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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课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愚拙的富足人；大筵席 

 

耶稣用比喻教导了许多功课。每个功课不仅是专门针对耶稣当时的听众，

同时也是针对我们的。  

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耶稣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以及什么是爱

邻舍。   

愚拙财主的比喻警告我们，尽管我们可以忙忙碌碌，享受富足的生活，但

有一件事，在临死前却是必要的。  

大筵席的比喻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继续为自己不听上帝的福音和不来到耶

稣面前找借口，那上帝就会转向外邦人，他们就必得救。 

 

 

A. 好撒玛利亚人 – 阅读《路加福音》10:25-37 

 

填空  

1. 一个_____________试探耶稣，问他该做什么才能承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耶稣将他指向______________，它吩咐我们要爱___________超越一切，并且要

爱_________________如己。 

3. 在这个比喻里，耶稣讲到有一个人从_________________下到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________________，就丢下他走了。 

5. ________________经过的时候，就从另一边绕了过去。 

6.  ________________看了看他，也走了。 

7. 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__经过，看见他就____________________。 

8. 这个撒玛利亚人包好他的________________，把他带到了一家______________。 

9. 他给了店主_________________用来照顾这个受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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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耶稣问______________，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受伤之人的_________________。 

 

B. 愚拙的财主 – 阅读《路加福音》12:13 – 31 

 

改正句子  

在错误的字词上打叉，并将正确答案写在横线上。 

1. 一个人来见耶稣，求祂让父亲给他分家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耶稣对他们说：“免去一切的愚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比喻里，一个贫穷人的土地出产很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财主在别的仓房旁有盖了一间仓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财主说自己有很多财物，可以拿来和别人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上帝说这个人很智慧，因为他当晚就要死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一个在地上积攒财富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富足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耶稣对财主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9. 想象蚂蚁，不种也不收，上帝却养活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你们只要求结交好友，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大筵席 – 阅读《路加福音》14 :15-24 

 

回答问题 

1. 什么人受邀参加筵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他们的借口是什么？ 

a) 第一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第二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第三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家主吩咐他的仆人做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当还有空座的时候，家主吩咐仆人做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家主怎样评价先前所请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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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1. 我们应当且能够怎样向邻舍表达我们的爱？请举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富有是错的吗？请给出圣经的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们是如何跟那些找借口不参加筵席的人一样的？ 这如何证明不是我们不能被

拯救，而是我们不愿意被拯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