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 19 章 16-23
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善事才能得永

生？」
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18 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19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20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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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23 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太 19 章
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良善的夫子），

我該做甚麼善事才能得永生？」
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有古卷：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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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做甚麼善事才
能得永生？」

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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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7耶穌回答有點奇怪



約旦河外
比利亞

背景
太19:1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
來到猶太的境界約旦河外。
約旦河外 – 指約旦河東比利亞地

對像 – 少年人(19:20) 可能是年輕猶太人
可10:17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 有一個人
跑來， 跪在他面前， …
可10:19 誡命你是曉得的：…
太19:20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
了，還缺少甚麼呢？」

少年人顯然覺得自己還滿好！要更進一步，
尋求得永生！

加利利



I. 耶穌基督是神，人是沒有良善的
v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做甚麼善事才能得

永生？」
KJ And, behold, one came and said unto him, Good Master (G18), what

good thing (G18) shall I do, that I may have eternal life?
v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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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9:17 And he said unto him, Why callest thou me good(G18)? there is

none good(G18) but one, that is, God: …
太 7:17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KJ Even so every good (G18) tree bringeth forth good (G2570) fruit; 

but a corrupt tree bringeth forth evil fruit.
good G18  agathos ag-ath-os’ 從內發出來的良善
originates from God and is empowered by Him in their life, through faith.
good G2570 kalos kal-os’ 指物質、道德上的好，外型的好，可用在

人、事、情況，帶來美觀、滿意、等…



v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以外，
沒有一個良善的

耶穌要說的是，若沒有一個改變的心，成為良善，只有從
良善的心發出，才會做成良善的事
太 12:35 善(G18)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G18)就發出善(G18)來；
惡人從他心 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

少年人沒有聽懂

耶穌對他說：…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耶穌要用誡命來啓發少年人



2II. 行善事還不足以得永生

v17 …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v18 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

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v19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v20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少年人十誡中五誡-人與人的關係“幾乎”都守完全了



十誡
Exo 20:3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Exo 20:4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Exo 20:7 不可妄稱耶和華 ─ 你神的名；
Exo 20:8 當記念安息日， 守為聖日。
Exo 20:12 當孝敬父母，
Exo 20:13 不可殺人。
Exo 20:14 不可姦淫。
Exo 20:15 不可偷盜。
Exo 20:16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Exo 20:17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僕婢、 牛驢， 並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華吩附摩西的話 – 道德律 愛人如己
利 19:17 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 總要指摘你的鄰舍， 免得因

他擔罪。(被得罪了，要當面講清楚，不要心中懷恨)
利 19:18 不可報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卻要愛人如

己。 我是耶和華。…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I am the LORD.

第一要緊的誡命:
可 12:30 你要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愛主 ─ 你的 神。

(包括十誡一到四)
可 12:31 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 更

大的了。 (包括十誡五到十)

愛人如己是誡命人對人的總綱



v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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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J v21 Jesus said unto him, If thou wilt be perfect, go and sell 
that thou hast, and give to the poor, and thou shalt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and come and follow me.

• 耶穌把愛人如己引申，要少年財主變賣家財，周濟窮人
• 如果愛人如己沒有盡力去做，代表離遵守完全誡命還差

的很遠！
v22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

要靠遵守誡命，還不足以進永生



誡命要盡力去遵行，但是遵行不完全

Psa 127: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老人與海是一本含義很深的短篇小說

老人叫聖地亞哥是一位經驗深厚的專業漁夫，年齡
漸長已不如年輕時自比作是一匹非洲猛虎的當年，

聖地亞哥帶著希望，自己划著小舟在半夜進了
墨西哥灣，

老人有了好運，釣到一條比船還長的馬林魚，老人
奮力在大海與大魚爭鬥，終於…



老人與海
1953普立茲小說獎 1954 諾貝爾文學獎 海明威的寫作生睚達到頂峰！
海明威生於1899 Oak Park IL, 古巴血統，天主教背景
191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受傷，從事寫作
結過四次婚-Elizabeth Richardson，1921- 1927年
Pauline Pfeiffer，1927-1940
1928海明威父親自殺，大受打擊
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1940-1945
Mary Welsh，1946- 1961
海明威曾在1958年說：「你可以在任何時候
當人們不打擾時寫作，…但最好的作品完成時
必定是在你墜入情網時。」
一生喜好打獵、想要鬥牛、深海釣魚、喝酒
作樂，晚年幾次受傷，諾貝爾獎無法去领，
酗酒問題给他很多困擾，196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nest_Hemingway

1935



III. 什麼是完全人？如何去作完全人？
太 19:21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
太 19:21 Jesus said unto him, If thou wilt be perfect (G5046),…

G5046 – 完全人 – 在心智、品格上已成熟

創 17: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 耶和華向他顯現， 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be thou perfect H8549 ，
H8549 完全人 – 誠實、有高尚的道德，
神沒有叫亞伯蘭變賣家財，亞伯拉罕將獨子獻上

Job 1:1 …約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 神， 遠離惡事。
Job 8:20 神必不丟棄完全人， 也不扶助邪惡人。
Job 42:10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 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 轉回，

並且耶和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約伯家財完全失去，加倍得回！



詩18:30 至於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華的話是煉淨的。
凡投靠他的， 他 便作他們的盾牌。 His way is perfect

KJ   Psa 18:30 As for God, his way is perfect: 

詩18:32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為完全的，他是神。
It is God that girdeth me with strength, and maketh my way perfect.

2Sa 22:33 神是我堅固的保障；他引導完全人行他的路。
God is my strength and power: and he maketh my way perfect.

Mat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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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的確據
Mat 19:21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 你還要來跟從我。
Joh 3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Joh 5:22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Joh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

就有永生；…
Joh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Joh 5:29 行善的，復活得生；…
Joh 6: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



總結

耶穌基督是神，人是沒有良善的
要有一個改變的心，成為良善，只有從良善的心發出，
才會做成良善的事

只靠行善事沒有辦法得永生
作一個文化的基督徒是不夠的，要跟從耶穌基督

如何去作完全人
要跟從耶穌基督，他的道是完全的，能使我行為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