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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5 日 

主日講台信息 

「跟從基督」  

／許榮森傳道 

經文：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16－26 節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良善的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

才能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

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

當遵守誡命。他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

還缺少什麼呢？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

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

為他的產業很多。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

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

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弟兄姊妹們平安。我們八月份整個月的信息，都一直在約翰福音，今天我們

要回到馬太福音。 

主耶穌往耶路撒冷去 

馬太福音 19 章這裡，我們看到耶穌離開了加利利。耶穌之前大部分時間都

在加利利湖附近一帶傳神的道，如今祂要離開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耶穌當然

並不是第一次往耶路撒冷去，不過這一次祂往耶路撒冷去，就是要完成祂道成肉

身，來到這世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上十字架，完成救恩。 

法利賽人以「休妻」來試探耶穌 

從這裡開始，我們會看到耶穌基督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反對，耶穌與猶太領袖

之間的對立也沒有辦法調和。因此在 19 章第一段經文，我們就看到法利賽人來

試探耶穌。他們用「可不可以休妻」這件事情來試探耶穌。 

「休妻」這件事情，耶穌的回答是不可以，因為婚姻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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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利賽人為什麼用摩西的教導來試探耶穌？其實是法利賽人、猶太人誤

會了摩西的那段經文。摩西的那段教導，是一個恩典，因為當時的女人因著婚姻

嫁到夫家之後，如果夫家要離棄這個女子，不給她休書的話，她若離開了夫家，

就很難生存。因此耶穌說：「摩西是因為你們心硬，所以准許你們休妻」。所以這

是一個恩典，是給當時女子的一個恩典。 

婚姻是上帝給我們的祝福，婚姻也讓我們可以在這當中學習彼此相愛、彼此

委身。耶穌基督也說，祂跟教會的關係就像丈夫跟妻子一樣。 

神喜悅人謙卑、有信心 

我們在馬太福音 19 章的經文中也看到，耶穌有更多、更清楚的教導，透露

出的信息，與祂末後救恩的事工與結局，並末世天國有關。所以在 19 章的第二

段經文，我們就看到耶穌去斥責那些不讓帶小孩子來見耶穌的門徒。耶穌說：「讓

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不願

意有人攔阻這些孩子到祂這裡來，耶穌說，「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這並不是說，在天國裡面的都是小孩子，耶穌是說，其實天國是屬於像小孩

子這樣謙卑、有單純信心的人。所以耶穌用小孩做一個教材，來述說其實耶穌喜

悅這樣的謙卑與信心。 

在 19 章所看到的第三段經文，就是我們今天主要的經文內容。有一個少年

人來問一件事情，他問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少年人

來問永生。在我們詳細看經文之前，我想邀請大家來思想這個問題。 

這一個年輕人來問，「我要做什麼事，才能得永生」？我想在座弟兄姊妹大

部分都已經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你認為你自己有永生嗎？你認為你會進神的國

嗎？ 

錢財與永生，二選一？ 

我相信這段經文也是很多人所熟悉的經文，因為這段經文在三卷符類福音書

裡都有記載，就是在馬太福音 19 章，馬可福音 10 章，以及路加福音 18 章。就

因為我們熟悉，有時候我們很快的會說，「這段經文裡講到，耶穌要求這少年人

變賣所有的去分給人，就可以有財寶在天上」。「積財寶在天上」也是和合本聖經

給這段經文的主題。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樂善好施、施捨錢財，就能積財寶在天

上？ 

而這好像也讓我們想起另外一段經文，就是在路加福音 21 章，耶穌講到奉

獻的時候，祂稱讚那寡婦的兩個小錢，耶穌說，其他人都是把有餘的奉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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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寡婦把她全部的養生都奉獻出來。 

因此，這裡就好像耶穌要求這個年輕人要去變賣所有的，就可以積財寶在天

上。同時在這段經文後面，耶穌又講到，「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

容易呢！」所以我們會想到，其實錢財會成為我們進天國的阻礙。 

同樣的我們也會想到在馬太福音 6 章有另外一段經文說，「一個人不能事奉

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

奉瑪門」。顯然我們只能選擇一個。 

所以，對這段經文，我們很快的會有這兩個結論，這其實也不是完全的錯誤，

但是也不是全對。如果說上帝賜福我們，讓我們今生在世上有一點財富、金錢，

難道我們就不能進天國嗎？想到這，我們覺得這裡似乎有一點問題。當然，我們

也被教導，雖然在這世上有苦難，但基督的信仰不是自討苦吃的信仰，所以我們

有上帝賜福的錢財，應該不是進天國關鍵的阻礙。 

另外，講到樂善好施就可以積財寶在天，如果只是停在這裡，那跟我們一般

傳統信仰，「你要積功德，將來才能上天堂」，好像又很類似。如果只有樂善好施

就可以積財寶在天，似乎應用在我們的信仰裡面也缺了什麼。 

重要的是跟從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在這裡說，其實最重要的是要跟從祂。最重要的是跟從基督，所有

一切的善行、行為，都是因著跟從基督，願意回應神的恩典，而做出來的。 

在詳細的進入今天的個息經文之前，我們先要有一個共同的理解：在這段經

文的 16 節講到「得永生」，在 17 節講到「進入永生」，在 21 節講到「作完全人」，

在 23、24 節講到「進天國」。這些是什麼意義？為什麼我們在這裡要先有一個

共同的理解？因為有些人認為「得永生」是一回事，「進神的國」是另外一回事。

其實這都不是正確，或恰當的說法。 

在約翰福音第 3 章。耶穌跟尼哥底母講，「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然後在 16 節又說，「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顯然，「得永生、

得拯救、重生、進神的國」這一些都是一樣的意思，只是當他表達出來時有不同

側重的地方。因此，我們今天在看這段經文，碰到這幾個字「得永生、進入永生、

作完全人、進天國」的時候，都是一樣的意思。 

「賺取」的價值觀 

經文一開始講到這個少年人，在路加福音說他是一個官，無論他是一個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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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一個少年的官，他來見耶穌，來問一件事，「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

這句話其實充滿了問題，顯然這年輕人認為好像我們做了什麼，我們就能得著永

生。 

這其實也是我們在這世上常有的觀念，就是我們不可能不勞而獲，做任何事

情總要付出代價。所以我們常常會想要做什麼，去換取什麼；我們常常做很多事

情，都在一個對價的關係裡。也因此，我們在世上做事的時候，常常會去計算代

價，甚或有時候我們覺得好像有點把握，我們就開始去做，但做到一半時，我們

常會回來檢視，會為自己設立一的停損點，當我們達到停損點的時候，我們甚至

就會放棄。這是在我們裡面根深蒂固的一個「賺取」的價值觀。 

顯然這一個年輕人也有這樣的價值觀，他說，「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

生？」當然，做工的得工價並沒有錯，這也是聖經的教導。聖經說，「牛在場上

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又說：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但是在羅馬書 4

章 4 節講到，「做工的得工價，…乃是該得的」，這中間有另外幾個字，就是「不

算恩典」。 

聖經講到「賺取」的這個觀念，的確是在一個對價的關係上，這對價兩邊的

價值是相等的，是相稱的。如果這對價關係是相等、相稱的，聖經告訴我們，這

不算恩典。 

「得永生」乃恩典，非賺取而得 

但如今我們在主裡面，我們有永生，這是神的恩典，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付出生命的代價所成就的救恩。耶穌基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們付不起這個生

命的代價。聖經告訴我們，罪人如果要洗淨他的罪，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因

為罪的工價乃是死」，但是感謝神，現在因著耶穌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代贖，我們如今因信稱義，都有永生。 

不過，這個年輕人他有猶太的背景。以前在舊約時代，他們或許對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並不真正的清楚明白，但其實在舊約的教導也是相同。舊

約所有的人他可以得救，是因為相信神、遵行神的吩咐，以致於他可以得著神的

應許。在希伯來書也告訴我們，在舊約的這些信心的偉人們，他們是因著信，遵

行神的命令。在創世記 15 章其實也明白的講，「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

此為他的義。」 

所以，「得永生」不是賺取來的，它是一個恩典。如果是賺取，這兩邊的對

價是不對稱的，我們付不起這個代價。永生不是做什麼能得的，永生是因著信和

順服神，我們得著這永生。而我們所有所行的，是對神恩典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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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必須調整的固有的觀念。我們今天講我們在主裡面，我們是重生得

救的人，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既然都變成新的了，我們舊有

的觀念就必需要來調整。 

最大的誡命―愛神、愛人如己 

經文接著是耶穌回應這位年輕人，怎麼樣可以進入永生。耶穌第一個就提到

要遵守誡命。哪些誡命呢？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

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在相對應的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並沒有「愛人如己」這幾個字，但其實我們也都知道，十誡的後六誡歸納起來，

其實就是愛人如己。同時在馬太福音在稍後兩週我們會看的經文裡，在 22 章，

耶穌也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

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所以誡命其實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愛

神，一個是愛人。 

但耶穌在這裡說，要進入永生要遵守誡命，耶穌怎麼只講了後六誡？其實嚴

格說來，你會發現祂說的後六誡的部分少了一個，就是第十誡的不可貪戀；這後

六誡歸納起來的確是愛人如己。耶穌只說了愛人如己，難道得永生只需要遵守後

六誡嗎？其實沒有，耶穌十誡都講了。耶穌在 21 節還沒有忘記說，「你若要完

全，必須要來跟從我」。一個願意去跟從人的，對他所跟從的對象一定是有愛，

有信的，就好像在談戀愛時，你追你的女朋友，你如果不愛她，你會希望跟她朝

夕相處嗎？所以耶穌其實沒有漏掉，耶穌的確說的是要愛人與愛神。 

這少年人回應耶穌說，這後六誡他都遵守了，愛人如己他都遵守了，但是耶

穌刻意的把「不可貪戀」漏掉，其實不是耶穌漏掉，是耶穌深深的知道這位年輕

人的罩門。這位年輕人因著他有很多的產業、錢財，所以他其實是很看重這些金

錢、利益，他不能捨去這一切去施捨窮人。耶穌知道他貪戀錢財。 

所以我們也看到，即便這位年輕人說這些他都遵守了，其實他所遵守的只是

他自己認為的，只是表面的意思，他並不真正知道誡命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如果

我們只是用誡命的遵守來回應神，如果我們不知道那背後的精義，我們常常只會

淪落在字面上，作狹義的遵守。其實這有個危險，就是會讓我們淪為道德主義，

甚或我們會變成律法主義，靠行為來稱義。 

事實上律法並不能真的叫我們稱義，如果我們僅遵行律法字面意義，其實這

是一個很低的標準。當我們講「不可姦淫」的時候，耶穌在登山寶訓說，「當你

對一個人動了淫念，你就已經犯姦淫了」。法律、律法的規定能控制我們的行為，

但沒有辦法控制我們的思想，法律其實可以約束我們的是相當有限。律法的精義

是愛，是愛神與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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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講你愛一個人，你去追求他，顯然你有一個對象，愛是有一個發出，一

個收取，是有兩個對象的，所以顯然愛是一個關係。講到愛神與愛人如己，好像

只是兩件事，一件事是愛神，一件事是愛人。但為什麼要講愛人如己？其實愛人

裡面包含一個愛自己。如果你是一個對自己很嚴厲、很嚴苛人，你用這樣的標準

去愛人，有時候對被你愛的人也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負擔。所以我們在與神建立正

確的關係，真正認識神的愛的時候，我們要也因此學習愛自己。 

上帝的愛並不是設立一個條件說我們要很棒，祂才愛我們，上帝在我們還作

罪人的時候，祂就愛我們了。因此我們也知道，當我們自己有不好的時候，當我

們自己覺得很不滿意、很不舒服，覺得我怎麼可以這樣時，在這時候我們也學習

用上帝的愛來接納自己。因著我們對自己的接納，我們可以重新再出發，在上帝

的愛中調整自己，讓自己成為神可喜悅的對象。也因此我們用這樣的愛來愛人，

也能夠讓人成為神可喜悅的對象。 

上帝的愛是充滿了力量的，上帝的愛因著沒有條件，因著祂的無限，祂充滿

了力量。我們如果用我們人的愛去愛別人，常常我們會覺得我對他付出這麼多，

但他總是讓我覺得很傷心、很難過，這個時候我們就愛不下去。 

我們知道上帝對我們的愛這麼沒有條件，即便我們這麼不討祂喜悅，祂仍然

要愛我們。也因此我們看到我們不喜悅的人，看到我們自己是如何的軟弱、如何

的有問題，上帝仍然愛我們，因此，我們對那我們不喜悅的人，才有力量去愛，

我們才能夠接納他人，能夠饒恕，甚至做到耶穌說的，要我們愛仇敵。 

耶穌在這裡講到，要進入永生要遵守誡命，那大誡命是愛神與愛人。如果說

大誡命是我們基督徒基本生活的展現，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大使命。大使命是要我

們去，使萬民作門徒。其實這也是愛神、愛人最極致的表現。基本的來說，基督

徒我們要遵從大誡命，讓我們在基本的生活裡面展現愛神、愛人的心。更積極的

說，我們要回應神的大使命。因著我們愛神、愛人，所以我們願意去使萬民成為

門徒，能夠遵行耶穌基督的教導，來跟隨基督。信神、愛神的人，必定會跟隨基

督。 

跟從基督的條件：捨己、背十架、跟從祂 

所以接著耶穌說，作完全人要跟從祂。但這段經文並沒有很詳細的說我們要

如何來跟從，不過在馬太福音 16 章，耶穌有教導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這裡看到三個條件，或者說跟從基督的

門徒有三個特色，第一個是捨己，第二個是背十字架，第三個是就是跟隨。 

「捨己」從字面上我們很清楚的看到，就是把自己捨了。既然把自己捨了，

就沒有自己。「背十字架」，十字架在當時是一個死刑的刑罰，死刑犯必須背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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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十字架的刑具赴刑場。所以「背十架」是有與基督一同受苦、受死的意思。我

們願意捨己，我們願意與基督一同受苦、受死的心志，這是跟隨基督的兩個條件。 

第三個就是跟從。既然講到跟從，絕對就不是說我現在決定要跟從你，然後

就結束了。既然是跟隨，就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因此，耶穌基督在這裡教導我們，

如果有人要跟從祂，就是要持續不斷願意捨己，願意有與基督一同受苦、受死的

心志。 

這其實是相當不容易，如果容易，這少年人就不會憂憂愁愁的走了。這個少

年人因為他的產業很多，他聽到耶穌說要變賣所有的，還要願意捨己，願意受苦、

受死的跟隨基督，少年人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少年人的罩門是金錢，是財富，是

利益。少年人為什麼擔心捨了所有的？其實背後他有一個害怕，因為今天沒有了

錢財，他會如何？ 

阻礙人跟隨基督的就是「自我」 

我們每個人一樣也都有很多的擔心跟害怕。這些擔心跟害怕的背後就是我們

的安全感。我們的安全感常常會阻礙了我們跟隨基督。另外還有一個會阻礙我們

跟隨基督的，就是我們的想要、慾望。當我們還想要做這個、還想要得到那個，

而這些想要做的事、想要得到的東西，與神的事情有抵觸的時候，常常我們就沒

有辦法捨己，沒有辦法來跟隨。無論是安全感，無論是慾望，其實都是從「我」

出發的。我們不能跟隨，我們跟隨最大的絆腳石其實是「我」。當我們的「我」

很大的時候，我們的絆腳石也就很大。 

你的絆腳石是什麼呢？是財富，是職位，是名聲，是權力，還是你的喜好？

當然，我們有財富、有職位、有名聲、有權力、有喜好，並不是不好，只是當這

些事情成為我們一味追求，以及你一直想要得到的時候，它就成為我們的偶像，

因為這些大過於神。這些都是從「我」出發的，所以除偶像要先從捨己做起。 

得救，唯獨信靠耶穌基督 

難不難？現在如果我再一次問大家，你覺得你有永生嗎？你可以進神國嗎？

你會怎麼說？好難。難道很難，我們就沒有盼望了嗎？不是的。聖經也告訴我們，

得救，唯獨信耶穌基督。其實在經文的一開始，如果你注意到，耶穌在一開始回

應這位年輕人說：「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下面有一行小

字，「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 

耶穌在提醒這位年輕人，你要得永生，不是做什麼善事，是要認識這一位至

善的。要認識這位至善的，來跟隨祂，你才能得永生，才能作完全人，才能進神

的國。但很可惜的，這位年輕人他的觀念錯了，他認為是要去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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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耶穌在 23 到 24 節，用「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

呢！」來回應門徒。門徒甚是驚奇。門徒為什麼驚奇？在當時猶太人都有一個觀

念，認為有錢人、有產業的人他會承受永生。因為他們認為就是因為有上帝的祝

福，所以他才會有產業、有財富，有上帝祝福的人他會進入永生。其實這也不是

正確的觀念，有很多沒有信主的人他也有財富，也有才能，所有的才能、恩賜，

也都是從神來的，難道他們都能進天國、都能得永生嗎？ 

約翰福音 17 章 3 節告訴我們說，「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

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認識至善那一位，並且跟隨祂，順服祂

的帶領。 

我們也多次講到，聖經裡所講的「認識」，不只是我們一般所講的「認識」，

那是一個非常親密的關係。在創世記亞當跟夏娃「行房」，用的也是「認識」這

個字。這樣的一個關係是多麼親密，裡面包含了客觀、理性的瞭解，也包括了主

觀、感性的親近。我們認識神需要知識性的，也需要有經歷。 

神幫助我們跟隨基督 

盼望在這些經歷當中，我們可以來跟隨。即便跟隨是如此的難，即便捨己、

背十字架不容易，但是我們有盼望，因為經文最後 26 節，耶穌說，「在人這是

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們跟隨基督，我們不是單獨，我們不是孤單的，我

們是跟隨祂，祂在我們前面行。所有的經文，三年多的傳道各樣的過程，各樣的

神蹟，各樣的啟示，讓我們知道我們在這裡面不孤單，祂與我們同行。當我們軟

弱的時候，聖靈也在我們當中幫助我們。當我們願意跟隨耶穌，耶穌就與我們同

行，我們就不害怕，我們就能夠抵達終點，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們一同來禱告： 

    天父啊，我們何等的感恩，可以有這樣的恩典，可以認識你，可以成為

你的兒女。主啊，我們都願意跟隨你，但是我們常常軟弱。幫助我們，透過不斷

的信靠，我們緊緊的跟在你後頭，因為我們堅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靠

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