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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
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的，
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的
 罗马的军官是来统治以色列人，是高高在
在上的
 犹太人拒绝、排斥跟外邦人来往
犹太人拒绝 排斥跟外邦人来往
来往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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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基督如何服事当代许许多多贫穷的人 ─
福音是给贫穷人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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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
「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不敢当。
。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犹太的长老说 ─ 他配得，百夫长却说 ─我不配得
不配得；
；
却认知主耶稣的权柄 ─你一句话就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他就去…」
耶稣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外邦百夫长认识耶稣的权柄
稣说
行事 都有能力 外邦 夫长
稣的权柄

七6b-10

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
这个外邦人是有好名声的 连犹太的长老们都很接纳
这个外邦人是有好名声的，连犹太的长老们都很接纳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
你会认为 ─ 因为我很爱主、常常服事主…
所以这是我配得的恩典吗？
 当觉得自己配得的时候，就不是恩典了
 当自觉不配的时候，却发现恩典是满溢的 ─
恩典不是我们赚来的，赚来、就不是恩典了！
这故事中，人所认为配的、当事人却自觉不配。
求主引导我们 ─ 常常去欣赏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所处的世界当中，
他恩典的作为；
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配的位置上，
就会常常看见 ─
这都是恩典的作为，是上帝恩典权能的彰显。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 ‧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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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有以利亚、以利沙两位先知，
列王纪上下，记载两位在当代所行的神迹
─ 都曾经使死人复活。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寡妇失去了她独生的儿子，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于是进前按着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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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母亲。
。
看见耶稣的权能、怜悯，
，
甚至寡妇还没有开口求耶稣，耶稣主动的介入
耶稣主动的介入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主耶稣被人认出是大先知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 ‧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我曾经拜访我们所差派的宣教士，
他们在南非服事当地的华人。
南非因为经过政治上的动荡，治安不好…
很多华人同胞，就算没有被强盗抢过，
自己也会吓死自己！常常生活在不安当中。
所以他们开始寻求教会，
找到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生命的平安。
耶稣如何赐下属天的平安呢？
圣经教导 ─为所住的城市求平安，
借着祷告 为自己所住的城市求 安
借着祷告，为自己所住的城市求平安。
可以看到 ─上帝能，
可以看到 ─耶稣愿意，他肯！

耶稣在这个神迹中，
使当代的人惊讶希奇、归荣耀给神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了！」
这是在旧约时代的人，体会上帝眷顾的记号 ─
 有先知兴起、带来这样的神迹奇事
 神的权能、恩典，介入在
神的权能、恩典，介入在一个送葬的行列
个送葬的行列
主耶稣怜悯的事工，介入这个悲惨的城市，
拿因城有了欢呼、喜乐的声音。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 ‧多得恩免的女子

所有人都能够认出主耶稣所带来的服事呢？不尽然！
所有
主耶稣所带来的 事
然
当耶稣才出来服事的时候，
施洗约翰就被希律王关起来了，
七19

约翰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
，
，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在当下，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在希律王的治理下，
在当下
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 在希律王的治理下
有许多不公平的对待，他们非常希望 ─
主耶稣基督能够带来公义的治理 掌权
主耶稣基督能够带来公义的治理、掌权。
约翰预告耶稣基督要来，等在监狱里很久，
而耶稣在监狱外面做些什么事呢…
而耶稣在监狱外面做些什么事呢
施洗约翰有点焦急，会期待说 ─
「你不把我放在心上、拯救我出监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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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 ‧多得恩免的女子

耶稣用旧约圣经所描述弥赛亚所要来的作为 ─ 上帝的权能

耶稣肯定了施洗约翰的服事；
同时也说 ─
施洗约翰、先知们、主耶稣自己
在那个世代的服事…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痲疯的洁净，
痲
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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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不是都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所作所为，
除了文士跟法利赛人采取了敌对的势力，
除了文士跟法利赛人采取了敌对的势力
连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也不见得完全了解。
七26

他比先知大多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旧的世代过去了，约翰是前一个纪元的结束
 耶稣所开启新的世代，最小的比约翰还大，
这是指着福份 ─ 我们都成为神国度子民…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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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人并不能够领会耶稣、施洗约翰的服事，
当代的人并不能够领会耶稣
施洗约翰的服事
拒绝、 抗拒了他们，非常多的冷漠。
人子来…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有没有人认出耶稣呢？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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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是。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
了耶稣的脚
耶稣的脚，
，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福音书都提到主耶稣被一个女子用香膏来膏抹，
福音书都提到主耶稣被
个女子用香膏来膏抹
 约翰福音说她是马利亚、是拉撒路的姐姐
 其他福音书都只有说「有一个女人」
其他福音书都只有说「有 个女人」
用香膏膏抹的时刻，马太、马可、约翰福音 ─
 都是即将面临十字架的前夕，在逾越节晚上
都是 将
字架 前夕 在逾越节晚
 路加福音是在耶稣服事的早期，还在加利利的时刻
几乎可以判断 ─ 应该是不只一次被女子用香膏来膏抹。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

读福音书的时候，同样的主题经文并列排比、
平行地来看，叫作横向阅读法。

纵向阅读 ─ 整体路加的写作文脉，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七39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主耶稣在拿因城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
合城人都说「有大先知兴起了」；
这位法利赛人质疑「他如果是先知」…
来
摸他呢？
？
其实他是看不上耶稣怎能容许罪人来碰他、摸他呢
圣洁的主走进人类的世界的时刻，他愿意…
 这不会减损耶稣的尊荣、不会减损耶稣的圣洁
这不会减损耶稣的尊荣 不会减损耶稣的圣洁
 可是法利赛人的教条中，绝对不容许的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七40

耶稣对他说：「西门…」

 接待耶稣的法利赛人叫西门 ─ 有名有姓
 耶稣所称许的这个女子 ─ 始终没有名字，
宴席也没有她的位置 可是耶稣将她放在心
宴席也没有她的位置，可是耶稣将她放在心
心上
耶稣说 ─ 「爱多的人，因为他得的赦免多；
得的赦免少的人 似乎爱就少 」
得的赦免少的人，似乎爱就少。」
这个女子是一个多得恩免的女子，她的爱就多；
她奉献在耶稣面前的爱 是 份奢侈的爱 ─
她奉献在耶稣面前的爱，是一份奢侈的爱
 倾尽所有的、付了代价的来爱耶稣
 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有相当的勇气…
得恩典、得恩免，
得恩典
得恩免 自觉不配是
是一个先决条件
个先决条件，
我们不配，可是上帝却愿意给…

‧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城寡妇之子‧施洗约翰的疑惑‧多得恩免的女子

法利赛人曾经批评耶稣
法利赛人曾
批评耶稣 ─ 怎么都不禁食？天天跟人家吃饭的；
怎
食
可是法利赛人请耶稣赴宴席，耶稣也去，抓住每一个机会…
有罪的女人冒着被拒绝的危险，带着香膏、带着玉瓶，
因为耶稣配得，她把生命当中最好的，带到耶稣跟前。
基督徒的群体，也会不小心把聚会门槛设得太高了，
无形当中是 种逐客令。
无形当中是一种逐客令。
我们的教会空间很有限，有一个小孩就责怪说 ─
你还带朋友来？没看到我们自己都坐不下了吗？
提醒教会领袖，在教会空间当中要容许更多的孩子、
邀请更多的孩子来到主跟前来。
让我们不是负向的、消极的表达不欢迎的逐客令，
总是愿意 ─ 因为耶稣在这，他总是吸引人来到他的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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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子来到跟前、费了功夫了来爱耶稣，
 对比冷漠的主人 ─ 冷漠的西门
 她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充满了行动 ─
有备而来、亲自服事耶稣，自觉不配，
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眼泪来擦
眼泪来擦…
…
让我们看见耶稣配得我们生命中这样的事奉
─ 他是尊荣的主。
这位多得恩免的女子，耶稣说
多得 免的女子 耶稣 ─
「她得的恩典、得的赦免大，她的爱就多」，
这也许是以果推因…
让我们思想 ─ 在我们的生命中，爱主有多深？爱主有多少？
会回应出到底所得的恩典有多少！

亲爱的耶稣、恩典的主，

祷告

让我们把自己生命当中所蒙受的恩典
让我们把自己生命当中所蒙受的恩典，
常常存记在心、反复思想；
当我们心里面有恩典的时刻，
当我们心里面有恩典的时刻
我深信你的眼光看出去 ─ 常常看见你恩典的作为。
容许我们可以把各样的创意、积极的预备，
倾倒在你的身 ─ 因为你配得；
倾倒在你的身上
让你来吸引我们生命当中更丰富的爱，倾注在你的身上，
好让我们对你的爱是满室生香的，
使这个世代当中充满了你馨香的膏油。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