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 
(路加福音7:1-10) 

 

尹道先 
 

活水福音教會 
 

  2013-6-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小信——風浪中的膽怯 

小信——風浪中的疑惑 

小信——平順中的糊塗 

小信——生活中的憂慮 

要堅信神的全權全能 

要抓住神的信實應許 

要扎根神的智慧真道 

要積攢天上永恒財寶 



路加福音第七章 
 

1 耶穌對百姓講完了這一切的話,就進了迦百農。2 有一個百夫長所
寶貴的僕人害病，快要死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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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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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
給我們建造會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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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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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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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這事！他就去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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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禱 
告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 
(路加福音7:1-10) 

 

尹道先 
 

活水福音教會 
 

  2013-6-3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路加福音第七章 

1 耶穌對百姓講完了這一切的話,就進了迦百農。 

2 有一個百夫長所寶貴的僕人害病，快要死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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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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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馬太福音第八章 

5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 

6  主啊，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痛苦。 



路加福音第七章 

1 耶穌對百姓講完了這一切的話,就進了迦百農。 

2 有一個百夫長所          的僕人害病，快要死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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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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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馬太福音第八章 

5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 

6  主啊，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痛苦。 

寶貴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主啊，我所寶貴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甚是痛苦。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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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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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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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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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 
使徒行傳 10:2  他(哥尼流)是個虔誠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神。 

以弗所書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如果沒有對神的信心，就不可能得到神賜的基督的愛心； 

如果沒有愛神愛人的彰顯，我們對神的信心就是大問題。 

雅各書 2:17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路加福音第七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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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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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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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這事！他就去做。 
路加福音  

17:12  (耶穌)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痲瘋的，迎面而來， 

        遠遠的站著， 

17:13 高聲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吧!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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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5:5；雅4:6） 

如果你問我什麼是神對我們的要求，我要告訴你， 

第一是謙卑，第二是謙卑，第三還是謙卑。 

這不是說此外再無別的教訓，而是因為， 

如果在我們所有的行動之前沒有謙卑， 

我們的努力將毫無意義。  ——奧古斯丁(354-43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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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33:8-9：愿全地都敬畏耶和華，愿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 

                       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7 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         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 

詩篇 33:8-9：愿全地都敬畏耶和華，愿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 

                       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只要 

路加福音 22:42:  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爱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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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這事！他就去做。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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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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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榮神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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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榮神 、益人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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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榮神 、益人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 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約
翰三書2節)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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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榮神 、益人 、益己 

羅馬書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榮神 、益人 、益己 

馬太福音 8:11-12 

11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 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一同坐席；12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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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榮神 、益人 、益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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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裡，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馬可福音 6:6  他也詫異(希奇)他們不信，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榮神、益人、益己 

四、結語與應用  
    1. 平時就操練敬畏神，努力愛神愛人。  
    2. 凡事尊崇神的主權，堅信神的話語。 
    3. 凡事順服神的命令，竭力盡人責任。 
    4. 凡事接受神的賜予，感謝神的恩典。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榮神、益人、益己 

四、結語與應用  
    1. 平時就操練敬畏神，努力愛神愛人。  
    2. 凡事尊崇神的主權，堅信神的話語。 
    3. 凡事順服神的命令，竭力盡人責任。 
    4. 凡事接受神的賜予，感謝神的恩典。  

我們的信心，如果不經受苦難的測試， 

信心所具有的力量就無法展現，也無法培養。——卡森(Carson)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一、大信心在平時(7:1-5)    
    1. 他對人真摯的愛心(2-3節) 
    2. 他對神深深的敬畏(4-5節) 

二、大信心對耶穌(7:6-8) 
    1. 謙卑承認神的主權(6節)  
    2. 堅定相信神的大能(7節)  
    3. 愿意遵行神的命令(8節) 

三、大信心的結果(7:9-10) ——榮神、益人、益己 

四、結語與應用  
    1. 平時就操練敬畏神，努力愛神愛人。  
    2. 凡事尊崇神的主權，堅信神的話語。 
    3. 凡事順服神的命令，竭力盡人責任。 
    4. 凡事接受神的賜予，感謝神的恩典。  

路加福音 22:42  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耶穌誇獎百夫長的大信心(路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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