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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的信心

The Faith of the Centurion

Matt 马太福音 8:5-16

8:5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

进前来，求他说：

8:6

“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

在家里甚是疼苦。”
8:7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8:8

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

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

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8:9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

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

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

去作。”
8:10

耶稣听见就希奇，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

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

有遇见过。

8:11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

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8:12

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

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

8:13

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
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8:14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

母害热病躺着。

8:15

耶稣把她的手一摸，热就退了。

她就起来服侍耶稣。

8:16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

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

切有病的人。

大家好！希望大家都度过了平安

的一周，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

回到了线下崇拜，而经历两年的

线上崇拜，我们也累积乐线上聚

会的经验，今后依然会维持这个

功能，让一些远方的弟兄姊妹们

还有行动不方便的人们都可以参

加崇拜。上周是复活节，主耶稣

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

后复活，复活40天后他升天，然

后再过9天，也就是复活后7周后

，第50天，圣灵降临。虽然现在

我们的主耶稣在天父那里，但藉

着圣灵，相信耶稣的人都得到了

上帝的生命，得到了耶稣的生命

，所以圣经说我们，就是教会，

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延伸

，我们的主耶稣，道（上帝）成

肉身，他来到世界上也成为一个

人，把上帝的爱、医治，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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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还有永生带给我们。我们

能够回到线下，能够用我们的存

在，我们的出现，来传递上帝的

爱与救恩，才是正常的，是合乎

主的期待的，因此，让我们祷告

上帝，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回到线

下，也出现在世人的遭遇中，去

帮助、去爱、去医治、去喂养、

去传福音。

我今天的讲道是有关信心的，我

们的读经取自马太福音8:5至16

。一个罗马的军官，百夫长，用

今天的军衔来看，就是一个上尉

，他的一个年轻的仆人瘫痪在家

非常痛苦，他就来求耶稣，这个

故事在路加福音也有提到，里面

的细节让我们知道这位百夫长，

心地善良，虽然是罗马人，他也

善待以色列人，有很好的名声，

耶稣听了这位百夫长的要求，他

说：「我去医治他！」圣经告诉

我们，8:8百夫长回答说：「主

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

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

了。8:9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

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

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

’，他就去作。」耶稣听到这位罗

马军官的回应感到很惊讶，他说

：「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

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然后耶稣对百夫长说（8:13）：

「“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

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

好了。」

这个故事并不复杂，整个遭遇可

能就是一两分钟的事情，我相信

，圣经记载许多耶稣的故事都是

短篇的故事，就是不要让太多的

细节，使得读者分心，那这个故

事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

第一，人们相信神，一开始是听

说有神。罗马书罗10:17也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

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这位百夫长，由于他爱护他管辖

区的犹太人，他从犹太人那里听

道了耶稣的事情，他就来了。

第二个重点就是百夫长来了，来

本身是一个行动，代表他有对耶

稣是有信心的，如果他压根儿不

相信耶稣的事情，不相信人们传

讲有关耶稣的话，他肯定不会有

所反应的。圣经说（雅各书2:22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

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

第三个重点就是在乎他来的原因

，他来因为他有需要，因为他爱

护他的仆人，他希望他能够得到

医治。我们的人生，原本就是充

满了需要，可以说是由一系列的

需要串联而成，我们需要空气、

水、食物、阳光、我们需要爱与

被爱，然后我们得到供应，我们

的需要得以满足后，我们还多了

一个额外的恩典，就是幸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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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供应，才有幸福。原来

需要是与幸福有关的。那么，我

们需要上帝，其实并不是一个人

类的耻辱，不是弱视的人才需要

光，不是怕冷的人才需要太阳，

不是懦弱的人才需要得到鼓励，

不是弱者才需要爱…以此类推，

如果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

我们都已经需要上帝，需要他的

恩典，看顾，引导和他的爱了，

但是我还要说，上帝不是人的拐

杖，不是有缺乏的人才需要上帝

。只不过，有缺乏的人，有疾病

的人，有罪的人，他们意识到他

们需要上帝的出现，他的来到，

他的医治，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

上帝的拯救。他们因此，得到了

上帝的临到，他们也得到了拯救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最后就说（

8:16）：「到了晚上，有人带着

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

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

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所以，人需要神，不是耻辱，而

是生命，是恩典，只要人有真实

的需要，耶稣从未拒绝人的要求

。

第4个重点是百夫长向耶稣表达

了他的需要，这位百夫长告诉耶

稣：「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

，躺在家里甚是疼苦。」（8:6)

虽然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岁然

圣经在马太福音6章教导我们，

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忧虑，因为天父知道我们的需

要，圣经要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和

上帝的义，我们其他一切所需，

天父都会加给我们了；那么为什

么圣经也明显充满了人们带著他

们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情况呢

？为什么圣经在在腓立比书4:6

也教导：「应当一无挂虑，只要

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

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答案是，

我们既使不为吃、喝和其他需要

祷告，我们还是要来到神面前，

还是要祈求，求神的国，神的义

，也为凡事祷告（也依然可以为

任何需要祷告），如此，我们表

达了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表

达我们接受他作我们的神。我们

与他的关系是存在的。还有，我

们也明确的知道我们听了、来了

、对耶稣就应该有期待，有信心

，然后我们表达我们的需要，如

此，我们知道我们对上帝真有期

待，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什么，

有时候不祷告，我们还真不明确

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也不明确

我们是不是期得到上帝的帮助。

第5个重点就是这位百夫长称呼

耶稣为「主」，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求告他，我们要记得，他

是上帝，是救主，我们理当敬畏

他。我们不能够把他当作是我们

的仆人，吩咐他为我们效劳，然

后对神的话和他的期待，对他身

为上帝的身份就不愿意关注；我

们也不能够试探他，说，你灵验

，我才相信，这是不妥当的，首

先，世界上，所谓「灵验」的还

有来自魔鬼的力量，许多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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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传道人都作过见证，见证

他们没有信主前，算命都很灵，

然后信了主，算命师都算不出来

了（当然是他们初信时的事情，

资深的基督徒是不会再算命的）

，甚至有许多算命师都有经验了

，算不出来就问：「你是不是基

督徒？基督徒的命算不出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神拯

救了，原本被魔鬼捆绑的生命被

上帝拯救了，原本我们在魔鬼奴

役中的暗淡无光的命运改写了！

因此，不是什么灵什么就是来自

神；此外，人也不能对他说，你

灵我「才」信，这心态代表我们

其实「还」没有相信神，还没有

接受他作我们的救主，也没有祷

告他来帮助我们。我们只是在试

探他。我们应该接受他是我们的

主，好像这位百夫长一样。

第六个原则就是信心了，信心不

是建立在自己的信心上，而是建

立在主身上，所以这位百夫长知

道如果主真是主，他不需要依照

自己的能力，自己方式，自己的

可能性，得到耶稣的帮助，他知

道如果主是主，他只要愿意，必

然成就。我们对上帝所有的疑问

，都可以归纳成一个问题，就是

：「上帝究竟是不是上帝？」如

果他是，我们就理当敬拜他，不

是让他来奉承，来迁就我们。如

果他是上帝，那么对他就没有不

可能成就的事情。这就是那位百

夫长的信心。也许这个信心对百

夫长自己来说，是很正常，但是

耶稣感觉惊讶，因为当时如此相

信他的人，就这位百夫长而已，

是耶稣从未见过的。今天，对基

督徒來说，这种信心并不特别，

我们都其实是一样的，相信耶稣

，知道他是救主是上帝…但是真

的如此吗？

我感觉今天我讲道最大的负担其

实是我们在信心上，我们有这位

百夫長的信心吗？我自己都承认

，有时候遇见比较显著的困难時

，我越祷告，似乎我越远离神，

因为我在祷告里一直都想着我的

问题，一直在想办法，然后我告

诉上帝，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解决

，要不那么解决…都是依照我自

己的可能性（或环境的可能性）

来求，当然我这么作并不是犯罪

，就是现在我也经常如此，但是

我发现，我越环绕着我的问题向

上帝祷告，我越接近我的问题，

也越远离上帝，所以百夫長的故

事提醒我们，耶稣看好的信心是

什么样式的，百夫長的信心不是

建立在人的，或在自己的可能性

上，而是建立在主身上。他听闻

耶稣，他踏出他的脚步来到耶稣

面前，他接受耶稣作他的主，他

向耶稣祷告，告诉他他的需要，

「然后他相信耶稣能作到」！能

实现他的祈求；他的信心的背景

也是值得一提的，圣经说，因为

百夫長自己也是掌权的，他知道

掌权者，只要愿意，开口就成就

，他的信心有「想像力」的成分

，我也经常说，我们相信神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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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一点点想像力，想象什么呢

？让我先说我们不能想象什么：

我们不能想象上帝不能，上帝不

听，上帝不爱我，祷告没用，上

帝不会回应、没下文、没救…看

看，我们是不是都有用我们的想

象力去不相信神的时候，那么，

让我们向百夫長学习，我们都已

经来到神面前了，都来了，我们

就接受他作我们的主，那么我们

才真体现我们有依靠他，求告他

，得到他帮助与拯救的真实决心

啊。我们接受他作我们的主，然

后我们告诉他我们究竟需要什么

，我们这么作也是体现一种真实

的依靠，等候，得到他的恩典的

诚恳的心。最后我们也要想象，

我们来了，接受耶稣作我们的主

了，我们表达了我们诚恳的需要

了，我们要想象，他爱我，他听

了我的祷告，他会帮助我的，我

需要带著信心，依靠，等候，我

们把信心放在他身上，不放在我

们自己的信心上，所以自己信心

似乎不坚定就不碍事，因为我们

不是相信自己，也不是相信「自

己」的「信心」，我们是相信耶

稣，然后我们继续依靠，继续祷

告，继续相信，继续让他作我的

救主。

诗篇46:10：「你们要休息(be

still)，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

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

崇。」

加拉太书3:7「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

罕的子孙…」（如同他的儿子以

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