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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讲   恩典宽宏无量——瞎子、彼得和雷子 

 
恩典宽宏无量，讲到瞎子、彼得和雷子。 

这个宽宏无量呢，主要就是指，不管我们人怎么对待耶稣，耶稣总是以恩典待我

们，就像阳光，不管我们怎么对待阳光，阳光总是一如既往地照耀我们。 

我们在探索耶稣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每进一步都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惊讶，既陌

生又熟悉的感觉。陌生的意思就是说在人间我们很少见到，有点反常。但是又很熟悉，为

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心底，在我们的良心深处，它似乎早就已经存在了。 

我原来读耶稣的话，打右脸给左脸，为逼迫的人祷告，一开始读到这个话就觉得，

这是说什么话呢这是？一点都不现实，好像说的是天外的话，不是我们人间的话一样。可

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底还是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话很熟悉，实际上它是内心深

处良心深处的一种共鸣。你虽然觉得这个话不现实，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它善良，超常

的善良、博大、无穷、真切。 

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一课，就是他的恩典，体谅我们人在他面前一切的软弱缺陷，在

一切的事情上，包括知识上、德行上和对待他的态度上，他都不跟人计较。这种博大通过

一些小事儿能看出来。我们先看第一件事。 

 

 

第一节  人的无知反而彰显神的恩典 

 

耶稣路过耶利哥城门的时候，天天在耶利哥城门口讨饭的两个瞎子，大声地喊：大

卫的子孙哪！帮助我们吧！事后耶稣问法利赛人，基督到底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是大

卫的子孙，就是更加确认，他们认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就开导他们，说如果是

这样，为什么大卫还称他为主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太

22：45） 

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错的，或者最起码来说是

不准确、不全面的。因为一般说来按照人的家谱，按照人子这条系列，耶稣的确是大卫的

子孙。但是耶稣既是人又是神，他是太初之道，他是永恒的，是神的儿子，大卫要称他为

主的，不能单单地称他是大卫的子孙而已。犹太人，包括那两个瞎子、法利赛人，他们都

是从肉身上认耶稣，只知道他在律法之下，却不晓得他实际上远远超过大卫。所以耶稣知

道他们错了。但是即使瞎子这么错误地称呼他，他还是爱他们，他还是问他们，为你们做

什么？一问一答，耶稣问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要看见。 

这一问，是本乎恩，就是要满足瞎子的需要。虽然你喊我喊错了，但是我还是爱

你。我问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的回答是因着信，冲着耶稣的大爱和大能说，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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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这是保罗说的后来，本乎恩，因着信。耶稣是本乎恩，瞎子是因着信。够了。耶稣

一点也不在意他们称呼自己是什么，直接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

见，就跟从了耶稣。（太 20：34） 

这个故事很小，但是它表明一点，就是神向我们人，我们这些可怜人、狭窄的人、

短见的人、短暂的人、转眼就死的人、说话就出错的人，动的是慈心，是体谅的心，像那

经文里面讲：耶稣就动了慈心。 

耶稣不是动了分辨的心、求全责备的心、据理力争的心，不是这种心，他动的是慈

心。他体谅我们的无知，体谅我们的愚昧，就像母亲对婴孩儿的心一样，设身处地地为婴

孩儿着想，就好像老父亲对那个浪子回家小儿子一样，他这个心是仁慈宽厚，这么一颗恩

典之心。 

我觉得通过这一件小事，我们就看到，人的无知不影响反而彰显神的恩典。这两个

瞎子是无知的，法利赛人也是无知的，不但不影响耶稣的恩典，而且更加彰显出耶稣即使

你不理解他，错误地对待他称呼他，他依然爱你的那个浩大的恩典。 

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  人的错谬反而彰显神的恩典 

 

第二点，人的不真或者叫做错谬，不影响反而彰显神的恩典。 

新约圣经宣达了上帝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恩典在真理之先。 

在约翰福音的总纲，也就是第一章里，约翰两次同时提到恩典和真理，两次都是恩

典在先，真理在后。还有一次呢是只提到恩典不提真理。 

第一次，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 1：

14）恩典在先。 

第二次，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

1：17）又是恩典在先。  

那么还有一次呢他怎么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

1：16） 他就只讲恩典了。 

如果你看耶稣的言行啊，跟约翰的宣告是完全一致的，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施恩在

先，哪怕你真理还不明白，他也施恩给你。他然后慢慢地开导你。 

刚刚说过的那两个瞎子身上就是这样的，那瞎子根本喊得就不对，喊得不全面。耶

稣根本就不跟他们计较，照样治好他们。过了后才跟那些爱较真儿的爱辩论的法律赛人讲

这件事情。而且在淫妇、妓女身上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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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罪人在他们蒙恩得赦的时候，他们明白真理了吗？No，他们懂得什么真理

啊！不是因为他们先明白了真理才被恩待，不是的。不是说恩典临到他们，是靠他们对真

理的把握。他们只把握了一个真理，就是神就是爱，要说真理的话。 

那些细节的东西，教义的东西，他们不明白，只有当恩典临到他们，他们慢慢地才

开始进入真理。所以我今天上午也说了圣经的话说，圣灵会引导你们，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了以后，他会引导你们进入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个真理是在后面的。因为人认识真理是一个过程，那个真理太浩大了，神的真理

还不是黑格尔的真理，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真理，是浩大的宇宙奥秘的真理，那怎么

能一下让我们明白呢？那只能是慢慢的让我们进入，越进入我们越渺小，我们越谦卑，越

发现真理的人，越发现自己渺小可怜。 

所以，在每一个罪人、病人、可怜人、贫穷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点，恩典在

真理之先。当然，这绝不是说真理不重要，真理跟恩典一样重要，而且不可分割，永远伴

随着。只是神对人的时候呢，总是恩典先于真理，施恩在先，明理在后。 

父母对孩子也是这样，爱在先，在爱你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导你，都是这样的，因为

恩典是本性。不仅神对人是恩典先于真理，即使人对人，考虑到大家都有残缺啊，都有毛

病哪，有局限哪，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也应该是恩典先于真理，而不是反过来，这一

点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对不信的人，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就是恩典，真理慢慢来。如果没有恩典你跟他讲真理，我告诉你，你越真他越不信你，

越真他越讨厌你。 

以前我传福音也是这样，辩论，辩论就是关乎真理嘛！辩，你如果把他辩赢了，他

恨你。你还不如辩输了，你输给他，他高兴了。你输给他以后，他说不定第二天还来你们

家。讲见证的时候经常讲那个蔡太太，蔡太太带我信主的。她有什么真理啊她是个家庭妇

女，她就知道做饭请我们吃，每个周末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讲福音，我们跟她辩论

哪，辨不过我们，辩不过她就不辩了，“吃饭！不说这些了，呵呵，下礼拜还来啊，下礼

拜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就用这种办法让我们都信主了！信了主之后真理你去慢慢

去认识吧。我到现在也不敢说我真理都认识了，但是蔡太太的爱先把我带进来，恩典先把

你带进来。 

所以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千万千万别较死理儿。就是你觉得，道理怎么这么明白你

就不懂呢，你这等于在说他糊涂他怎么能信你啊？你应该说不明白是正常的，信耶稣不是

靠明白，是靠爱，靠信，不仅是传福音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各个方面人跟人相处的

时候，恩典都远远地重要于先于真理。为了恩典为了爱，即使你有理也要让人。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 Jobs，讲过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他小时候有一次在

车里看到奶奶吸烟，他就带着教训的口吻告诉奶奶吸烟不好，你更不应该在车里吸烟等

等。当然他是个小孩子奶奶跟他也不生气，不生气，但是呢难免有点尴尬吧。下车以后，

爸爸就对乔布斯说，说儿子，你说的是真话，没有错。你在车里说你奶奶的话都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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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比说真话更重要，就是爱心，就是善良，就是体

谅人。他说这句话一生刻在他心里，刻在乔布斯心里。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感，我们都渴望人们这么对待我们是吧？你希望人怎么对待

你，你就怎么对待人，这是耶稣说的。己所欲，施于人。我常常讲，如果没有恩典，真理

就等于咒诅。 

 

 

第三节  人的软弱反而彰显神的恩典 

 

第三节，人的软弱不影响反而彰显神的恩典，就是彼得的例子了。 

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告诉门徒：今夜你们都要跌倒。 

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却不会。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

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

你。（参可 14：27-31） 

当晚耶稣被抓时门徒果然都逃跑了。彼得是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

子里。先后有三个人指认他是耶稣一伙的，他就三次发誓赌咒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

个人。直到鸡叫两遍，他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就出去哭了。（可 14：54-72） 

 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重要的是后来，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与彼得

相见，没有责备彼得，当然更没有惩罚彼得，甚至一个字都没提，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

儿，而是一如既往地信赖他，重用他。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前两次用的爱字是爱加倍 Agape，表一种舍己牺牲的爱，一般是用来指神对人的

爱！用的是这个词问他，你 Agape 吗？你是这么样地爱我吗？彼得回答得很诚实，我爱

你但用的字是 Philia，Philia 就是代表一种人的爱，手足情意的爱。彼得很诚实地说我爱你

但是是这种爱。当然耶稣首先是没有失望、没有叹息、没有责备彼得，他就按照彼得所能

达到的程度降低标准。 

第三次问的那个爱呢，你爱我吗？用的就是 Philia，就是用手足情意的人的爱问彼

得，你是这么爱我吗？彼得当然第三次回答还是用同样的字，我爱你 Philia 爱你。你无所

不知，你知道我爱你，但我用的是人的爱。他体恤彼得的软弱体恤人的软弱。 

耶稣要说你给我背一百斤，背得动吗？我们说主啊我只能背 50 斤。耶稣接着就

问，那你背 50 斤背得动吗？你说可以，OK。 

那个时候彼得只能以手足情谊爱耶稣，但是耶稣完全体谅跟接纳他，充满信任地对

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就是按照他的本相接纳他，按照他的软弱体恤他。可是结果怎么

样？这个一定要看结果。神做事就是重在结果。你别看过程。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彼得成

为教会的柱石，英勇地殉道，他殉道的时候对那个行刑者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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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请把我倒钉十字架吧！彼得这个当初软弱的人，这个当初只能活出手足情谊 Philia 的

爱的人，最后终于活出了舍己的爱 Agape。 

你知道这个恩典多有力量。 其实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经历，这一生中真正能改变我

们的力量，不管是家人朋友，甚至教会信仰，实际上是恩典，不是严厉的打击啊，高明的

教训哪，劝告啊，这些东西有用，不是不好，都很好，可是真正让你刻骨铭心的，那是爱

的力量。 

彼得在最后的晚餐上赌咒发誓愿意为耶稣死，他的虔诚是真的。那么后来在大祭司

的院子里，又赌咒发誓说他不认识耶稣，他的软弱也是真的。两个全是真的，彼得并不了

解自己。 

不仅他，我们每个人都不了解自己，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

到后来一塌糊涂。神跟彼得说你们都要跌倒，彼得说我不跌倒，那最后他还是跌倒。我们

了解自己啊其实是最难的一件事。天下最难的功课是了解自己，只有上帝了解我们，了解

我们人的全部。我们每个人只了解我们自己一部分，不能了解全部，神是了解全部。就好

像母亲哪，只有母亲才懂得这个孩子，自己孩子的可爱、可怜、可恶，这所有的各个方面

加起来的那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只有母亲了解。不是人常常这样嘛，那可爱之处跟可恨之

处就是一回事。北方有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优点跟缺点都是一体的。这谁了

解啊？自己不了解！自己只觉得我很棒我很棒！别人可能说，正是你这个棒，我们讨厌

你。这是可恶之处！ 

所以神了解人的全部。正因为神了解人的全部，所以神从来不苛责人。这个你注

意，当母亲了解了自己的孩子，可怜、可恶、可爱都是融为一体的时候，她就不会去责备

他。因为她知道，当他可爱的时候也是他可笑的时候，也是他可怜的时候，当他可怜呢，

正好也是他可爱的时候。 

你说彼得，彼得这个性格，在人说来是得罪神的，心口不一的，是吧，等等等等，

但在耶稣眼里不是这么看，耶稣说我知道你就这样，软弱。但是说到底你是我门徒中最好

的一个。我常常讲，十二个门徒其实彼得是最好的。为什么说他最好呢？犹大是最差的一

个是吧？但是彼得是最好的，因为中间那十个都跑了，彼得还跟着耶稣。跟不简单哪，偷

偷地跟着，一宿啊，一宿不睡觉啊，一夜无眠跟着耶稣。所以彼得耶稣还是重用他，因为

他毕竟是真诚的。他的软弱是真诚，他的火热也是真诚，他都是真诚的。  

有时候我们人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发誓要怎么着的时候是真诚的，最后一塌糊

涂也是真的，耶稣拣选跟重用彼得啊，他饱含着我觉得啊对全人类的美意。因为耶稣在彼

得身上的这个态度，证明他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对彼得的宽宏就是对人性的宽宏。彼得得

到的恩典我们也能得到。 

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一点，我们不管怎么着，我们还是爱主的，这一点我敢保

证。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如果他一软弱，他就不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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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错了。彼得很软弱，但是他很爱主，这是真的。因为他在软弱中才知道，自己不

配，而主对我这么好。 

恩典不在乎人的软弱和不配，恰恰相反，正是在人的软弱和不配上，恩典才显明为

恩典。越是软弱和不配的人才能看见恩典，就好像人越是在黑暗中，看光看得越敏感。 

这个保罗也作了见证。保罗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知道这都是经验之谈

哪，我相信他们都经历过啊。你说保罗经历过没经历过？他虽然没有三次不认主，但是他

自己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七章结尾：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想做的，我去做

了，我想做的不能做。 

好家伙这么大个大使徒，就这么个糟糕样子。我们很多信徒可能都说我不这样，我

不这样，其实你是不知道你，你不要嘲笑说彼得你看你还挣扎，我就不用挣扎，当然就不

用挣扎，你都已经成死尸了。如果你压根儿没有新生命，你还活在老生命里，那有什么，

有什么挣扎？也不苦，这是猪嘛，在猪圈里很舒服。一旦你给猪打了一针，它变成人的性

情了，它就急了，我怎么在这么脏的地方，我的床单呢？ 

我们信了耶稣，耶稣的恩典、圣灵一进来以后，真的就像打了一针，让你意识到你

原来是人。但是呢你的环境还是猪，猪的环境，这个时候你很痛苦。 

这是保罗罗马书第七章结尾，我好苦啊我好苦啊，就这个状态。 

好，这是第三点。 

 

 

第四节  人的误解反而彰显恩典 

 

第四点，人的误解不影响反而彰显恩典。 

我们看看我们人怎么误解耶稣：这是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因他去耶路撒冷就不接待他们。门徒雅各跟约翰兄弟俩人称雷子的就说：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

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

去了。（路 9：52-56）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素来怀有敌意，不来往，宗教也不一样。你记得不是说了吗，

撒玛利亚人拜神是在山上拜，犹太人拜神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当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他去拜他的神去了，所以他们就不接待，不高兴。 

门徒想效法先知以利亚用天火烧灭他们，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旧约的律法时

代，先知以利亚的确这么做了。但是，耶稣的三件事，第一他的责备，第二他的宣告，第

三他的行动，已经宣告了这个旧约时代的结束，新约时代开始，恩典来临。 

他的责备是什么？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这应该属于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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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是什么呢？我来不是灭人的性命，是救人的性命，这是一个宣告。 

那么行动是什么行动呢？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就这三样，一个责备，一个宣告，一个行动，标志着旧约律法时代在耶稣这里彻底

终结了，新约恩典时代来临了。  

律法时代是什么样呢？不允许误解和违背，有违必罚，毫不留情。 

有一个牧师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他就讲，他说律法这个东西像高压线，像监狱围

墙上边那个高压线，一碰就死。我觉得他形容得挺好的，你触犯了是吧，你触犯了你就立

刻被电着。 

但是恩典就是一望无际，天地交融，海纳百川。恩典容得下一切。他从来不跟人一

般见识，他虽然有大能，却一次也没有用来伤害过任何人，哪怕是伤害他的人，他没有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过。他一次也没有用来保护过自己，哪怕面对死亡的时候。这就是恩典。 

我读耶稣的时候真的感到震惊，这么崇高的一个人格，怎么能够刻画得出来？ 

那金庸武侠小说，金庸算是一个高手，他懂道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他都懂，他塑

造完美的人格的时候，他绝塑造不出耶稣这么崇高的完美人格来。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那

么多人物，有一个人物是这样的吗？不保护自己，一个都没有。他没有恩典。 

耶稣这里有恩典，全是恩典，恩典永远是爱的一个喷发，即使在恨的海洋中，恩典

永远是理解，即使在误解中。其实这才是恩典不可战胜的秘诀。他永远都爱着你，你说你

怎么办？你没治他，你想挑动让他恨你一下，根本挑不起来，他就不恨你，你说这怎么

办？ 

印度总理甘地，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有很好的基督徒的朋友，有牧师朋友，

他对基督教很了解，也很向往。他死的时候都是带着爱死的。那个暗杀他的人枪口对着他

的时候，他眼睛望出去的那个目光还是充满了爱的，以至于后来枪杀他的那个人根本没法

活下去，他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忘不了他的眼神。所以爱是不可战胜的。 

那后来当法利赛法跟罗马人联手，把耶稣杀死，其实也就是宗教跟政治联手了。法

利赛人就是宗教嘛，罗马人就是政治嘛，当他们两个联手杀耶稣的时候，是把耶稣当作罪

犯，钉上十字架，是把恩典当异端钉上十字架。 

你注意一点，我们常常讲异端异端，在当时耶稣是最大的异端。恩典是最大的异

端，律法是正统嘛。你讲恩典不讲律法，你本于恩典不是本于律法，你就是最大的异端，

所以要把他处死。但是，结果是什么？我刚才讲了，我们要看结果。神让万事相互效力，

结果是让爱他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的过程可能错综复杂、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但

最后的结果是最重要的。结果是，恩典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强大！ 

最辉煌的霞光从十字架上破云而出，就是那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

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 23:24）这一句话，就把敌人全部地消灭掉，所有恩典的敌人

全部被消灭了。你恨他，他爱你；你折磨他，他祝福你；你轻蔑他，他看重你。你说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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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办？你视他为待杀的羔羊，他视你为眼中的瞳仁这么爱你。最后你杀了他，他还理解你

为什么杀他，他还为你求赦免。 

恩典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啊：你越诋毁她、越践踏她，她越伟大。你越配不上她，她

越恩待你。你越消灭她，她越有生命力。这就是恩典。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两千年来，从小小的拿撒勒，从小小的以色列，然后传遍欧

洲、传遍美洲、传遍亚洲，现在还要准备越过阿拉伯世界，再回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其

实已经离那个目的地不远了，不远了。这就是因为耶稣，就是因为耶稣伟大的力量。这个

力量就是恩典的力量，伟大的人格，或者叫做，神格和人格、神性跟人性在他身上那个完

美的结合，天和地完美的结合。 

我们老讲神哪，神哪！天哪，天哪！道啊，道啊！上帝啊，上帝啊！这都是天上

的。你只有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我们中国话叫做接地气的时候，那力量才来了。 

耶稣就是把天上的道活到地上，这个就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所以我自己这二三十年信仰让我体会到耶稣，没有什么比他更真实。虽然说是两千

年前的一个人物，但是你知道在历史上，他比谁都真实，因为他撼动历史，到今天还震动

着历史。他在历史上留下的 mark，那个标志，比任何人都多。公元从他而来，是不是？

公元多少多少年。圣诞节、感恩节，这些全是因他而来。整个基督教文明由他而来。而且

更重要的我觉得他在我们心里。所以我觉得耶稣才是至宝，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主为至宝，

以其它的一切为粪土。 

 

祷告 

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真是谢谢你！谢谢你，你把你的心怀向我们敞开，让我

们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看见你，看见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不管我们怎么待你，你总是

这么爱我们，你从来不遗弃我们，你的不离不弃的爱比世界上什么都宝贵！哈利路亚！我

们也知道你的恩典不可战胜，你在欧洲、在美洲、在亚洲，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我们的

同胞当中必然显大！ 

主啊！你的名必被高举！必尊你的名为圣！ 

主啊谢谢你，你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23讨论题 

a. 讨论从瞎子和彼得身上如何彰显神的恩典？ 

b. 人的谬解与神的恩典有什么关联？为什么？ 

c. 分享你在软弱时，恩典时如何加给你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