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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课 年轻富足的官，瞎子巴底买和撒该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 20 课，我们要来学习三个

事件，都在表明耶稣基督是来寻找并拯救罪人，而非义人。我们来看这三件

事。第一件，年轻富足的官，在《路加福音》第 18 章 18-30 节。然后是瞎

子巴底买，在《马可福音》第 10章 46-52 节。第三是撒该，在《路加福音》

第 19 章 1-10节。 

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祂现在快到了耶利哥，这时，一个富足的年

轻人来见祂。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第 18 章 18-30 节。这个年轻人有一个

问题要问耶稣，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呢？”因此，我们

再一次看见了一个想进天国的虔诚的年轻人。他想要知道自己究竟得做什么

才能到那里。耶稣便开始教导他，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所以，耶稣引用了第

二块石板的律法，这个年轻人以为耶稣在谈论律法的字句，于是他便大胆地

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因此，他感觉自己在生活中已经守全了律法。

但耶稣要告诉他律法是属灵的，而不在乎字句。耶稣说：“然而，你还缺少

一样。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再把你的钱发出去，把它分给穷人。然后你要

跟从我，你就必承受上帝的国。”这远远超出了这位年轻人的料想。因为他

非常富有，他的财富对他而言意义太大，他不能割舍自己的财富。因此，我

们看见一个自然人，他的心是被捆绑在今世之事和今世财物之上的。唯独藉

着恩典我们才会明白唯有一件事才是需要的，就是爱上帝超过一切，并且爱



 

2 
 

人如己。当耶稣告诉这个年轻人要变卖一切并且跟从祂的时候，他做不到。

圣经说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无法做到。当耶稣看见他忧忧愁愁地

走了以后，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请注意，耶稣

没有说富足的人不能进入上帝的国。我们知道圣经的例子，亚伯拉罕、大卫

和所罗门。你可以富有并且同时进入上帝的国。但耶稣说，丢弃万事并跟从

耶稣是何等难。祂说，这唯独要靠恩典。然后，耶稣说了一个警句：“骆驼

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骆驼，那么庞大的动物，穿过

针眼，比财主进入天堂还容易。财主进天国可以发生，但唯独靠着恩典。这

就是为何人们问耶稣那谁还能得救呢。于是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

上帝却能。”这就是恩典的神迹，当它在我们心里成为不可能之时，因为我

们犯罪已经失去了一切，因为我们就是罪，就是当它因着上帝成为可能之时，

因为上帝已经赐下一切，有充足的恩典使罪人中的罪魁得救。彼得继续说，

他问了另一个问题，他说：“主啊，那我们呢？我们已经撇下了一切来跟从

你。”耶稣回答道：“人为我，为上帝的缘故撇下房屋，或是家庭、父母、儿

女，没有不得赏赐的。今世的赏赐是心灵的平安和上帝的爱，来世的赏赐是

永生。”祂要我们撇下一切来跟从祂。这不是毫无盼望的，而是为了获得那

唯一需要的事。愿我们能得到恩典去撇下所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耶稣继续朝耶利哥走去，在路上祂遇见一个瞎子，瞎子巴底买。这记载

在《马可福音》第 10 章 46-52 节。当瞎子巴底买坐在路边乞讨的时候，他

听见了人群的喧闹声。他便问道：“怎么回事？谁来了？”有一个人回答他

说：“是拿撒勒人耶稣。”这时，神迹发生，信心被放在了他的心里，使他相

信耶稣能医治他，他便开始呼求：“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人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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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便说：“住嘴！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过是个瞎眼的乞丐。”但他

没有退后。当信心得以运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停止祷告和向上帝的呼求，

瞎子巴底买也是如此。他更加大声地呼求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

吧！”耶稣听见了他的呼求，便差人说：“去叫他过来。”于是，他们便去叫

巴底买，他们说：“放心，祂叫你啦。”这样，巴底买便站了起来，跟着他们

到了耶稣那里。当耶稣看见他，便对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的请求是

什么？”瞎子巴底买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注意，“主啊”，他相信耶稣

是主，有能力拯救到底。然后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耶稣说，

他必能看见，因为耶稣已经在怜悯中眷顾了他。祂说“你的信救了你了”。

这信心，是上帝赐给你的，使你被带到我面前。现在，你可以看见了。的确，

他立刻就看见了，并跟从了耶稣。这里给我们的功课是我们要为恒切呼求的

信心祷告，因为耶稣必垂听困苦人的呼求。 

耶稣到了耶利哥，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撒该。撒该是个富足的税吏，这记

载在《路加福音》第 19 章 1-10节。撒该作为一个税吏，替罗马人收税，遭

人的藐视，可能他当时正坐在路边的税关上，收着过路人的税，被犹太人仇

恨和藐视。这时他听见有一大群人进了城，这是耶稣的跟随者们，他的心里

便升起一种渴望，他想要见耶稣。但他看着这一大群人，他个子太矮了，根

本不可能看见耶稣。所以他想，他继续沿着路走下去，稍稍跑到了前面。他

在那里爬上一棵桑树，有着许多枝条的大树。他把自己藏了起来，这样就没

人能看见他，单单为了他能在这里看见耶稣。但看发生了什么？随着人群继

续前进，耶稣来到了树下，到了撒该所在的地方。然后耶稣停了下来，祂抬

起头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们可以想象撒该有多么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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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耶稣是怎么知道他在那里的？你知道，耶稣是全知的，祂知道我们在哪

里，知道我们坐下或起来。因此，耶稣知道撒该在哪里，耶稣也知道祂按着

自己美意眷顾撒该的时候到了。于是，撒该下来了。他什么也没有问。他下

来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人们见此情景，开始议论说：“什么？祂怎么可以

这么做？祂怎么可以进到罪人的家里，到税吏家里与他们一同吃饭？”因为

他们绝不会这么做。但他们需要明白，耶稣来是为寻找和拯救，因为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今天是救恩做成在撒该心里的日子。我们如何能知

道呢？我们在它的果子中看见，因为之后我们听见撒该说：“主啊，我把所

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因此，我们看见了救恩的

果子，然后，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对上帝和邻舍的爱中看见这

果子。所以，这三件事让我们看见耶稣来寻找并拯救罪人，而非义人。按着

本性我们都以为自己太公义了，愿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个罪人，愿上帝将这呼

求赐给我们，就是“开恩可怜我们”。因为那些在真理中呼求的，他们必藉

着耶稣基督得怜悯与恩典。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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