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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
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
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
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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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10：17-22
17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

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
生？」 18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19 誡命你是曉得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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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他對耶穌說：「夫
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21 耶穌看著他，就

愛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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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

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思想問題

1.財富會成為我們得永生的攔阻嗎？

2.可以透過遵守誡命而得永生？

3.“遇見主”後，生命有什麼改變？

4.如何跟從主？



財富會成為我們得永生的攔阻嗎?

 聖經中的賜福與財富

『 1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
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
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 2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
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3 你在
城裡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4 你身所生的，

地所產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犢、羊羔，都必
蒙福。 5 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麵盆都必蒙福。 6 你

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 （申28：1-6）



財富會成為我們得永生的攔阻嗎?

 聖經中的賜福與財富

『 12 這樣，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

更多。他有一萬四千羊，六千駱駝，一千
對牛，一千母驢。13 他也有七個兒子，三

個女兒。』（伯42：12-13）



聖經中對財富的警告

『 行為純正的窮乏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

足人。』（箴28：6）

『7 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
賜給我： 8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

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
食。 9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

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
瀆我神的名。』 （箴30：7-9）



聖經中對財富的警告

 財富本身是無罪的····貪財才是

『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6：
10）

 亞干：貪愛美衣和金銀，私藏贓物

『1 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

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兒
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
列人發作。』（書7：1）



聖經中對財富的警告

 基哈西 （王上5：20-27）

 猶大 （太27：3-5）

 耶穌：『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地
難哪！』

 曉得如何擁有，但沒有學習如何放下



o 小猴子與香蕉



透過遵守誡命而得永生？

 19節：『誡命你是曉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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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節：『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
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
善的。』



聖經：因信蒙恩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
罪。』 （羅3：20）

 『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3:28）



聖經：因信蒙恩

 『 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9 也

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弗
2:8-9）



“遇見主”後，生命有什麼改變？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

雖然沒有得到永生，但他卻有三個亮點：

1. 他擁有勇氣，不驕傲

2. 他在神的律法中充滿著理想

3. 他願意追求

o 遇見主：透過『聖經』、透過別人的生
命見證、透過我們自己的生命見證。



“遇見主”後，生命有什麼改變？

 保羅遇見耶穌，生命大轉變

『7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
在因基督都當做有損的。 8 不但如此，

我也將萬事當做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
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3：7-8）



“遇見主”後，生命有什麼改變？

 雅各遇見神（創32）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
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
了勝。」』（創32：28）

 稅吏撒該 （路19）



“你還缺一件” 

耶穌：“你還要來跟從我”



耶穌的跟隨者

 “信”的人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3：
16）

『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
裡復活，就必得救。 10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
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羅10：

9-10）



耶穌的跟隨者

 禱告的人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

地方去，在那裡禱告。』 （可1：35）



耶穌的跟隨者

 聽神的話的人

摩西、彼得、保羅、約翰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
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

（太17：5）

 生命改變的人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
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8：12）



耶穌的跟隨者

 順服神的人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太：28：19）

 愛神的人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 (可12：30)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



耶穌的跟隨者

 服侍神、服侍人的人

『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
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裡。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
尊重他。』 （約12：26）

My Father will honor the one who serves 
me.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
我身上了。』』 （太25：40）



耶穌的跟隨者

 因耶穌受苦的人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

為他受苦。』（腓1：29）

『1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

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
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
的地方。」 19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

樣死榮耀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
我吧！」』（約21：18-19）



耶穌的跟隨者

 因耶穌受苦的人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
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太16：22）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
16：24）



耶穌的跟隨者

 信的人

 禱告的人

 聽神的話的人

 生命改變的人

 順服神的人

 愛神的人

 服侍神，服侍人的人

 願意受苦的人



結語

 教會聖詩370“使我復興”（“贊美我天
父”）:William P. Mackay



【使我復興】#370

1）讚美我天父，因祂如此愛世，

願意差遣獨生子為罪人受死；

2)讚美保惠師，奉主差遣降臨，

特為開導並照亮又感化我心；

3)讚美主耶穌，今坐天父右邊，

我今靠主的功勞罪愆得赦免；

4)求主來復興，慈愛充滿我心，

聖靈火重燃我靈使我得復興；

副）哈利路亞，榮耀歸主！哈利路亞，阿門！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使我得復興。



擘餅紀念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