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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課 權柄與信心 (Doulos 奴隸)
和合本：路加福音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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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到了耶穌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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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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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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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裏、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1993 年，著名導演 Steven Spielberg 拍了一套驚心動魄的電影，名叫 Schindler’s List (辛尼達名
單)，是根據 Thomas Keneally 所寫的一本小說 Schindler’s Ark 製成。這電影不但是至賣座的電影，
而且更獲荷里活金獎像七項之多，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劇本等等。
故事發生在波蘭的 Krakow Ghetto。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軍人把所有在波蘭的猶太人
都囚在 Krakow 貧民區。一個德國落泊商人 Oskar Schindler 來到這個城市，希望發一些戰爭財，看
看有什麼商機，乘機賺回一筆。Schindler 也是一名納粹黨的黨員，他用錢賄賂了那兒的軍官，在附
近開了一間工廠，專門替德軍製作一些軍需品。由於他對管理工廠事宜及生產程序一無所知，就雇
用了一個名叫 Stern 的猶太人替他管理工廠一切事務。Stern 提議 Schindler 不要雇用波蘭人，而聘
用在 Krakow 的猶太人，好讓他們可以每日都有機會離開 Krakow 去返工，直至收工後才回貧民區，
Schindler 果然賺了一大筆錢，同時也賺得納粹高官的信任，更重要的，是那些替 Schindler 打工的
猶太人，可以避開送入集中營屠殺。
就在此時，德軍師令 Amon Goth 來到波蘭的 Krakow，並且決定去拆掉 Krakow 所有平房，改建
成一大集中營；並且把所有住在 Krakow 的猶太人送往著名的 Auschwitz 集中營。在拆舍期間，納粹
軍人在 Krakow 內濫殺無辜，往往在毫無理由下，把猶太人一個一個殺掉。有一次，Schindler 和他
太太在 Krakow 山上目睹這一切血腥的行為，心裏受到極大的激動，他開始積極要求 Stern 救得一
個猶太人就救，盡量招募更多的猶太人加入他的工廠工作，又用錢賄賂 Goth，准許他帶著這些工
人返到他家鄉 Moravan 再建工廠。
他差不多耗盡他一生的金錢，賄賂 Goth，成功地把這些猶太工人運往他家鄉的工廠；只有其中
一輛火車，載滿了猶太工人，準備前往 Moravan，但不知怎的，火車卻向 Auschwitz 集中營出發。
當這些女工發現是身處這地獄，大嚇一驚。德軍有一個習慣，每當猶太人抵埗時，首先是要到浴室
洗澡，每一個猶太人都知道，在浴室裏出來的不是水，而是煤氣，致他們於死地的毒氣。正當這些
女工在哭泣之際，卻奇怪的事出現了，從水管裏出來的竟然是水，而不是煤氣，他們立即歡呼。翌
日 Schindler 趕到 Auschwitz 集中營再用錢賄賂那兒的長官，順利地把這些婦女及小孩運出集中營。
這電影有三幕至令人深省之場景：

在 Krakow 貧民區，一個德國軍官正用手槍射殺一個猶太婦女時，發現槍枝失靈，子彈沒
有射出，他正準改換上另一枝手槍再來射殺時，在旁的 Schindler 就大膽對他說：「你是一
個操生死權的人，這個女人的生命就是完全操在你手下。你有權隨意殺她，但這並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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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擁有真正的權柄。真正的權柄是什麼？就是：當你有此權柄殺死她，但你卻寬恕了她，
不使用你的權柄，反而饒她一命，這才是真正的權柄！」
這軍官聽了 Schindler 這話，覺得有道理，就不殺這個猶太婦人了！

另一幕也是非常感人，當蘇聯軍隊抵達，解放了在集中營內的猶太人，Schindler 作為一個
納粹黨黨員，又替德軍工作，他不得不立即逃亡。當他與工廠的猶太工人道別的時候，他
們送了一封信給他，證明他不是一個殺人犯，而且是猶太人的救命恩人。此外，他們還把
他們僅有的金牙鑄成一隻金介指送給他，介指上刻有 Talmud 名句：
“He who saves the life of one man，Saves the world entire.”


電影結束時，鏡頭上是現出一群年老的猶太人，他們全是昔日在 Schindler 工廠作工的工
人，來到耶路撒冷 Oskar Schindler 的墓碑前，把他們預備好的石頭獻上。事實上，整個波
蘭只有 4,000 個猶太人倖免於難，沒有死亡。但因在 Schindler 工廠作工而免死的猶太人卻
6,000 人之多！

這故事給我們一個什麼啟示呢？「權柄」是一件非常恐怖和危險的東西，絕對的權柄可以令一
個人絕對的腐敗，就像那些納粹軍官，像野獸般把手無寸鐵的猶太人蹂躪，在歷史上，我們看到一
幕一幕如此恐怖場景，真是令人心寒！但可惜，時至今天，這些恐佈場景仍存留在我們地球上！
我們今天要看看路七 1-10 的故事，一個論及權柄的有趣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一) 一個滿有權柄的人：(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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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許人也？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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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這事！』他就去做。」
很明顯，百夫長是一個擁有權柄的人，他命令他手下去，他們就要去，不得違命。在羅馬兵制
而言，百夫長是軍隊的骨幹，他通常要管 100 士兵，但有時他更要管 1,000 個兵。歷史家 Polybius
有這樣的描述：「作為一個羅馬的百夫長，他既不可以操之過急，危及他的手下，也不可以貪
功，忘記他手下的平安，更不可以隨意揮軍作戰，視他手下的生命如草芥。然而，當有需要時，
特別是遭敵人圍困，他會毫不猶疑地赴湯蹈火，緊守崗位，奮勇作戰。」
由此可見，羅馬軍隊的百夫長，是中層支柱，軍隊之骨幹，也是擁有權柄的人物，用今日的軍
隊體制，就尤如一個少校 Major。還有一件有趣的事，通常在新約聖經所提到的羅馬百夫長，
大多數都是有好的口碑的(如路二十三 47，使十 22，二十二 26，二十三 27)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
注意的：這事是發生在迦百農，這是羅馬人佔領的地方，他手下及治理的人民，大多數都不是
羅馬人，而是亡國奴，對一個羅馬的百夫長來說，更是為所欲為，也不用承担什麼後果的，正
因他有如此大的權柄，他是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正如他說：
「我吩咐手下：
『去』
，他們就
要去；『來』
，他們就要來，不得抗命！」
我們在 v.2 看到另一幅圖畫。「有一個百夫長所寶貴的僕人害病快要死了。」「僕人」一字，希
臘文是 doulos，也即是奴隸的意思。奴隸不同僕人或雇工。 在昔日羅馬社會，有兩類僕人：一
是雇工，希臘文是 oiketes，另一類則是 doulos(奴隸)了！Oiketes 是自由人，他隨時可以辭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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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但 doulos 則不可以，他是主人買他回來的，他既沒有自己抉擇的權利，甚至他的生命也是
操在他主人手中，主人要他作什麼，他便要作什麼，他是沒有權利去拒絕的，他就好像是主人
的擁有物，主人在他身上是擁有絕對的權柄，他可以賣掉他，虐待他，甚至處置他！ 然而，聖
經却告訴我們，他是一個為他主人(百夫長)所寶貴的僕人！
(二) 一個敬畏神的人：（v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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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到了耶穌那裏，
就切切地求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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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猶太長老去見耶穌，儘量替他說好話；以為這個好人替猶太人做了許多好事，他是配得上得
到耶 穌的幫忙。」



長老說，這百夫長是「愛我們的百姓」「愛」這個字，希臘文是 agapao，是指犧牲的愛，
不是虛假的，而「百姓」一字，(Ethnos)是指猶太人。
他為猶太人於迦百農築了會堂；這也是耶穌出來傳道在用的會堂。

從種種的跡象看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百夫長可能是那些歸化猶太教的外邦人(prosylite)。他
們嚮往以色列的一神教，他也是一個敬畏神(God fear)的羅馬人。他雖然擁有極大的權柄，但他
不會亂來的，因為他知道神在上面一直察看著我們！
就是因為他敬畏神(怕神)，他所作所為都是循規蹈矩：

「他寶貴他的僕人」
，
「寶貴」一字 (entimos)是譯作「重視」
「視為寶貴」
「有價值」
，即英
文所謂 hold in esteem；他不以「奴隸」看待，而視他為寶貴的家人！正因如此，他對僕人
病危一事看得十分嚴重，並想盡辦法醫治他。

更因為他「敬畏神」
，他也愛那些猶太人，甚至出錢出力替他們建成了會堂，供猶太人敬拜
真神。
敬畏神的意思，是說明他體會到神才是真正擁有權柄，他知道是逃不過神的判定，因而不敢亂
來。
(三) 一個有信心的人：(v6-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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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回到百夫長家裏，看見僕人已經好了。」
這是一幅非常美麗的圖畫，這個百夫長是一個有權柄的人，要人來，他就來，要人去，他
就去，他又是一個愛猶太人的長官，那些猶太長老都齊聲為他說好話； 說他是一個配得
上蒙幫助的人。
然而，這個百夫長可貴之處，不但是因為他是個好人，而且他有幾個非常難得的地方
2)

首先，他非常明白「權柄」這東西，他看到雖然他手下有不少人，他也有權柄指揮他們，
但他更看到他自己也是在人「權下」的人，他要服從他的上司，他要對他的上司付責任，



23.03.2021

P.3

「路加福音研讀」

蘇穎睿牧師



事實上，他的上司也是在權下的人，所有人對神都是下屬，我們對神都要負責任，正因如
此，我們不可以胡作胡為，以為身在高位，擁有絶對權柄，不用付上任何後果！一個懂得
權柄是什麼的人，才可以在 神面前謙恭。
3)

他更看到耶穌才是一個真正擁有權柄的神，所以他在耶穌面前是非常謙卑。
 「我不配」
，「我不敢當」
 「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

正因如此，耶穌稱許他是一個有極大信心的人，
「在以色列中，我未曾遇見過信心這麼大的人。」
4)

從這個故事，我們學到一個什麼功課？真正的權柄不是刀、不是槍、不是權威、不是人的
政治，而是一個能寬容、能接納、能體諒、能寬恕，願意服侍，而在神面前又是體會到自
己的不配、軟弱，又信得過耶穌一定給我們最好的心。 願意我們學效這個百夫長，做一個
真正明白權柄的人。

默想
1) 什麼才是真正的權柄？
a) 從 Schindler’s List 這戲，你認識「權柄」是什麼？
b) 從這個百夫長身上，你又認識「權柄」是什麼？
2) 我們在教會或家庭中，可否實踐「謙卑」的領導呢？Leader-Servanthood 這觀念是否非常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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