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从耶稣作完全人 
张成 

 

【马太福音 19 章 16-17 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
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
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
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如果比较另外两处的平行经文（可 10:17-23, 路 18:18-25），就能看到一个更全面
的图画。如果只是看这一段经文，就会缺少一些资料。所以，四福音书有些内容看似
重复的记载，其实作者是从不同的角度记载耶稣所说的话。可能耶稣说了十句话，但
某个作者认为其中有六句比较关键，所以就把这六句记下来；但另一个作者则把其中
八句话记了下来，比前一个作者多了两句，而且并不完全相同。因为两者的关注点不
一样。所记载虽然不完全一致，其实是丰富了我们，透过相互参看就可以看到一个更
完整的图画。今天我们会参考这三本福音书，尝试去明白这个事件所要传达的信息。 

这里说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是个青年人，因为 20 节说他是个少年人（等
同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很富足（路 18:23），有很多产业（太 19:22），
而且还是一个当官的（路 18:18）。透过参考平行经文，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这个人的
背景。 

这个人年纪轻轻已经大有作为。很少人具备像他那样的条件（年轻、当官、富有）。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快四十岁了，还没当官，也没什么钱。这个青年人很与众不同，
他不满足于拥有荣华富贵，他来到耶稣跟前为要求教如何才能承受永生。 

今天的年轻人都喜欢玩手机。为了专注玩手机，他们完全不在乎健康，更不可能
关注虚无缥缈的永生。在我们看来，手机远比永生实在，如果永生里没有 WiFi 和手机，
真是生不如死。所以我说，这个青年人真的让我们无地自容。他具备我们向往的所有
条件，但他并不满足，他竟然还探索如何承受永生。而且他还认识到，人活着不能只
顾自己，也要关注行善。 

还有，这个青年人很有素质，马可福音 10章 17 节告诉我们，他是跪下来虚心请
教耶稣的！他是个官，是有钱人，有权有势，不需要向耶稣下跪求教，面对面跟耶稣
谈话就行了。耶稣只是个下层社会的老师，没有学历，没有地位，没有财富，是上流
社会的人瞧不起的。但这个青年人竟然来到这个没有地位、身份的老师面前下跪，谦
卑求问，可见他是个有属灵眼光的人。他看到耶稣的生命和教导与众不同，所以才来
请教他。他也是个非常坦诚的人。他坦诚自己的生命有缺乏（太 19:20）。他没有自觉
比别人优秀，觉得自己优秀的人是不会虚心求教的。 

耶稣为何拒绝接受“良善的夫子“的称呼 



 

 

我们看看这个青年财主是怎么称呼耶稣的。如果你比较不同的记载，就会看到他
是以“良善的夫子”（可 10:17，路 18:18）来称呼耶稣的。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
子”，但耶稣的回答显得很不友善，而且有点莫名其妙。耶稣为什么对他说“只有一位
是良善的”？ 

要明白为什么耶稣如此回答，就得明白为什么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青年财
主是向耶稣询问如何才能承受永生，如果你要询问永生大事，你会找谁？你会随便找
一个人问吗？不会吧？你看看旁边那个基督徒，又懒，又不诚实，这种人能承受永生
吗？肯定不能。所以如果想询问永生大事，你肯定会找一个你认为是配得永生的人。
当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言下之意，他非常敬仰耶稣，觉得他配得永生，所以能
够指点他如何才能承受永生。 

所以，不要以为传福音只是跟人讲讲道理。你跟同事谈永生大事，他也在观察你，
观察你的工作表现、行事为人。他会心里想，这人今生的事都没做好，竟然还跟我谈
永生大事？你觉得他会相信你说的话吗？答案显而易见。 

如果有人这样称呼你为“良善的夫子”，你会怎么样？肯定会飘飘然，觉得对方很
有眼光。但留意耶稣的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
有良善的”（可 10:18，路 18:19）。称耶稣是“良善的”应该当之无愧，为什么耶稣说
除了神一位，再没有良善的？言下之意，耶稣也不配称为“良善的”。耶稣想跟他说什
么？ 

青年财主的关注是如何承受永生。为了能承受永生，他就积极遵行律法、积极行
善。他的关注是如何得永生，他的关注不是神。正因如此，耶稣必须把他指向神。你
可以想象耶稣把指头指向天，对他说，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我是人不是神。耶稣马
上把他的眼目转移到神身上，他不要青年财主把焦点放在他身上。耶稣知道青年财主
非常景仰他，他不敢把属于神的荣耀占为己有，他没有让人的称赞冲昏了脑袋。这一
点是值得传道人效法的，不要因别人的赞许，得意忘形，甚至盗取了属于神的荣耀。 

耶稣提醒他，神才是良善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看“良善”如同
装饰，可多可少，但是圣经可不是这么教导的。你必须明白，行善并不能证明你就是
良善的。恶人也可以行善，他比你行的还厉害，一捐就是几百万，你捐得起吗？他捐
钱给慈善机构可能是因为做了太多亏心事，良心不安；他捐“香油钱”可能是为了求
上天不让他下地狱。所以行善不能证明我们就是良善的。所以耶稣提醒他，神才是良
善的源头，我们就像灯泡，必须跟能量的源头接上，才能发亮。所以你如果关注良善，
耶稣就告诉你，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你必须跟他连接上，这样你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
良善。 

遵守了诫命，生命依然贫瘠 

我们看平行经文，马太福音 19章 17-20 节： 

【马太福音 19 章 17-20 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
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



 

 

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
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
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在 17 节告诉他，若想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就进一步追问“什么诫
命？”他想要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诫命是他不知道或者遗漏了的。耶稣说出这些诫
命后，他就很肯定地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既然所有的诫命都遵守了，他就应该有
永生的确据，为什么还追问“我还缺少什么呢？”为什么他心里没有确据呢？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经历。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虽然我是个非基督徒，但我
对圣经还是挺认真的。我读了圣经的话，就会很认真地去遵守，但遵守了之后，心里
还是有点不安。比如说，不要有淫念，于是我就把以前看的黄色杂志全都扔掉，但之
后心里还是很留恋这些东西。我发现我表面行的，跟我里面想的不一致，我心里面有
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但如果你问我遵行了吗？我真的遵行了，但我的内心是不确定的。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很愿意信神，每个星期天都参加敬拜，热心参
与教会的各种活动，但背后的关注都是为了自己：希望得祝福、得平安、得永生……。
这种“为自己”的心态使我们无法跟神联系上。你很忙碌参与教会活动的同时，内心
依然是空虚的，因为你没有跟神联系上。这就是你所缺乏的。 

我们看马太福音 19章 21 节，看耶稣是如何帮助他的。 

【马太福音 19 章 21 节】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青年财主直言不讳地告诉耶稣，他还缺乏了一些东西（20 节），希望耶稣能指点
他。耶稣就要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为什么耶稣要如此难为他呢？我们很怕读圣经，
我们喜欢的，圣经不允许我们做，我们不喜欢的，圣经就要我们去行。感觉圣经总是
在刁难我们。耶稣是在故意难为他吗？其它的福音书怎么说呢？我们看马可福音 10
章 21 节： 

【马可福音 10 章 21 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
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是如何爱他的呢？耶稣叫他变卖
一切！你想耶稣这样爱你吗？假设你是青年财主，听了耶稣这番话，你会高兴吗？我
想大部分人会像青年财主一样，忧忧愁愁地离开了。因为这不是他要的答案。耶稣的
话，终于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缺乏是什么。 

为什么要他变卖一切？马太福音 19章 19 节，当耶稣谈到诫命时，他提到了一条
十诫里没有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耶稣用变卖一切来向他解释什么叫爱人如己。
若想爱人如己，他就必须变卖一切，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青年很富足，产业很多。我们不知道他的产业是自己劳苦赚
来的，还是祖传的。一个人如何才能拥有很多财富？你必须靠努力、聪明，甚至手段，



 

 

把别人的钱赚过来。事实是，必须有一部分人穷了，你才能够富起来。耶稣是跟这个
财主说，你所积攒的财富，都是从别人身上赚来的（他是个好人，应该是合法赚来的），
这一切本不属于你的。如果你真的想遵守“爱人如己”这条诫命，就得变卖一切，把
它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青年财主听了后，心里就很忧愁，耶稣的话让他认识到自己对神是有保留的。他
表面上好像遵守了所有诫命，这一刻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了。青年财主关注的
是永生，为了能承受永生，他积极行善，热心遵行诫命。他关注的都是好事：永生、
诫命、善事，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他的生命没有跟良善的源
头（神）连接上，这就是他心里的缺乏。 

良善的神要我们作完全人 

而耶稣关注的是什么呢？耶稣关注的是良善的神。耶稣没有跟他谈行善，也没有
跟他谈永生，只跟他谈良善的神和作完全人。良善的神跟作完全人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创世记 17章 1 节： 

【创世记 17 章 1 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雅伟向他显现，对他说：“我
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原来作完全人的要求不是耶稣首创的。早在创世记，雅伟神已经把他的旨意向亚
伯拉罕显明了。神要亚伯拉罕在他面前作完全人。这不只是向亚伯拉罕的要求，也是
向以色列的要求。我们看申命记 18章 13 节： 

【申命记 18 章 13 节】你要在雅伟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 

留意，首先是神跟一个人（亚伯拉罕）说的，跟着是透过摩西跟整个民族（以色
列）说的，今天神是借着耶稣跟万民说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作完全人。主耶稣对
青年财主说：“你若想作完全人……就跟从我”，言下之意，跟从耶稣就是追求作完全人。
既然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作完全人，跟从耶稣追求作完全人就是成全神的旨意，也成全
了诫命的精神和要求。 

如果你是青年财主，你会如何回应耶稣呢？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吗？耶稣不要我们
信什么宗教，或守什么诫命，他要我们在神面前作完全人，因为这是神向我们的旨意。 

作完全人的重要 

什么是完全人？我们都假设完全人是完美无缺，不吃人间烟火的人。这是不是圣
经的意思呢？完全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雅各书 3章 1-2 节： 

【雅各书 3 章 1-2 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
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
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完全有多重要呢？这里说到，一个完全人在言语上不会有过失。怎样才能在言语
上没有过失？必须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如何才能勒住舌头？必须管住你的心，因为言



 

 

由心生。那些在言语上经常失控的人，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勒住自己的心。这是我还没
信主前的亲身体会。我可以不骂得罪我的人，但我无法内心不恨对方。我能勒住舌头
不说话，但勒不住我的心，勒不住我的思想。即是说，完全人必须经历从里到外的改
变，这种改变不是靠守诫命，而是靠良善的神。 

雅各告诉我们，作完全人非常重要。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自然就会用情绪、言语
去报复、伤害别人。人际关系矛盾很多时候都是言语失控造成的。你不愿意追求言语
完全，就是在玩火自焚，烧毁别人，也烧毁自己。我希望你开始认识到完全的重要。
完全非常重要，也非常实在，不是可有可无，是关乎生命的。 

作完全人就是追求像天父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 5章 44-45 节： 

【马太福音 5 章 44-45 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
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
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这段话我们都非常熟悉，但你是否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求我们爱仇敌呢？为什么要
为仇敌祷告呢？你是否明白背后的精神？我们继续看 48 节： 

【马太福音 5 章 48 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天父的心意是要我们像他。追求完全就是追求像天父。原来人生的目标是这么伟
大，神用他的形像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像他。怎样像他呢？44-45 节给了我们一个很
具体的例子，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完全。完全就是以天父的心肠去待人。那么什么是
不完全？不完全就是罪，因为你选择以不完全的态度去待人，比如用恶言去伤害人。
天父的心意是要你用恩慈待人，但是你不听，你选择以恶待人。这就是罪。 

圣经说的完全不是指完美无缺、从不犯罪。惟有在天国里我们才能达到完全无罪
的状态。但在今生，神要我们追求完全。你可以祷告神说：“神啊，虽然我不完全，但
既然你要我作完全人，我愿意追求完全，求你帮助我。”神喜悦我们这样回应他，他必
然会应允你的祷告，帮助你。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没信主前我的脾气很不好，很容易
被人冒犯。人家得罪我，我就会恨他，经常被怨恨人的情绪、思想控制。当我作了基
督徒后，神的能力改变了我。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不会含怒到日落，不会再记恨人。
我会有情绪吗？我会有，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我会生气。我还是不完全，离天父的标
准太远。我不应该有情绪，因为天父要我像他，我还要不断靠他的能力追求完全。 

圣经常常提到认罪悔改。圣经说的认罪悔改不是消极的，是跟完全有关的。很多
人看认罪很丢人，所以很难承认自己的错。明明做错了，都很难开口承认“我错了”。
很多人的“认错”其实就是在为自己辩解，解释了半天，最终就是要证明自己没错！ 

我们看承认错就是不完全，很丢人，所以会想方设法推卸责任或稀释自己的错误。
其实圣经说的认罪悔改是很积极的，认罪悔改就是认识到自己不完全，承认自己做得
不好，请求别人宽容，也求天父帮助我下一次做好。敢于认错的人认识到自己是不完



 

 

全的，这份认知能推动他倚靠良善的神追求完全。 

作完全人跟承受永生的关系 

最后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作完全人跟承受永生两者有什么关系？耶稣有没有回
答青年财主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永生？很多人对永生有个错误观念，
以为永生是一个地方，或者是永远不死。在圣经里，永生是一种生命素质和状态，将
来能够承受永生的都是完全人。你能想像永生是多美好吗？在永生里你不需要手机，
你不需要 WIFI。你之所以需要手机和 WIFI，是因为你的生命没目标，你不想跟人打交
道，因为跟人打交道很痛苦。为什么跟人打交道这么困难？因为大家都不完全，不完
全的人跑在一起就会彼此得罪、彼此伤害。所以，手机比人好，手机可以让我们远离
人。 

永生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礼物。永生是一种生命素质和状
态，只有追求完全的人才配得拥有。一个人若表明他不愿意追求完全，他就是选择用
不完全的态度去待别人。这种人配得承受永生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追求完
全和承受永生两者的关系。 

“我是全能的神” 

我们回到创世记 17 章 1 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是在
跟一个血肉之躯说话。血肉之躯如同野地的花草，极其脆弱无能，转眼即逝。“全能的
神”和“血肉之躯”成了强烈对比。我们人什么都不能，如果你以为你什么都能，那
是个幻觉。前几天我收到一个 61 岁的朋友的短信，他告诉我他中风了，幸好是轻微
的。61 岁不算很老，但人就是这么脆弱，有些人说走就走。每一年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要懂得感恩每一天。你以为你全能吗？你以为你无所不能吗？这
是自欺，你连明天如何都不知道，正如我的朋友从来没有想过他会中风。 

全能的神竟然要求一个血肉之躯作完全人，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能做到不说谎、
不偷盗、不奸淫等等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神竟然还要我们作完全人，甚至还要像他一
样完全！神要亚伯拉罕在他面前作完全人，他只是血肉之躯，这样的要求太难了。 

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就是为什么神要强调他是全能的？说“我是神”不就
足够了吗？神称自己是“全能的神”是要提醒亚伯拉罕，这是全能的神的命令，虽然
你不能，但他能。这是神给我们的鼓励。这个命令对你来说太难了，你没有能力做到，
但你可以依靠全能的神，他非常乐意帮助你。当我意识到是神借着耶稣呼召我作完全
人，我愿意跟从耶稣，因为他就是追求完全的模范，是神要我们跟从、效法的榜样。
但愿我们都回应神的呼召，追求作完作人。 

在创世记里，神称呼自己是全能的神，耶稣在马太福音 19章是如何形容神的呢？
我们看 26节： 

【马太福音 19 章 26 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 



 

 

门徒听了耶稣跟财主的对话后心里很不安，开始追问耶稣，按照这样的要求，谁
能进天国？耶稣的回答是，没错，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在神凡事都能。言下之
意，神是全能者，神若给你命令，他也必能帮助你成全他的命令。关键是，你会如何
回应他呢？我们看 22 节： 

【马太福音 19 章 22 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
产业很多。 

主耶稣对青年财主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但愿我们听了后会做出正面
回应，不要像青年财主那样忧忧愁愁地离开了。青年财主的生命方向是为自己积攒财
富，所以他的产业很多。属灵生命的目标是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惟有全能的神才能改
变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人的泉源。希望圣经的话能照亮我们内心，让我们在
新的一年有一个清晰的生命方向和目标，靠着全能的神追求作完全人。 

https://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