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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课 

年轻富足的官；瞎子巴底买和撒该 

 

一个年轻富足的官问耶稣他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当他声称自己遵守了

全部诫命之后，耶稣向他表明，他仍然爱钱财超过上帝。然后，他就离开了耶

稣。  

当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耶利哥时，一个瞎眼的乞丐呼求耶稣。

当耶稣把他叫到自己面前时，他就能看见了。 

 一位名叫撒该的税吏爬到一颗桑树上，想要在耶稣经过的时候看祂，但这

却是上帝使他归信的时刻。  

主仍然在教导我们，恩典是祂白白的和主权的工作，我们甘心乐意撇下一

切来跟随耶稣必须被做成。 

 

 

A. 年轻富足的官 – 阅读《路加福音》18:18 – 30 

 

简答题 

1. 这个年轻的官问了耶稣什么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耶稣要他用财物做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为何他忧忧愁愁地离开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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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稣对进天国教导了怎样的功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谁能得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这个年轻的官没有遵守哪一诫？请给出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瞎子巴底买 – 阅读《马可福音》10:46 - 52 

 

选择正确结尾 

1. 当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 

a) 只有门徒跟着祂 

b) 门徒和一大群人都跟着祂 

 

2. 瞎子巴底买 

a) 坐在路旁乞讨 

b) 在跟随耶稣的一大群人中间 

 

3. 瞎子巴底买呼求耶稣怜悯他 

a) 当他听见耶稣经过的时候 

b) 当耶稣停下来看他的时候 

 

4. 当人们让巴底买安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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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越发大声喊叫 

b) 他不再喊叫了 

 

5. 当耶稣吩咐人把巴底买叫过来时 

a) 巴底买等着耶稣到他这里来   

b) 他丢下了衣服，走到了耶稣那里 

 

6. 当耶稣问巴底买想要什么的时候  

a) 他问自己能否跟随耶稣 

b) 他想要能看见 

 

7. 耶稣对巴底买说 

a) 你的信救了你 

b) 你是否相信我会医治你 

 

 

8. 当巴底买能看见 

a) 他欢喜地回家了 

b) 他就跟随了耶稣 

 

 

C. 撒该 – 阅读《路加福音》19:1-10 

 

配对   

1. 撒该是一个                            ____ 很富有 

2. 他                                    ____ 是一个税吏长 

3. 他征收                                ____ 救恩临到了他的家  

4. 撒该想要                              ____ 他所抢夺的四倍的金钱 

5. 他爬上                                ____ 超过所定额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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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稣叫撒该                            ____ 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           

7. 耶稣想要                              ____ 到罪人家里住宿 

8. 撒该承诺给                            ____ 按他的名 

9. 撒该说他会归还                        ____ 去撒该的家 

10. 犹太人说耶稣竟然                      ____ 看看耶稣是谁 

11. 耶稣告诉撒该说                        ____ 一棵桑树 

12. 耶稣来                                ____ 穷人他一半的财物   

 

问题讨论 

1. 你如何证明巴底买相信耶稣能医治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耶稣怎么知道撒该的位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路加福音》第 19 章 10 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的

归信如何证明这节经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