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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第 18章 

路加福音第 18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 18章。路加告诉我们，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

音 18:1) 

也就是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鼓励人常常祷告，不要灰

心。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人们来找我，大多是因为经历难处

而垂头丧气。他们呼天抢地，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迫不

及待地向我诉苦。他们满腹辛酸，一口气把所有的苦恼，

问题，困难都倒出来，好象洪水决堤。等到他们好不容易

倾吐完了以后，安静下来，我问他们，“那么，这些问题

你祷告过吗？”他们回答说，“不不不，我们得想别的办

法。祷告是没有用的。”但是相反的，主耶稣却说，“我

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发现主从来不会给我们没

有用的警告。很多时候当祂警告，我还不以为然。我会

想，“主啊，你不用跟我讲那些，那件事我终于办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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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可是往往在最后的时刻，就在那些主曾经警告

过的事情上，遇到了麻烦。因为我没有听从祂的警告，我

以为我不需要那些告诫。在我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发现

主在那些事上对列王发出警告，列王最后就在那些事上遇

到困难。 

主洞察一切，祂知道等在你前面的是福还是祸。祂不无谓

的警告，也不作不必要的劝诫。所以这个“要人常常祷

告，不可灰心”的比喻，正是针对许多人经常犯的错误。

警告的相反是，他们总是常常灰心而不常常祷告。但是要

注意，在这个比喻中，不要犯对号入座的错误。因为耶稣

首先讲到一个邪恶的法官。罗马法官，或者由罗马政府指

定的法官，是恶名昭彰的贪官污吏。实际上，希腊文中有

一个词意思是“尊贵的法官”，稍加改动，就变成了“强

盗法官”。所以常常在希腊经典著作里，可以见到这两个

词的转换，他们常用“强盗法官”来代替“尊贵的法

官”。因为那些法官是出了名的腐败。据说一磅牛肉就能

买通他们。他们心术不正，又滥用职权。耶稣在这里讲的

就是这么一个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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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

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路加福音 18:2-4) 

这表明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罢，免得他常来缠磨

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路加福音

18:5-6) 

接着耶稣讲了一个祷告的故事。前面我提醒你们不要把这

个故事里的人对号入座，以为不义的法官代表神。其实并

不是这样。耶稣经常使用对比的方式讲比喻。所以在这里

祂用的是对比而不是模拟。因为祂绝不会把神比做不仁、

不义，冷酷无情的罗马法官。恰恰相反，祂教导我们，神

是慈爱的，关怀，体贴世人的。因此这个比喻用的是对比

的手法。对比在于：如果一个坏人，铁石心肠，既不敬神

也不敬人，如果他能被一个寡妇持续不断的请求而说服，

那么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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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祂，祂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

久给他们伸冤么。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

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路加

福音 18:7-8) 

耶稣并不是说你们必须要一直祷告，坚持再坚持，直到祷

告得到应允。祂是在说神定会给那些求告祂的人快快伸

冤。所以，你们不要在头脑里面对号入座，想“这个神就

好象那个法官，我得一再缠磨祂，直到达到目的。”如果

你们的请求是正当的，我相信神在等着你通过祷告打开一

扇门，祂好完成祂一直想要作的事情。你们看，从圣经里

我确信神知道我的真正需要，远超过在我自己知道之前。

神知道我在半年之后需要什么。神知道我在五年之后需要

什么。祷告不是要告诉神我的需要。 

耶稣说，“你们的父不等你们开口要求就知道你们的需

要。”但是我们常常以为祷告是“告诉神我现在的需要。

让我提醒祂，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祷告是我用来告诉

神，我的需要的一个方法。这多可笑！神根本不用我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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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任何事，因为祂知道一切。神爱我。祂是我的天父。祂

最关心的就是我永恒的得着。注意，是永恒的得着，不是

眼前的得着。我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目前对我有利，但神

知道这些事最后会使我定罪。因此我试着告诉神我目前的

需要，可是神知道我永恒的需求。如果我坚定不移，不断

的求祂，缠祂，直到祂无法忍受，就会说，“天，答应那

个疯子的请求吧！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呼叫了！”那样的

话，我就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各种害处。 

神这么爱我，不会为了答应我不合祂永恒计划的祷告而改

变祂对我生命完美的安排。我想告诉你们，我不希望因为

我不停的祷告而使神改变祂的计划。我需要神对我生命完

美的安排，祷告并不是要使我的意愿在地上得到满足。祷

告的目的是实现神在地上的计划，因此真正的祷告应该是

以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意愿开始。祂让我的心明了

这一切，我在祷告中向祂表达这一切。通过我的祷告，我

实际上是在打开一扇门，给神一个机会进行祂的计划，那

是祂一直想要作的，但是祂不愿违反我的意愿。你们看，

神给了你们自由意志，和选择的权利。神不会妨碍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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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因此祷告使得神能够进行祂想要对我生命的安排。

约翰福音第 15章，是一篇精彩的关于门徒和耶稣关系的

精彩描述，耶稣说， 

“不是你们择选了我，是我择选了你们，命令你们作我

的门徒。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这正是讲结果子的一篇，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就可能赐给你

们。(约翰福音 15:16) 

注意，祂说“可能”而不是说“一定”， 

“祂可能赐给你们。” 

你们看，这样就开了一扇门，神现在就可以照祂的计划

作。你们的祷告打开了这扇门，神就可以在不违背你们意

志的前提下自由行事。所以，我认为，对神最明智的祷告

应该是说，“主啊，求您在我的生命中彰显你美好的旨

意。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主，求您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

就。”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局限了神的作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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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祂限制在我们的祷告里了。那些祷告把各种限制和约束

加到神身上。好象以色列人局限了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经

常也在祷告里面那样作。“主啊，我需要一百块钱！我迫

切地需要它！请给我一百块钱，主。”你们为什么不这么

说，“主啊，请给我最需要的东西。”为什么限定一百

块，说不定祂想给你一千块。所以我认为有些时候祷告太

具体没有什么好处。 

好多年前，我祷告能有一个 250人的教会。我以为那是理

想的规模，天天梦想着牧养一个 250人的教会。我为这个

人数祷告了许多年，实际上局限了神。神有另外的计画。

但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祂的旨意。要是我们知道天父多

么爱我们，要是我们相信，祂在安排我们生命时候的智能

有多高，要是我们能够达到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祂，

该有多好。“主啊，作你想作的。主，我在你里面。”我

不对神作任何要求。我不想指挥神，摆布神。我不要坐上

宝座，自称为王。 

我不要把我个人的意愿行在地上。那不是我为什么在这里

的原因，也不是祷告的目的。而是要与神达成默契，使祂



8 of 24 

路加福音第 18章 

的计划在地上实现。与神联合，和祂一起完成祂伟大的计

划，以耶稣基督的爱来打动这个世界。神，你的工作必将

完成！你的目标一定会实现。主啊，把我当作你的工具，

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我，来进行你的工作。我在这

里，等着你使用我，我的生命也由你掌管。无论你想在我

的生命中作什么，或借着我的生命作什么，我都愿意，我

在这里。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我的承诺！ 

有许多我所经历的痛苦，我实在不懂到底为什么，多少次

我哭倒在神的面前，但是我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即使

我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主，在这个时刻您让

这件事发生一定有您特别的原因，就请您的旨意成就吧。

好象我妻子对我说的，不论我如何的尖叫，抱怨，发脾

气，你千万别再给我吃巧克力”。那就好象我对主说。

“主啊，如果我大喊大叫，不停的抱怨，‘请不要作任何

违背你计划的事，’不管我如何吶喊，呼求，主啊，你在

我生命中的计划一定要完成。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事。” 

耶稣不是说神像那个不义的法官一样。祂是说，神与那不

义的法官是完全不同的。耶稣是用对比的说明，祂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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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人这么铁石心肠，不仁不义，即不敬畏神也不尊重

人，如果他能被一个卑微寡妇坚定的意志所说服，难道神

不会快快地给祂的儿女伸冤吗？会的，”祂说，“我说祂

会。” 

但是耶稣接着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祂说，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加福

音 18:8)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 24章，末日来临的预兆，就是社会

上不法的事增多，导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却。所以耶稣

才会问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有史以

来，对于一个真正想要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来说，是最困

难的时刻。我相信历史上从未没有像今天这么多随处可见

的诱惑。通过媒体，电影，电视，杂志…我们被过度的暴

露在情欲的诱惑下，受到刺激和挑逗。同时，社会的道德

标准沦落，不正当的关系被普遍接受。我认为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如此大的诱惑，所以想要过一种真正献身基督的

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正因为社会上充满了罪恶，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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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渐渐冷淡。因此，耶稣在这里所问的问题相当重要。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路加福音

18:8) 

真实无伪的信心和对神话语的信靠。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

喻，(路加福音 18:9) 

这种人你们都遇见过，对别人百般挑剔。就好象约伯对他

的安慰者所说的，“你们真是子民哪！你们死亡，智能也

就灭没了。”自以为是的人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

助，并且总是批评指责，看不起别人。有意思的是路加开

始向我们解释这个比喻所针对的就是那些自以为义，而藐

视别人的人。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

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阿，

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

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

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



11 of 24 

路加福音第 18章 

着胸说：‘神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

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 18:10-14) 

当我回头看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不像

这些法利赛人的说法。我总是忍不住地想说，“主啊，我

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个教会不像其它的教会。”我们不向

人乞讨或者是逼人奉献。也不向人吹嘘我们多么的好。因

为，真的我的内心实在感谢神，我们真的跟别的教会不

同。我认为我们教会比较好。所以我对这个比喻有不同的

看法。但是，我知道自己也需要神的怜悯。不是因为公

义，因为那不是公义所能赢取的。我绝不到神面前说，

“主啊，看看我为你作的吧。看看我这一个礼拜花了多少

时间。看我做了多少牺牲。”上个礼拜耶稣不是跟我们讲

过吗？仆人进来，主人不会说：“快坐下吃饭吧。”而是

说：“快去给我做饭，等我吃完了，你才能吃。等你做完

这些，还得说自己是个无用的仆人。” 

所以我从来不跟主说我都作了些什么，也不仗着自己的承

诺或是工作面对神，因为那是一个陷阱。有时候它会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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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满满的到神那里去。然而更多时候，我无法面对神；

我因为有的时候一事无成，有的时候又作得不好。因此我

总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去面对祂。不论我何时面对祂，

我总在寻求祂的怜悯。你们看，公义就是得到你所应得

的。我从不去神那里说，“神啊，公义！我要公义！”我

怕我真得着公义以后。在神面前我就站不住脚了，我说：

“主啊，开恩可怜可怜我！”怜悯就是免去我所应得的报

应。我说，“主啊，赐给我恩典！”因为这样我会得到我

所不配得的。所以你们看这三者之间微妙的不同：公义就

是得到你所应得的下场；怜悯就是赦免你所应当承担的后

果；恩典就是获得意想不到的赏赐…神本着对你的爱而把

恩典给你，虽然你不配得，祂仍然要给你。“神啊，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

的，必升为高。”(马可福音 23:12)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祂摸他们；门徒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

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

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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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断不能进去。”(路加福音 18:15-17) 

我很喜欢观察小孩子。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美，一种近乎神

圣的东西。那么纯真，圣洁。今天在饭桌上，我听我的孙

子、孙女们作饭前祷告，听他们为桌上的食物和每一件他

们能想起的事情向主表示感谢。其中一个小孙子甚至忘了

为食物祷告。但是他们单纯向主敞开的心，真是令人感

动。我喜欢小孩子。而且他们似乎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洞察

力。如果我看见一个小孩子都躲避他的人，我就会对他起

疑心。狗也是一样。如果狗对某个人不友善，怪怪的，我

就会对这个人起疑心。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判断力。 

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

去。”耶稣一直很关心小孩子。马可告诉我们，当门徒阻

止别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行为，很生

气，就叱责他们，因为他真的很生气。他说：“让小孩子

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于是祂抱起小孩子，给他们

祝福。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甚么事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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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甚么称我是良善

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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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

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

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

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

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

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 神的国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

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加福音 18:18-27) 

请不要误解耶稣。当这个年轻的官来跪在耶稣面前问到， 

“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路加

福音 18:18) 

他所指的是生命的品质，而不是生命的长短，他在耶稣身

上看见永恒。祂的生命跨越了时间，直到永恒。“我该作

什么事才能拥有你所有的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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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良善的？除了一位，再没有良善的，那就是神。”在

这里，不要急于下结论说，耶稣说祂不是神。因为如果你

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祂的意思正好相反。你们看，祂所

说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不是良善的，”或者，

“我是神。”所以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

的？”是用来启发，提高那个官的思想层次。“看，你已

经称我是良善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寻求永生，所以

才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你看，只有

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因为你在我身上看到了那种吸

引你的特质，因为你看清楚了这个特质，才知道我是

神。”你们记得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

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

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里，

耶稣对那个年轻的官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看，你已经

得到了神的指示。为什么你称我为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

良善的，那便是神。”“对啊！那么你就是…?”耶稣一

步步在引导他。“对，你的想法不错，越来越接近真

理…”这样，耶稣使他的思想意识渐渐明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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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耶稣简要的陈述了刻在第二块石版上十诫中的六诫。

这些诫命讲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公义的诫命。耶

稣对他讲了一遍第二块石版上的诫命，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不可偷盗；”那官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马可福音里，他这样问耶稣， 

“我还缺什么？”当耶稣听到这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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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8:22) 

请不要误解。耶稣说他欠缺的是贫穷吗？不，如果是那样

的话，我们都能很容易的进神的国。让我们回到前面，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

的。”然后耶稣说，“去，”让我们忽略祂在这里所说其

它的话，仅仅一个“去”字。接着祂又说，“来，跟从

我。”你们看，问题是，神不是你生命的中心。你的生命

绕着别的轴心在转。对这个官来讲，他的财富是他生命的

中心。他的生命是以钱财为中心的。他生命的中心就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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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耶稣讲到了他的心坎里，祂说，“你拜错了神。跟从

我，丢弃那假神来跟从我。如果你想追求完美，就要丢弃

那些偶像，那些妨碍你，阻止你对神作出完全奉献的东

西。跟从我，把我放在你生命的中心。”同样的，今天耶

稣也对你说。那就是“去，”然后祂会指出在你的生命中

拦阻你全心全意跟随祂的东西。或许是叫你卖掉你的跑

车，或者扔掉这个，处理掉那个。对有些人，甚至是中断

学业。要是某件事成了你生命的中心，祂就会指着它说，

“看，那些东西不会使你得到永生；只有跟随我，你才能

得到。我的意思，不是说在你的生活中不能有别的东西，

而是说这些东西不应当，也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要

来跟从耶稣。 

年轻的官忧愁地走了。我们不应该说他迷失了。我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能在天国看到他。他或许因为想到下面应当作

的事而发愁。也可能是他到他的会计师那里去说，“卖掉

全部家产，分给穷人。后会有期。我今天遇到一个人，我

要跟祂去。除了跟随祂，其它一切都不重要了。”再不

然，就是他忧愁地走了，心想，“代价太大了，我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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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但愿能得永生，可是我付不起那个代价。”这样的

话，他有理由忧愁。耶稣接着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

何等地难哪！钱财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中非常有影响力的

偶像，可以这样牢牢、快速地控制一个人。“这样，谁能

得救呢？”耶稣当然讲的是关于骆驼穿过针的眼，祂说，

“在人，是不可能的。”路加说，耶稣说道，“在人所不

能的事，在神却能。” 

今天要是我们去以色列旅行，那些导游会给你讲一道门，

即所谓“针眼”，的故事。这和其它许多导游编造的故事

一样，不是真的。这些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当然，游客付

钱给他们，就算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总得讲点儿什

么。因为别人认为他们应该知道。我前后听过四，五个不

同的导游给我们讲不同的针眼的故事，解释“针眼”的门

的来由。所以，他们的说法没有什么权威性。目前在考古

学方面仍然有许多的猜测，比如关于它的年代，时期等

等。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原来是作什么用的，仍然是众说

纷纭。他们会告诉你，“哦，这个是做这个的，那个是作

那个的。”我说过，他们尽量想给你一个解释。像那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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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们参观米兰的圣阿姆布罗斯教堂的导游。他指给他们

看一个盒子，和盒子里的一个头骨，并向他们保证说那是

彼得的头骨。 

在彼得殉道的时候，通过某种方式被保存下来，所以倍受

尊崇。有个人问到，“嗨，前两天我们在罗马参观另外一

个教堂，他们也给我们看一个头骨，并且说那个是彼得的

头骨。比这个小一点。”导游说，“哦，是的，不过那个

是彼得小时候的头骨。”你看，他们总是牵强附会。他们

会指着门底下端的一个小口，说，“那就是针眼。”人可

以从这个小洞钻过去，就像人家在门上为了方便猫、狗的

出入，所开的小门。你得趴下，使劲地钻过去。一头骆驼

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但是他们又说，“噢，有一个边门，

夜里城门关了以后，有人回城晚了，因为他们打不开城

门，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骆驼身上所有的行李卸下，

叫它卧倒，再把它推进去。那要花很大的力气，费很大的

劲才能把它推进那叫做“针眼”的门。错了！耶稣说，

“在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相信唯有努力奋斗，无

比的胆识，动力和决心，才可以救你自己。错了！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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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去法救自己。不管你怎么推拉，怎么努力，你还是救不

了自己。对人，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工作进

入神的国。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神，在神，没

有难成的事！ 

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

了。”(路加福音 18:28) 

我们撇下了房屋和家庭，和一切所有。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

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

来世不得永生的。”(路加福音 18:29-30) 

前提是“为神的国”的缘故。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

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路

加福音 18:31) 

现在他们走在去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段路上。他们来到约旦

河岸边，正往耶路撒冷去赴逾越节的筵席，先知的预言就

要实现了。但是却不是门徒们所想的建立神国的预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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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坐上大卫宝座的预言，而是 

“祂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祂，凌辱祂，吐唾

沫在祂脸上；”耶利米记述了外邦人戏弄祂，吐唾沫在祂

脸上，拔他的胡子。“并要鞭打他，”(路加福音 18:32-

33) 

以赛亚书第 53章和但以理书第 9章都说到“杀害祂。” 

第三日祂要复活。(路加福音 18:33) 

“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

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路加福音 18:34) 

他们不了解神的预言。“走吧，我们大家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预言我的事就要实现了。”“好啊！让我们把神国建

立起来！”然后耶稣告诉门徒祂指的是什么。 

“我将要被交给外邦人，我得受戏弄，受凌辱，还被人吐

唾沫在身上。我会被撇弃，被鞭打，被杀害。但是第三天

我将要复活。”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建起神的国。”你们看，连我都被

这想法所鼓舞了。耶稣所挑选的在他身边，建立教会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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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都不是信仰的巨人。他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没

有灵敏的洞察力。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神用的

就是这些普通人。只要你愿意让神用你，神就会使用你。

这些门徒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实际上和他们的想法

差了太远。 

“耶稣将近…”你们记得耶稣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祂

首先来到耶利哥，一个离耶路撒冷大约 18到 20英里的地

方。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路

加福音 18:35) 

显然这个瞎子不是那个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巴底买，也不

是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两个瞎子。这里讲的是另外一个瞎

子，因为这时耶稣正来到耶利哥。另外那两个瞎子是祂出

耶利哥的时候遇到的。 

就在祂往耶利哥来的路上，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

么事。(路加福音 18: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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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别人就

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路加福音 18:37) 

瞎子听说过耶稣。我相信所有身体有残障的人总是对一切

可能的疗法特别敏感。不幸的是，正因为他们想要得到医

治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常常被一些没有品德的庸医的花

言巧语所欺骗。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对每一根草都抱着希

望，真让人感叹。往往有些人就想要利用他们的希望，给

他们一种假想。这个瞎子不知道从那里听说过拿撒勒人耶

稣，这个名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路加

福音 18:38) 

并且用的是弥赛亚的称号。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

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

领过来。到来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作什

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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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

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路加

福音 18:39-43) 

注意，耶稣说过，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

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6) 

如果人们经常到你面前，夸奖你是个好人，说“你真是个

好人，你这样好，那样好，那么你最好赶快地检查一下自

己，反省自己哪里出了错；因为你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

身上，把赞美都带给了自己。”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

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6) 

耶稣正是这样作的。当人们看见瞎子能够看见了，并跟随

耶稣，他们归荣耀与神，赞美神，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了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