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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國中尉的僕人」 

╱葛迺駿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七章 1~10 節 

耶穌對百姓講完了這一切的話，就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所寶貴的僕人

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長風聞耶穌的事，就託猶太人的幾個長老去求耶穌來救他

的僕人。他們到了耶穌那裡，就切切的求他說：你給他行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

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耶穌就和他們同去。離那家不遠，百夫長

託幾個朋友去見耶穌，對他說：主啊！不要勞動；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我

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因為我在人的權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

說：你做這事！他就去做。耶穌聽見這話，就希奇他，轉身對跟隨的眾人說：我

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那託來的人回到

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若干年前，有一位大師級的學者來到台北，他在講今天百夫長這段經文之

前，分享了一個故事。這位學者大概是住在美國馬里蘭一帶，更久遠的若干年前，

大約是上兩屆教宗的時候，教宗有點低調的訪問美國，在 Washington D.C.附近參

訪。 

在美國有很大 limousine 禮車載著他跑，他心裡可能想：「我一輩子沒有開過

這麼大的車子。」有一天他心血來潮，就跟司機商量：「你讓我開一下禮車可不

可以？」那個司機看看路很寬，想想也好，就讓他來開。教宗就穿著全副教宗的

服裝坐上駕駛座，開始開車。結果路上有個交通警察，看到眼前這輛禮車偏來偏

去、偏來偏去的開，這還得了！趕快就把車子攔到旁邊。 

整個禮車都是黑玻璃，警察敲敲車窗，要他的駕照。結果駕駛座的車窗一滑

下來，警察一看，喔！跟電視上一模一樣的教宗在裡面，他傻了，不曉得該怎麼

處理，就趕快拿無線電出來聯絡長官，他說 “I think I caught a big fish today.”（我

捉了一條大魚！）長官問他：“How big?” （這條魚有多大？）他們叫大人物「大

魚」，他說 “I’m not so sure. But the pope… the pope…”（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教

宗……） 長官說：「啊？你說教宗？是教宗嗎？」 “No, no, no, I mean…” 他說：

「教宗…教宗是他的司機！」你聽懂了嗎？ 

用自己的前設來看事情 

今天這段經文要闡述一件事，我們常常帶著我們的職業、帶著我們的前設、



帶著我們熟悉的東西來看事情。開車的明明是教宗，那麼教宗一定是某人的司

機！這個警察就這麼認為。當我們帶著自己的前設來認識周遭，很可能有時候會

產生一些偏離的行為或觀點。但是，這都是神所容忍的，為什麼？ 

神認識我們每一個人，從創造的觀點來看，神創造了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的頭髮、你的肺腑心腸、你的感情、意志、從裡到外，有哪個層面不是神創造

的？神太熟你了，你的所有，由裡到外、從頭到腳，每一個層面，每一個細胞都

是祂創造的，祂當然認識你。 

但是，我們對神的認識有這麼透澈嗎？神是全面的認識我們，但是，我們對

神的認識不見得這麼全面。我們常常有自己的習慣、常常有自己的傾向、方式，

去認識周圍的世界、環境，去認識人事物，甚至透過這些認識的途徑來認識神、

認識教會、認識我們的信仰生活，不是嗎？ 

一些例子 

我聽說過一些例子（是在別的教會喔），某些人習慣用很縝密的思考來分析

這個世界、認識神、認識信仰生活。所以這樣的認識反映在教會生活，他就非常

在乎一些事──「唉，牧師啊，我跟很多會友、牧長談過，居然發現這些牧長、

會友，他們沒辦法清楚交代他們的基本信仰立場是什麼，這是很可怕、很嚴重的

問題！」不清楚教會的神學立場，這樣的教會待得下去嗎？（感謝主，這是別的

教會，我們教會的神學立場非常清楚喔！） 

另外一個聽說，有些人是透過信徒之間的關係、互相交流、團契生活，緊密

的牧養關係來認識神。所以有些會友非常熱心的在參與教會的肢體生活，參與關

懷的事情。然後他有時候就會非常挫折的說：「唉，牧師啊，教會的關懷事工到

底是怎麼做的？就是到醫院去看病人，到殯儀館去看死人，然後某某家裡活人的

問題一大堆，夫妻每天吵架、小孩在學校每天打架，都沒有人知道、沒有人關心、

沒有人處理喔？這種沒有深度關懷的教會，我怎麼待得下去？」（聽別的教會有

這種問題啦，我們教會的關懷牧養工作非常堅實，大家不要擔心！） 

有一些人呢，他透過忠心的服事，服事家庭、服事教會，來認識神。這樣子

的認識，反映在教會生活裡面，他就會很在乎別人怎麼服事。「唉喲牧師啊，那

個某某執事，我們黃色週報上面這個月排的四次服事，他有兩次根本缺席，不來

也不交代，執事是『指揮別人做事』，自己都不用做事嗎？這種服事態度差的同

工，我怎麼跟他待在教會裡面？」 

為了不引發太多的聯想或猜忌，我就不再舉別的教會的例子了。 

希伯來人的認識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認識，對周圍的認識、對神的認識、對信仰的認識，

都會反映在生活裡面。聖經裡告訴我們的認識，是怎麼樣的？我們來看看希伯來

人對「認識」的這個字，其實很可能超過我們對「認識」的理解。 



希伯來人講「認識」這個字，是側重於生命的動態的過程，人跟周遭世界有

互動關係，有經驗、感情、有理智交流的這種互動關係，叫做認識，比我們的認

識更深刻。他不是只憑著理解、分析、觀察來認識，是更深入的感情，投入意志

去維持這段關係。 

我們在舊約提到認識的各種經歷，以賽亞書四十七章的認識，是參與到喪子

之痛。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悲痛也在認識裡面。耶利米書三章 13 節提到的這個

罪，也是一種認識。耶利米書十六章 21 節，神在祂手裡的大能，還有神報復的

這件事情，以西結書二十五章 14 節……等等，舊約聖經講到很多的「認識」。 

這個認識是透過互動的關係，好、壞、嚴厲、慈悲，是透過這種事情去產生

互動的關係，叫做認識。大家最熟知的，亞當「認識」他的妻子，這種認識深到

什麼程度？不只是我認識她、知道她的名字，是跟她同房的認識，上床也叫做認

識。 

跟神的互動關係 

原來認識是這麼深刻，舊約裡面嘗試要從律法、祭司、先知口傳文字的這個

途徑進入，讓以色列人認識神。但是因為人的軟弱跟失敗，沒有辦法真正的認識，

沒有辦法跟神產生關係、產生互動。 

耶利米書二章 8 節：「祭司都不說，耶和華在哪裡呢？傳講律法的都不認識

我。官長違背我；先知藉巴力說預言，隨從無益的神。」 「我的子民不認識我」，

這句話是代表「我的子民不再跟我維持關係，我的子民去跟別的神發展關係，他

去跟別的神同房。」這個不認識神是對神最大的背叛。 

到了新約，神的道親自成了肉身，到世界來，用我們看得到，摸得到，聽得

到的方式，活生生成了人的形象。神的道、神自己成了人的形象，來讓我們認識，

跟祂產生交流。約翰福音八章 19 節：「他們問耶穌說：你的父在哪裡？耶穌回答

說：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耶穌就

是神形象的表彰，實體在這邊，你們認識我，就等於是認識父。你們跟我有關係，

就等於是跟神有關係。 

可是我們人很有限，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眼光、思維、方式，某種特定的管道

渠道，或一個窗格去認識神，沒有辦法全面的認識。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我們

人是有限的，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管道或器皿中，去認識周遭的世界。但是如果我

們只用熟悉的眼光、思維方式來理解神、理解人、理解教會生活的話，就會產生

剛才前面講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衡量的標準 

再舉例（還是別的教會的），有一個廚房工作者，他在禮拜六、禮拜天都很

忙，沒有辦法來聚會，因為那是廚房最忙的時候。你會怎麼跟他說？有些人也許

會說：「嘖嘖嘖！你主日不來聚會？什麼是超過主日聚會的？我跟你講，你廚房

的火，就預表地獄之火，不來聚會你完蛋了！」你會這樣講嗎？ 



或許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是跟他說：「唉呀，你沒有辦法來聚會啊。在十七

世紀有一個廚師跟你一樣，他叫勞倫斯（不是阿基師喔）。這個勞倫斯在廚房工

作，但是他跟神的關係真是維持得非常好。」我們不是對這個人說，你就不用來

聚會了，我們是鼓勵他，要盡全力打破環境的限制，去保有神同在的福氣，不是

嗎？ 

面對一個矯正中的更生人，如果你到監獄傳福音，你怎麼開啟話題？我聽說

有人這麼做，他說：「你知道嗎？耶穌的門徒排排站，報數一二三四五，每門徒

都被關過耶。神沒有因為他們被關過就把他們拒絕在天國門外。『被關』並不表

示你的人生從此就很『悲觀』，『被關過』不表示你要很『悲觀的過』。」我們不

是鼓勵他小看自己的罪：「沒關係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是希望他不要自

暴自棄，要把握重生的恩典。 

還有很多的例子，提醒我們要小心，一個人對神認識的多少，或者用什麼途

徑來認識祂，並不能成為這個人距離神遠近的衡量標準。相對的，如果一個人堅

持要用某種方式、某種思維、某種觀念，才是真正認識神的正確方式，把這個眼

光思維強加在自己或別人身上，有時候真的很危險，對自己對別人可能都很危險。 

有權柄觀念的百夫長 

這位百夫長，他是常駐在猶大地區的防守軍官團裡面，一個大概比較初階的

軍官，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中尉。根據馬太福音八章的平行經文，我們知道這個百

夫長的僕人生病，生了癱瘓病，沒辦法起床。我們從今天的經文知道，這個百夫

長應該是個外邦人，而且他在猶大地跟猶太人有滿好的關係。他替他們做了很多

的事，在當地也有好名聲。 

特別的是，這個百夫長一生應該都是在軍隊裡度過，所以他對於權柄的觀點

非常敏感，他也從權柄的眼光來認識耶穌基督。他請求耶穌醫治他的僕人，這個

官階不大不小的百夫長，他說：「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的權下。」有人在

上，有人在下，我的權柄是有限的，「對這個兵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

他就來。」好像在他的觀念裡面，連病都是這樣，你叫這個病離開，去！病就跑

掉了。他對耶穌說：「如果你願意，你的權柄願意在我僕人身上，叫他的病去的

時候，他就好了。」 

他了解自己對疾病是沒有權柄的，因為他叫那個病去，還是去不了，僕人還

是生病。他聽說有一位拉比，對病有權柄，只要一命令，病就去了，甚至對鬼附

的也命令這個鬼就出去了。他從權柄的角度來認識耶穌。但是他沒有濫用權柄

說：「我現在命令那個猶太人去醫好我的僕人。」沒有，他用請、用託，代替命、

代替令。看起來，他是個會限制自己權柄、有禮貌的中尉軍官。 

這個百夫長雖然對耶穌的權柄有認識，卻不完全，因為他只認識耶穌在醫治

方面的權柄。記得在前面路加福音五章，耶穌在醫治另外一個癱瘓病人的時候，

祂表明自己是什麼？祂在醫治之前，先問他們：「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是有『赦

罪的權柄』嗎？」耶穌展現的是比醫治更大、更超越地上所有權柄能做的，天上

的權柄赦罪，地上沒有任何權柄可以做到。 



極大的信心 

歌羅西書二章 9-10 節：「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你們在祂裡面也得了豐盛。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百夫長不見得認識主

耶穌的權柄是超過這些執政掌權者，他心目中最高的長官很可能還是羅馬的該

撒。 

但是，即使百夫長只從權柄的角度來認識耶穌，即使百夫長對耶穌的權柄沒

有全備的認識，耶穌卻沒有因為他的認識這麼粗淺，不認識祂其他的權柄，就拒

絕他，主耶穌仍然醫治了百夫長的僕人。 

儘管耶穌行使了醫治的權柄，但耶穌卻不是從權柄的角度來回應這個中尉。

耶穌是從什麼角度來看這個中尉呢？信心。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

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十一 6) 耶穌對這個中尉的回應是：「這麼大的信心啊！」

這成為耶穌醫治的關鍵，這麼大的信心是耶穌醫治的關鍵。原來在神的眼中，信

徒信心的大小，就是承接神恩典多少的器皿。恩典是無限供應的，就看你的信心

能夠吃多少。 

百夫長讓耶穌嘖嘖稱奇。神在發放「恩典大餐」的時候，每個人自備碗筷餐

具，用信心的餐具來領取。有些人拿碗、有些人拿盤，有些人拿盆，但是只有這

個百夫長，他自備超大容量的，不是飯桶也不是洗臉盆，是超大尺寸的日式洗澡

木桶來領取恩典。他臉不紅氣不喘的說：「麻煩請加滿，謝謝。」這麼大的一個

信心容器，耶穌二話不說，還沒有見到病人的面就醫治了，耶穌行使了醫治的權

柄。 

讓耶穌希奇 

耶穌看到百夫長這麼大的信心，就「希奇」他。「希奇」這個字叫 thaumazo，

中文翻譯成「希奇」、「詫異」，滿貼切的。很可惜看不到耶穌當時到底有多希奇，

我們很少看到耶穌有那麼驚訝的表情。 

我們家小朋友今年小二，他從小就不喜歡吃飯，有時候我真的很擔心，這傢

伙不吃飯，到底靠什麼長大？難道靠光合作用？靠呼吸嗎？靠喝水嗎？可是我告

訴你們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們向來不吃飯的那個小子，他一口氣吃下了鳳城

的三寶飯便當，你猜吃幾個？七個！ 

我告訴你，以上吃了七個的故事是虛構的，哈哈！但是在座你們那驚訝、希

奇的表情，絕對是真的。耶穌對百夫長這麼大的信心的反應就是像剛才你們那個

「啊？」真的？這麼大的信心？ 

聖經裡面記載耶穌驚訝希奇的地方不多，只有兩處，一處就是今天的經文，

耶穌聽到這個百夫長這句回答的時候，他整個驚訝希奇了。「哇，這個百夫長對

我的信心怎麼會這麼大？」有人對神的信心大到連神自己都很驚訝，就在這裡。



（而神會驚訝希奇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希奇。）真的，神會驚訝的，看到信

心這麼大的人，神自己都會驚訝。 

百夫長，特別是他連耶穌的面都沒見過，大家去看今天的經文，很有趣的是，

從頭到尾百夫長跟耶穌從沒有見過一面，他是託長老去跟耶穌來往的，但是他的

僕人就得醫治了。 

耶穌不是因為這個百夫長替猶太人蓋房子、因為他很有禮貌、因為他很有誠

意，也不是說他認識我的權柄、他知道我的意思等原因。耶穌對他的評語是：「這

麼大的信心，我從來沒有見過。」 

從耶穌的語氣我們可以探知，本來耶穌可能要把祂的「希奇」放在以色列人

身上，「讓我希奇、讓我驚奇一下你們以色列人對我的信心吧！」沒有。第二個

推測是，原來在馬太福音八章 11-12 節的平行經文，耶穌有一段話：「我又告訴你

們，從東從西，將來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在那裡哀哭切齒。」所以我們知道，原

來，耶穌本來應該是要希奇以色列人對祂的信心，跟著祂一起到天國的，結果居

然以色列人沒進去。 

再推測的另外一點，原來很可能這個中尉軍官，經歷了這件事情之後，他的

生命改變了，從此跟隨耶穌，成為天國子民，享受永生。我們將來在天國很可能

會看到這位讓耶穌很驚奇、很希奇的軍官。 

在你的生命裡面，或許總有一些時刻，因著一些需要、渴望、難處、病痛，

或是難解的問題，你有機會跟耶穌基督有過接觸。當耶穌幫我們解決掉這些需

要、難處、病痛、困難，這是好事。但是，更好的事情是，因為這一個接觸，我

們的生命就因此改變了，跟永生就接上關係了。這件病得醫治，困難解決的暫時

性事件，因為我們選擇整個生命來信靠主耶穌，我們的生命就產生永恆的價值

了。這才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 

另一個希奇 

回到「希奇」這件事，耶穌基督的希奇發生在一個外邦的中尉身上，不過猶

太人也真的讓耶穌希奇驚訝過一次。另外一次記錄耶穌 thaumazo 希奇，是在馬

可福音六章 1-6 節，同一個字，中文和合本這次翻譯成「詫異」。 

馬可福音六章 1-6 節，耶穌回到自己的家鄉拿撒勒去，安息日的時候在會堂

教訓眾人。結果眾人聽了，說：「哎唷？他講得很有道理嘛！他從哪裡知道這些

事的？」大家七嘴八舌說：「他怎麼能夠知道這些事情？」「哇，他還能行異能。」

「咦？他不是那個木匠的兒子嗎？」「對呀，他不是那個馬利亞的兒子，他的弟

弟啦，雅各約西猶大什麼的…他妹妹也在這裡呀…」 

接下來就怎麼樣，因為他們認識他，「他們就厭棄他」。耶穌對他們說：「大

凡先知，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我在很多地方人家認

識我，尊敬我，只有在我自己的本鄉的人，完全不認識我，耶穌在那裡就「不得



行什麼異能」，耶穌「詫異他們不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耶穌對猶太

人也有希奇、驚訝、詫異、thaumazo 的時候，是因為他們的不信。 

他們居然能夠不信我到這種地步，真是讓我太驚訝了。耶穌的老鄉們不相信

祂，所以耶穌在那邊也就「不得行什麼異能」，換句現在的白話來講，不得行什

麼異能，就是耶穌也會「踢到鐵板」。不是耶穌的能力不夠，而是老鄉對祂沒有

信心，因此不得行什麼異能。耶穌有做不到的事嗎？在那些不信祂身上，這個異

能沒有辦法行下去。耶穌有點擔心、有點傷心，就到別的地方去傳福音去了。 

恩典的管路 

有時候因為我們熟悉的人事物，會讓我們的信心蒙蔽起來。可能因為這些駕

輕就熟的人事物，形成了我們來接近主最大的障礙。我們的信心愈來愈窄，愈來

愈小。我總覺得，信心像是埋在我們體內的自來水管路，從神那邊來的恩典泉源，

從這個管路進來。可是，這個水管堵塞的時候，恩典水源沒有辦法進來，而且裡

面堵塞的東西還會全部滿出來，從你的嘴巴滿出來的，全是我們對熟悉人事物的

懷疑、厭惡、鄙視、憤怒，苦毒的污水……。 

堵塞的生命，就像耶穌的老鄉們，信心的管路堵塞了，恩典進不去，它就堵

塞得更嚴重。沒有神的恩典來潔淨，我們就愈來愈苦毒，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下，

很可能有一天耶穌在我的身上說：「我在這裡不得行什麼異能」就離開了。 

我們到神面前來領受恩典異能，我們要做的其實不多，只有一樣，就是去買

「通樂」，通一通你信心的管道，把裡面的污穢、苦毒、紛爭、懷疑、厭惡，全

部清除掉，我們才能到神的面前來領受祂的恩典。 

神的智慧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

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林前一 21) 我們一直握在手上那些熟悉的

東西，有時候在神看來是「世人的智慧」，是讓人不認識神的，神要把那些全部

剔除掉。我們要去除掉自己熟悉、自以為認識神的那些知識，回到最簡單、看起

來最本的道理，就是單單的來信靠主耶穌基督。這就是神的智慧，很簡單。 

求主耶穌基督的異能，在我們身上來改變我們，「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

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

督。」(林後十 5) 只有這個簡單的道路，像百夫長一樣來求耶穌，這是愚拙的道

理，這是神的智慧。 

簡簡單單，乾乾淨淨的，就回到耶穌基督面前來求吧。「耶穌對他說：你若

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 23) 耶穌有好幾次在為人行異能之前，都

會提醒這個求醫治的人，問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祂的問題是什麼？祂說：「你

信我能做這件事情嗎？」 

當我們心裡面願意謙卑到主面前來的時候，求祂的恩典、求祂的醫治，求祂



來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的事情，求祂來幫我們去除掉所有疑難雜症的時候，我們

預備心，在求之前，你想一想，現在你到耶穌面前來，耶穌站在你面前，在醫治

你之前，祂問你：「你信我能做這事嗎？」你的回答是什麼？咦？周圍沒有任何改

變。 

祂又再靠近你一點，離你更近了，這一次你看到耶穌的瞳孔是什麼顏色。祂

又再問你一次：「不，親愛的，我是問，你信我能做這事嗎？」你的回答是什麼？

結果，還是沒什麼事情發生。 

又沉默了一下，這一次耶穌又再近一步，你連耶穌的鬍渣你都看得清清楚

楚。耶穌第三次問你：「不不不，親愛的，我是問，你信我能做這事嗎？」你的

回答是什麼？ 

問了三次了，聰明的你，你再想想看，主耶穌真正想問你的，不是你的回答

是什麼，而是，你真正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你賜下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眾人的救贖。我們只是在你面前

求恩典的罪人，我們沒有任何的前設、沒有任何的堅持，只剩下一點灰塵般的信

心，我們到你面前來求醫治、求恩典，也求你不要棄絕我們。因為主耶穌基督已

經替你收納我們、潔淨我們、改變我們，幫助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聖潔的榮光之中，

領受你全然更新的信心，一生能夠反射你的榮耀，在我們生命裡。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林玉茵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