  
得與失、前與後

主的杯、主的洗，是要帶來救贖的，主的杯 主的洗，是要帶來救贖的，

唯有透過受苦十字架能帶來救贖

人的能、人的不能，人的能、人的不能，

人的不能襯托出神的大能

解經的結論 ─ 對當代，馬可所要講述的信息…

主耶穌在世事奉的整個目標，

就是要領人進入神的國；就是要領人進入神的國；

神的國真正的能力，是透過

甘願捨己的十字架彰顯出來 ─甘願捨己的十字架彰顯出來

主耶穌雖是滿有權能的神子，卻成為受苦的人子

門徒也當跟隨耶穌，在被祂服事的當中門徒也當跟隨耶穌，在被祂服事的當中

捨己，經歷在神凡事都能！

也許富有的少年官不能成功的跟隨耶穌，

卻襯托出瞎子巴底買，被耶穌服事了、跟隨耶穌；卻襯托出瞎子巴底買 被耶穌服事了 跟隨耶穌；

他先被耶穌服事，似乎讓我們看見 ─
一個跟隨耶穌的門徒，是先被耶穌服事了 個跟隨耶穌的門徒，是先被耶穌服事了

不是先自以為什麼都能的，替耶穌做了些什麼

釋經的應用對我們的意義…
隨 穌 穌 事 沒今天在跟隨耶穌的當下，先思想被耶穌服事了沒？

我們被耶穌自己完成了救贖買贖回來了，

我們是先受祂服事、蒙祂所愛、蒙祂救贖，

才有能力走十字架的道路

不是靠自己的善行、不是靠自己的意志

相對真正攔阻我們走十字架道路、做祂門徒的，相對真正攔阻我們走十字架道路 做祂門徒的，

乃是擁有太多了，我們需要放下自己 ─
那個捨己 可能不見得是財富那個捨己 可能不見得是財富

有時是自以為是的敬虔、裡面屬靈的驕傲

求主藉著馬可福音環環相扣的五類型門徒，
看看自己是那類型的門徒 ─

有時我們自以為在前，可是不小心落到後頭了！

愛我們的耶穌 我們仰望你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仰望你，

我們願意做你的門徒，

但是有時我們會錯失了生命的焦點

禱告禱告

但是有時我們會錯失了生命的焦點，

不小心把你所看重的、放在我們生命中的末位，

卻自以為是的 自以為可以有能力來跟隨你。卻自以為是的、自以為可以有能力來跟隨你。

幫助我們，讓我們每一個時刻

都是謙卑在你的腳前 讓我們真正省察都是謙卑在你的腳前，讓我們真正省察 ─
我們能夠跟隨你，是因為你先服事了我們、

是因為你先為我們捨命 使我們得著十字架的能力是因為你先為我們捨命，使我們得著十字架的能力，

被你的愛觸摸、被你的愛融化，

以至於甘心樂意的 捨下我們所認為寶貴的來跟隨你以至於甘心樂意的，捨下我們所認為寶貴的來跟隨你。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