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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十17-31 富有的少年官…

是一个故事体裁，当中又有一段耶稣的教导，
我们交织着来看 ─
用叙事文体的原则来解经
耶稣教导像书信的文体，

怎样看这个片段信息其中的意思

历史背景 ─ A. 耶稣本身的历史背景
主耶稣将进入耶路撒冷，已经面向十字架

这个时候危机四伏，他面对反对的势力

在他周围的门徒，并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主耶稣等于要教导门徒，

同时面对反对势力的当下，

这段的叙事跟对话有些张力存在

历史背景 ─ B. 马可写作的历史背景

约翰马可 ─ 巴拿巴的表弟、马利亚的儿子、彼得的亲密同工，
马可福音可能是彼得跟马可，在罗马城最后写成的，

写作的对象明显的是对着外邦人，

 全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不多

 对于犹太习俗都有比较详尽的解释

 凡引用亚兰文，当会加上解释

 有些经文引用拉丁文 ─ 当时罗马人的字义

在马可的笔下 对门徒的描述非常的坦率 ─在马可的笔下，对门徒的描述非常的坦率 ─
没有遮掩的指出，他们对耶稣的工作、

身分是相当的懵懂无知；身分是相当的懵懂无知；

从彼得的口语表达、马可的纪录，

要教导主后第一世纪的门徒要教导主后第 世纪的门徒，

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真实意义。

当时耶稣所带的门徒们、包含彼得，都不是那么合格的门徒，
呼之欲出 马可福音的写作目的呼之欲出，马可福音的写作目的 ─
要让外邦人知道福音的内容

鼓励跟随耶稣做门徒的 包含外邦人鼓励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包含外邦人，

他们受到逼迫，

从马可福音 给予他们正面的鼓励从马可福音，给予他们正面的鼓励
为当时福音信仰做辩护 ─

到底耶稣所传递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呢？ 到底耶稣所传递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呢？

 也要向当代的门徒说明十字架的重要意义

以至于今天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刻，真实明白 ─
主耶稣的历史背景主耶稣的历史背景，

他怎样教导门徒面对反对势力

马可透过彼得的口述 写作这个福音书卷马可透过彼得的口述，写作这个福音书卷，

对主后第一世纪有什么样的意义



文意脉络 ─ 横向思考 (富有的少年官要跟随耶稣做门徒)

法利赛人 挑战耶稣

太 十九16-30 路 十八18-30

税吏和法利赛人 祷告的对比法利赛人 挑战耶稣
小孩子 围绕在耶稣身边

少年官

税吏和法利赛人 祷告的对比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富有的少年官 ─ 有钱的人，少年官

结论 ─ 门徒要来审判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富有的少年官 有钱的 ，

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

第三次预言 ─ 受难、复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法利赛人不能做门徒

 少年官也不能

第三次预言  受难、复活
治好瞎子
 十九章 税吏撒该成功的跟随耶稣 少年官也不能

 加利利的渔夫，

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十九章 税吏撒该成功的跟随耶稣
十三30 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

 法利赛人是没有资格的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廿章 葡萄园的比喻 ─
法利赛人 犹太教的

 法利赛人是没有资格的

 富有的少年官落在后头

 瞎子被医好 可以进神国法利赛人，犹太教的

宗教领袖，要受审判
 瞎子被医好，可以进神国

 没资格的撒该可以进神国

文意脉络 ─ 横向思考，马可福音 十17-31

法利赛人 围绕耶稣，挑战耶稣、辩论休妻的事
第二群人 ─ 小孩子，第三 ─ 少年官，第四 ─ 这群门徒
内圈门徒彼得，挑战「我已经舍己跟从主」

耶稣讲论 ─ 要上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
雅各、约翰，争论谁为大，十个门徒非常生气

耶稣教导 ─ 在神国里的次序如何？

瞎子巴底买

马可第十章共 52 节，人物比马太、路加更为丰富，马可第十章共 节，人物比马太、路加更为丰富，
耶稣跟他们的对话，有辩论、有教导 ─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什 是真 十字架

 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

马可福音对比于其他的福音书 相对比较精简马可福音对比于其他的福音书，相对比较精简…
突显马可透过富有少年官跟其他的门徒，做衬托性的对比。

文意脉络 ─ 纵向思考，马可福音 整个十六章…

前半段，耶稣以他的工作来启示出他的身分
最中心点 ─ 八27-30 耶稣用设问法问门徒：

「他们说我是谁 他就是基督「他们说我是谁？」然后宣告 ─ 他就是基督
耶稣宣告之后，就没有再行太多的神迹，

开始面向耶路撒冷，用了一些谈论、教导，

特别针对门徒 ─ 钥节：

十45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这卷书的后半段，耶稣公开的工作逐渐进入尾声，
三分之一篇幅是叙述耶稣在耶路撒冷受难 复活的经过三分之 篇幅是叙述耶稣在耶路撒冷受难、复活的经过

 第十章跟富有少年官的谈论，是在公开事工进尾声的时刻，

从围绕在耶稣身边不同的人 不同类型的门徒从围绕在耶稣身边不同的人、不同类型的门徒，

似乎在挑战马可当代的读者 ─你是那一类型的门徒？

文意脉络 ─ 仔细分析门徒五型

一、十1-12 法利赛人跟耶稣辩论休妻，
法利赛人 懂得圣经、却不顺服耶稣，法利赛人 懂得圣经、却不顺服耶稣，

不是跟随耶稣，只是在挑战耶稣的权柄

耶稣并没有排斥法利赛人耶稣并没有排斥法利赛人，

面对他们的挑战、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认识圣经的标准是什么让他们认识圣经的标准是什么

二 十13 16 是小孩子围绕在耶稣的身边二、十13-16 是小孩子围绕在耶稣的身边，
 对比耶稣的门徒要把小孩子赶走

 耶稣竟然恼怒门徒 耶稣竟然恼怒门徒

这群小孩子是被耶稣接纳的，

耶稣为他们祝福耶稣为他们祝福



文意脉络 ─ 仔细分析门徒五型

三、十17- 富有的少年官，他想要跟随耶稣、自以为能。
如果我们是当代的门徒…

若是富有的少年官成功的跟随耶稣，

那我们这一群门徒可不就是容易多了

耶稣竟然没有接受这个少年官，

后财主是忧忧愁愁的走了

四、「正牌」门徒

十28 又有彼得出来说：「看我真正撇下所有跟随你了」，十28 又有彼得出来说：「看我真正撇下所有跟随你了」，

对比少年官，他撇不下、舍不得

十32- 耶稣在彼得的谈话之后十32 耶稣在彼得的谈话之后，

他做了一段真正十字架的教导
十35- 雅各跟约翰来求耶稣 想要坐在耶稣的左边 右边十35- 雅各跟约翰来求耶稣，想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

耶稣每次讲到上十字架，门徒的反应都是让人跌破眼镜…

文意脉络 ─ 仔细分析门徒五型

十41- 十个门徒就非常的生气，他们要争论谁为大，
耶稣回头来教导门徒说：「我们当中

愿意为首的，其实要做众人的仆人」

五、十46 瞎子巴底买，耶稣医好了他，

他在路上就跟随了耶稣

这一类型一类型的门徒 在马可的文意脉络中做了对比这 类型 类型的门徒，在马可的文意脉络中做了对比…
1. 心硬的法利赛人，是试探主的

2 软弱的孩子们 是被主耶稣接纳的2. 软弱的孩子们，是被主耶稣接纳的

3. 富有的少年官 舍不下他的财富，忧忧愁愁的走了

4 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却在争论谁为大4. 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却在争论谁为大

5. 瞎子巴底买，基本上是不配 ─ 路人都叫他

不要做声 他却真正被耶稣医治 被耶稣服事不要做声，他却真正被耶稣医治、被耶稣服事，

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

这一段叙事跟对话交织，有一个重复的对话…
 17b 有 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17b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我当做甚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没有名字的少年官 好像有资格跟随耶稣 却没有成功没有名字的少年官，好像有资格跟随耶稣，却没有成功

 35-36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无论求你甚么 愿你给我们做 」「夫子，我们无论求你甚么，愿你给我们做。」

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甚么？」
门徒的求是求错了 要求坐在左边 右边门徒的求是求错了，要求坐在左边、右边

跟巴底买的对话 ─51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甚么？」
他没有什么可以给耶稣、没有办法为耶稣做什么，

却真正被耶稣服事、成功的跟随了耶稣

这个叙事手法当中有很多的设问法，衬托出叙事的张力，
在对比的模式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在对比的模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成功跟随耶稣做门徒的。

怎样来解释耶稣的言论，根据书信的原则 ─
耶稣说了什么 What？怎么说的 How？为什么这么说 Why？耶稣说了什么 What？怎么说的 How？为什么这么说 Why？

探讨耶稣这一段故事，教导中的主旨、中心思想…

说了什么What─ 他的教导让人看出十字架的意义，
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也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当时的门徒不明白，今天读经的人，

耶稣也在挑战我们的价值观、优先次序 ─
富有的少年官舍不下财富，耶稣教导要他变卖所有的，

财富的主权需要转移…成为天上的财富、永恒的基业

 地上的财宝却捆绑了少年官，没能成功的跟随耶稣

他怎么说 How 为什么这么说Why ─他怎么说 How、为什么这么说Why ─
门徒之道乃在舍己，自以为能的反倒不能…
在人是不能 但在神凡事都能 包含开了瞎子的眼睛在人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包含开了瞎子的眼睛，

一无所有、讨饭的瞎子巴底买，却得着了属天的财宝



解经的结论 ─ 对当代，马可所要讲述的信息…
门徒整体而言，门徒的争议 ─

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就要像主耶稣自己一样，

 走十字架的道路，透过死亡完成救赎

这条路是神国能力的彰显，

似乎是软弱的，却是彰显出上帝的大能

从这里面 可以看出马可所要传递的信息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马可所要传递的信息
坚固主后第一世纪正在受苦的门徒们
有很多的对比 ─有很多的对比

 得与失、前与后
 主的杯 主的洗 是要带来救赎的 主的杯、主的洗，是要带来救赎的，

唯有透过受苦十字架能带来救赎

 人的能 人的不能 人的能、人的不能，

人的不能衬托出神的大能

解经的结论 ─ 对当代，马可所要讲述的信息…

主耶稣在世事奉的整个目标，
就是要领人进入神的国；就是要领人进入神的国；

神的国真正的能力，是透过

甘愿舍己的十字架彰显出来 ─甘愿舍己的十字架彰显出来

 主耶稣虽是满有权能的神子，却成为受苦的人子

门徒也当跟随耶稣 在被他服事的当中门徒也当跟随耶稣，在被他服事的当中

舍己，经历在神凡事都能！

也许富有的少年官不能成功的跟随耶稣，
却衬托出瞎子巴底买，被耶稣服事了、跟随耶稣；却衬托出瞎子巴底买，被耶稣服事了、跟随耶稣；

他先被耶稣服事，似乎让我们看见 ─
 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 是先被耶稣服事了 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是先被耶稣服事了

 不是先自以为什么都能的，替耶稣做了些什么

释经的应用对我们的意义…
今 在跟随耶稣的当 先 想被耶稣服事了没今天在跟随耶稣的当下，先思想被耶稣服事了没？

我们被耶稣自己完成了救赎买赎回来了，

 我们是先受他服事、蒙他所爱、蒙他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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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真正拦阻我们走十字架道路 做他门徒的相对真正拦阻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做他门徒的，
乃是拥有太多了，我们需要放下自己 ─
 那个舍己 可能不见得是财富 那个舍己 可能不见得是财富

 有时是自以为是的敬虔、里面属灵的骄傲

求主借着马可福音环环相扣的五类型门徒，
看看自己是那类型的门徒 ─

有时我们自以为在前，可是不小心落到后头了！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仰望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

但是有时我们会错失了生命的焦点

祷告祷告
但是有时我们会错失了生命的焦点，

不小心把你所看重的、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末位，

却自以为是的 自以为可以有能力来跟随你却自以为是的、自以为可以有能力来跟随你。

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时刻

都是谦卑在你的脚前 让我们真正省察都是谦卑在你的脚前，让我们真正省察 ─
我们能够跟随你，是因为你先服事了我们、

是因为你先为我们舍命 使我们得着十字架的能力是因为你先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得着十字架的能力，

被你的爱触摸、被你的爱融化，

以至于甘心乐意的 舍下我们所认为宝贵的来跟随你以至于甘心乐意的，舍下我们所认为宝贵的来跟随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