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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長老 小小咖啡屋 

系列 (3) 

   星期六下午三點，于彳亍和伯老在小小咖啡屋

見面。 

   「伯老，」小于問，「我不瞭解猶太人和羅馬

帝國的關係。」 

   「是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難理解的，」伯

老說，「在公元前六十三年，羅馬的將軍龐貝

（Pompey）征服了敘利亞和猶大地區，它們成

為羅馬的行省。公元前四十八年，凱撒（Julius 

Caesar）戰敗龐貝將軍後就掌握軍事、行政和

司法大權；公元前四十五年，羅馬元老院推舉他

為凱撒大帝，成為羅馬共和國的獨裁者。公元前

四十四年，凱撒在遠征亞洲時被刺殺，然後羅馬

帝國爆發內戰。公元前三十一年，凱撒的義子屋

大維（Octavius）平息內亂。屋大維凱旋回羅

馬 後 ， 推 行 和 平 政 策 — 『 羅 馬 平 安 （Pax 

Romana）』—得到人民的擁戴，建立了羅馬

帝國。」 

   「什麼是『羅馬平安』？」 

   「它是屋大維對帝國的屬地和公民宣傳羅馬帝

國和平統治的理想，」伯老解釋說，「公元前二

十七年，羅馬元老院分封凱撒大帝為『神』，分

封屋大維為『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

tus）』，稱他是『神的兒子』。」 

   「在這之後，」伯老繼續說，「奧古斯都成為

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他掌握軍事、行政、立

法、財政、外交，及司法大權；他把每一個被征

服的國家都成為帝國的一個省。」 

   「那麼羅馬帝國如何在猶太人的地區推廣『羅

馬平安』的政策？」 

   「奧古斯都把巴勒斯坦地區劃分成猶太、加利

利、比利亞、底加波利等行政區。他分封親羅馬

帝國的以東人大希律（Great Herod）為猶太

人的王。大希律王為了鞏固自己的王位，就欺壓

反對他或羅馬統治的猶太人。」 

   「那麼以色列得到『羅馬平安』了嗎？」小于

問。 

「其實一直沒有平安，」伯老回答說，「早在公元

前六十三年，龐貝攻取耶路撒冷後，進入聖殿的最

裡面猶太人神的居所，猶太人稱為『至聖所』。當

時的法利賽人認為他污染了聖殿，造成猶太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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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反抗羅馬人的統治。」 

   「奧古斯都讓大希律成為猶太人的王；大希律

為了感恩更加賣力討好羅馬帝國。他為了保持自

己的王位，登位後推行暴虐恐怖的政策，先後排除

異己；因猶太人恨他入骨，因此，他大肆地修建聖

殿希望能夠討好他們。」 

   「大希律王死後，他的國土分給他的兒子；南

部，由亞基老（Arehelaus）統治轄區有猶大地，

撒瑪利亞，和以東地區；中部，由希律安提帕

（Herod Antipas）統治的轄區有加利利和比利

亞地區；北部，由希律腓立（Herod Philip）統

治的轄區在加利利海東北部的特拉可尼地區。」 

   「亞基老王一上任就用武力壓制在耶路撒冷發

生的暴動；後來他擅自換了祭司長，造成猶太人

再度暴動；最後，奧古斯都免去他的王位，他的轄

區改為羅馬帝國的直轄省，由巡撫治理。公元二十

六年，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成為猶太地

區的巡撫，掌管當地的軍事、司法、行政與財務、

和地方事務。」 

   「希律安提帕王，又稱希律王，在加利利海邊提

比哩亞城建了一座金碧輝煌的王宮。日後，他娶了

他同父異母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帝，這違反了猶

太人的神所定的律例；之後，他把向他鑑言的先

知約翰殺了。」 

「希律腓力王治理特拉可尼地區，他是一個明君，

在他境內秉行公義，頗得人心，但在他的轄區猶太

人不多。」 

   「這真是錯綜複雜的政治背景，」小于驚嘆地說。 

   「只要猶太人接受羅馬帝國的主權， 他們就有

相當大的自治權，」伯老繼續解釋，「羅馬帝國在

猶太地區設立『公會』(Sanhedrine, 或  The 

Council)，它成為羅馬政府控制以色列的機構。

在耶路撒冷設立的『公會』由七十二位議員組成，

稱為『大議會』；議會的議員有二十四位祭司代表

聖殿，二十四位長老代表各族派，二十四位文士代

表律法。大議會的議長由大祭司擔任；議員有法

利賽人， 也有撒都該人。 羅馬的統治者有任命大

祭司的權利， 因此大祭司成為羅馬政府的傀儡。 

猶太地區的各城市設立的『公會』， 稱為『小議會』，

由二十三位議員組成，處理地方性的問題。」 

   「這『大議會』能起什麼作用呢？」小于問。 

   「它的權勢很大，」伯老回應說，「議會的權柄

涉及宗教信仰、司法、政治、稅收處理的事件。在

耶路撒冷的『大議會』是猶太教信仰的最高裁判機

構，他們的權柄甚至可以延伸到其他羅馬帝國境

內的猶太人。而且，他們有司法上絕對的權柄，如

果有人褻瀆他們的神，他們可以治死那人；但是，

只有羅馬政府才能執行死刑，當時就是釘死在十

字架上。」 

   「但是我不瞭解他們在宗教信仰上能有什麼權

柄？」小于疑惑的問。 

   「首先，我們要瞭解猶太人宗教生活的中心—

『會堂』」伯老解釋説, 「『會堂』是他們聚會崇

拜，朗頌經文，和研讀律例，經典的地方。它是由

長老領導，文士管理，同時還設立一位『管會堂的

人』處理日常的事務。因為『大議會』的成員有祭

司長、祭司、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有解讀猶太

教教義的權柄；因此各地的『會堂』和『小議會』

都受『大議會』的控制。譬如在『逾越節』時，猶

太人在聖殿敬拜神，他們就會觀察和監督眾人的

言行是否觸犯了教義。」 

「什麼是『逾越節』？」 

「這『逾越節』為期七日，包括了兩個『安息日』，」

伯老解釋說，「這節是在猶太曆的一月，又稱『亞

筆月』，大約是我們現在的三，四月的時候舉行的。

各地的猶太人，尤其是十三歲以上的男丁都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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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聖殿守節日。」 

  「這節期好像我們的中國年。」 

   「不錯，」伯老說，「我們過年有很多習俗和傳

統，幾乎都是民間的傳說；並沒有什麼根據，只是

一代傳一代的結果；而且中國各地的習俗和傳統

也有差異。」 

   「有一個習俗各地都是一樣的，」小于興奮的

說，「就是發和收壓歲錢的紅包。」 

   「然而，猶太人的節期都有歷史根據，是他們的

神告訴他們守節日的儀式和理由，」伯老繼續解

釋，「一年一度的『逾越節』，每家都要宰一隻羊

羔吃，同時要吃苦菜和沒有發酵過的餅， 所以又

稱為『除酵節』，為了紀念他們從埃及為奴隸時被

神拯救出來的日子。就是到了今天， 他們還是守

這節日。」 

   「這是不是他們一代一代相傳的習俗？」 

   「也可以這麼說，但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是可以

證實歷史事件，」伯老說，「在他們的《摩西五經》

的第二本書《出埃及紀》有非常詳細的記載。有一

部電影叫『十誡』，你看過嗎？」 

   「聽說過，但沒有看過，」小于不確定地說，「好

像是一部非常老的電影。」 

   「是一九五六年拍的，」伯老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它會讓你對以色列人的歷史和他們的

神有所瞭解。」 

   「我試試是否能在網路找到。」 

   「我要到外地短宣一個月，」伯老說，「我們可

以在下個月的第二個星期六下午三點再見面，我

希望你在這一個月能多讀幾遍《馬可福音》。如果

有問題記下來，見面時可以一起討論。」 

   「好，」小于說，「我會再花時間讀《馬可福音》，

希望更能瞭解這本書的故事。祝您旅途順利，一個

月後再見。」 

 

趙國英 姊妹 

親愛的阿爸父神!感謝讚美祢願祢

成為我心中唯一的愛慕！當我的

眼睛轉向眼目的情慾、我的心思

想要得今生的驕傲時，主啊，求

祢帶領我回轉，轉向愛我的主，

主啊，願我心只在乎祢，今只要

主自己，願祢自己成為我心唯一

的愛慕，無論做什麼都能做在主

的 身 上 。 禱 告 是 奉 主 耶 穌 的 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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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2003年10月, 我在我們教會團契中分

享讀書報告, 書名為「蹄聲漸近」 作者是著名佈

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 當我要開始分享蹄

聲漸近時,邪靈就掐住我的脖子不讓我分享書中

的四匹馬, 啟示錄6:1-8節, 我拼命的講我不許邪

 阻止我講這四匹馬。 

   第一匹白馬就是敵基督將來要在七年大災難中

統治全世界, 並在耶路撒冷建聖殿「自稱是 神 」

(帖撒羅尼迦後書2:4) ,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

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帖撒羅尼迦後

書2:8 )。 

   第二匹紅馬代表戰爭, 耶穌回答門徒祂降臨和

世界未了有甚麼預兆呢,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

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

名來, 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

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

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没有到。民要攻打

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

災難的起頭。(馬太福音24:3-8) 

   第三匹黑馬代表餓荒, 糧食短缺,「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地震、餓荒。這都是災難

的起頭。」(馬可福音13:8) 戰爭帶來糧食短缺

和餓荒。 

   第四匹灰馬;「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

饑荒、瘟疫、野獸, 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啟示錄6:8)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饑荒、瘟

疫,」(路加福音21:11 ) 

   我分享完了這四匹馬, 邪靈才離開我, 是神的保

守使我把神的話清楚的講完。 

   第二次邪靈在我的耳邊問我聖經是神的話嗎? 

我用提摩太後書3:16-17來反駁邪靈,「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傋行各

樣的善事。」 

   第三次邪靈又來了, 他問我你配傳福音嗎? 我告

訴他耶穌的寶血洗淨我的罪, 我是因信稱義, 我順

便提醒他將來要去火湖裏(啟示錄19:20)。我奉

耶穌基督的名斥責邪靈, 不許他再來打擾我.  

   因為我當時正準備製作聖經預言共26集, 以前

1987年我都是在幕後支援天人之間節目, 寇世遠

主講, 我二哥黃雅各幫他在舊金山拍攝, 再在洛杉

磯和舊金山播出。寇世遠監督去世後, 臺雅各牧

師主講福從天降, 我大哥黄路加拍攝, 在洛杉磯

18台播出一共十四年之久; 而現在, 神在我開完

腦部腫瘤後呼招我做alarm clock.TBN基督教

電視台, 聖經預言節目主持人Jack Van Impe, 

他是聖經預言權威; 我向他訂購啟示錄和但以理

教學影片, 一節一節的學習; 也去了以色列、土耳

其的七間教會, 和希臘拔摩島拍攝照片用於節目

上。 

   2008年在舊金山拍攝完畢, 先後在洛杉磯中天

電視台播出, 和2009年在臺灣中天電視台播出

現在可以在網路上看到.網址是

chinesegospelnews.com    

三次經歷邪靈的見證 

黃撒拉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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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篇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

導。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

的樹木也都拍掌。」（以賽亞書55：12）  

   2022年7月30日，教會於南加州橙縣頗負盛名

的Carbon Canyon Regional Park 舉辦夏季

郊遊活動。當天早上九時四十分弟兄姊妹歡欣鼓

舞聚集在環境優美、風光明媚的大公園。也有不

少親朋好友共襄盛舉。感謝主，賜給我們風和日

麗、舒適清爽的好天氣，令人心曠神怡，是戶外

活動的絕佳天氣。大家藉此機會不僅可以在戶外

擁抱大自然，也可增進弟兄姊妹之間在主裏的友

愛和親密關係，就如聖經約翰一書4:7説的「親

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

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 而生，並且認識  

神。」  

   公園內擁有一個四畝大碧綠清澈、微波蕩様的

人工湖，可供釣魚，有些小孩在湖邊追逐嬉戲，

不亦樂乎，不少遊客繞著湖散步，多麼閒情雅

緻、消遙自在；公園依傍山丘，有高聳林立的紅

杉木，有展翅高飛或在草上覓食的小雁鳥，有一

大片遼闊平坦、綠草如茵、百花盛開的草原，可

以盡情遊戲；還有森林步道可供健行，成為人們

非常喜愛的公園，幾乎每個周末，都有人在這舉

行聚會派對、烤肉，熙熙攘攘，非常熱鬧。  

   趣味遊戲活動在早上9:50陳牧師的禱告下拉開

序幕，並由牧師、師母、Phoebe、 Emily 和

Evelyn 姊妹合力主持，遊戲活動包括歌唱、拚

圖遊戲比賽、比手畫腳猜謎比賽、接龍傳球比

賽、拔河比賽，及攝影比賽，大家興高采烈踴躍

的參與，興緻勃勃、大展身手，競賽過程，緊張

刺激、高潮迭起，尤其是拔河賽，A、B兩組卯

足全力、 渾身解數拚搏，勝負互見。整個遊戲活

動滿了對主的贊美和感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沈

浸在遊戲的歡樂和主對我們的愛中。 

   早上十一時大夥們齊聚在涼亭及草地上享用教

會準備的豐盛午餐，包括越南餐包、茶葉蛋、薯

片、西瓜…等等，吃得津津有味、笑逐顏開，得

到身、心、靈的滿足。 

   整個歡樂活動在下午一時左右，在牧師簡短的

禱告後圓滿結束，大家意猶未盡、依依不捨，在

互道祝福聲中離開，願下次不久的將來，再有機

會舉辦類似活動，共享主的恩典和賜福。 

兩個都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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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温馨同框 

仰天長嘯 歡欣鼓舞贊美神 



 

 

費伯伯95高齡老當益壯 

王長老夫婦鶼鰈情深 

拔河比賽精彩激烈、個個生龍活虎、堅忍不拔, 精神可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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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有味 口齒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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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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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COVID, 以馬內利 

Phoebe Wu 姊妹 

 

 

 

 

   COVID的第一天，6/23 星期四早上起床後突

然感到全身痠痛無力、頭痛、低燒、喉嚨痛、咳

嗽、甚至呼吸有點喘，心臟也跳很快。於是我做

了Covid快篩，結果是陽性！我想可能是因前幾

天女兒得腸胃炎，我照顧她太累了，免疫力下

降。立刻打電話給David(老公)請他去接孩子們

回家。我自己則馬上戴上了雙口罩、消毒並搬到

另一間房間隔離。我開始大量的喝蜂蜜檸檬水。 

感謝主，David中午回家後的測試結果是陰性，

孩子們看來也沒事。我全身骨頭、筋肉都超級痛

的，因為實在是太痛了，躺在床上連翻身都有困

難。當晚我在睡前做了禱告，我跟神說：主啊，

我知道最佳的提升免疫力方法就是祢賜給我們的

「睡眠」，求主使我藉著睡眠修復我受傷的細

胞，提升自體免疫力來抵抗病毒。做完禱告我就

好好地睡著了。 

第一天飲食：牛骨薏仁粥、白桃、蜂蜜檸檬汁、水  

   COVID的第二天，一早睡醒，我小心翼翼地

移動著四肢，害怕像前一晚那樣疼痛。但哇！奇

蹟發生了！感謝讚美神，我筋骨肌肉完全不痠痛

了，頭不痛、沒發燒、血氧正常！就是只剩下大

量的透明鼻涕、喉嚨痛，偶爾咳一下，少量的

痰。才一個晚上，短短的幾小時，COVID的不

適症狀就在我沈睡中一個個消失殆盡！這若不是

神，誰能彰顯這樣的大能呢！我想起；神從亜當

做出夏娃的事蹟。「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

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創2:21) 昨晚，神也使我沉睡，在這期間祂清除

我筋骨的疼痛感；讓我藉著充足的睡眠提升自體

免疫力抵抗病毒。我有種強烈的幸福感，知道我

的禱告與祂連結在一起，神親自醫治祂所造的。

上午九點左右David幫我打電話給家醫報備，下

午醫生回電話問診，就開了兩種藥：緩和咳嗽、

抑制病毒複製。David幫我去藥局拿藥; 藥上註

明，剛確診後的五天內必須先吃抑制病毒複製的

藥，因為這個藥會抑制病毒複製，減少傳染給他

人的機率，病毒減少複製症狀就不會那麼嚴重；

但這藥有些副作用，有可能會改變味覺、拉肚

子、高血壓、肌肉痠痛。我一一分析這些副作

用，「改變味覺」那以後吃東西就不好吃了這不

太好吧。「拉肚子」病毒拉出來也趁機減肥，這

很可以喔！「高血壓」我本來有點低血壓，或許

這剛好讓血壓恢復正常。「肌肉痠痛」，神已經

修復我的筋骨肌肉疼痛的症狀了，我相信既然醫

治已出自於神的手，那就不會再出現這種副作

用。我愛我的家人，無論出現任何副作用都願意

服用那藥，免得家人受到感染。人是上帝創造

的，我相信任何副作用都掌握在祂手裏。於是我

服用了那抑制病毒複製的藥。晚餐時還有味覺；

但餐後刷牙發現牙膏是苦的。大約半小時後我開

始拉肚子。晚上喉嚨變得超痛的，只是吞口水，

好像有玻璃卡喉嚨睡前我做了禱告，還是求神讓

我在睡眠中得到完全的修復。可能因為鼻涕倒流

到喉嚨，整個晚上起來了兩次，又擤鼻涕又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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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擤到流鼻血了！透明鼻涕實在太多，多得讓

我差點吐，不過因為晚上已經拉肚子了，怕肚裏

沒有東西可以吐，心裡叫著主啊，我就睡著了。 

第二天飲食：全麥吐司裹酪梨醬、牛骨薏仁粥、

鮭魚、草莓、魚腥草汁、蜂蜜檸檬汁、水  

   COVID的第三天，早上起床，吞口水沒那種卡

玻璃的痛了！感謝讚美主，雖沒發燒；卻出蠻多

汗的。好像在做桑拿！也有一種人在加州，身在

台灣的感覺。今天依然有很多透明鼻涕，近中午

突然咳得厲害，但只有透明的痰。保持大量的水

分補充。發現吃綠色蔬菜的味道變苦了！牙膏也

是苦的有拉肚子，味覺改變跟拉肚子都是抑制病

毒複製的藥引起的副作用, 這下子應該可以趁機跟

大肚腩分手了。 

第三天飲食：紅梅、黑米薏仁粥、大蒜蛋炒飯、

白桃、蜂蜜魚腥草凍、百香蜂蜜檸檬汁、水  

   COVID的第四天，早上六點多自然醒，吃了早

餐，身體做一下伸展。九點左右開始持續咳嗽，

乾咳讓我眼淚、鼻涕、鼻血、全身冷汗直流，甚

至嘔吐。我一邊聽詩歌一邊做認罪禱告，感謝神

的 憐 憫 與 回 應 ， 我 的 咳 嗽 停 止 了 ！ 門 外 傳 來

Catherine(大女兒)的聲音，她說頭痛，我讓

David幫她測COVID，測了兩次都是陽性反應！

只好請David也幫Abigail(小女兒)快篩，他自己

也快篩。結果出爐，Abigail陽性反應。David

是陰性。晚上入睡前我開始一陣乾咳。感謝神保

守David平安，Abigail雖然陽性，但她精神、

胃口都很好；毫無任何症狀。Catherine除了頭

痛，沒有其他不適。向神求醫治Catherine的喉

嚨痛，大家都能有好睡眠。 

第四天飲食：黑米薏仁粥、抹茶豆奶、番茄雞

湯、蘆筍、蜂蜜魚腥草凍、葡萄柚  

   COVID的第五天，今天比較晚起床，半夜只有

起來一次喝水。哈利路亞，感謝主的憐憫，我睡

得很好，沒有因為乾咳而醒。感覺好很多了，下

午小睡一下午覺，到了晚上喉嚨癢癢的，開始乾

咳一陣子；我禱告也喝很多水，舒服一點就睡

著，半夜喉嚨又癢癢有起來咳幾聲；再喝水，又

睡着了。 

第五天飲食：抹茶豆奶、蜂蜜魚腥草凍、草莓、

葡萄、黑莓  

   COVID的第六天，睡醒感覺喉嚨有點黏，乾

咳。今天依然禱告，也持續多喝水。感覺身體恢

復正常了，心想應該已戰勝病毒了，晚上快篩，

感謝身，我已轉陰性了。 

第六天飲食：黑米薏仁粥、生菜沙拉、白桃、草

莓、蜂蜜魚腥草凍、百香蜂蜜檸檬汁、水  

   感謝神一路保守David不被我們感染，也感恩

主耶穌陪伴著我們；堅固我對祂的信心，在病痛

中依然可以不停地讚美神。我雖感染了COVID，

但也因此跟主耶穌更親近了！祂的眼目在我之

上，祂的計畫總在我的念頭之前。歡喜快樂地等

候祂的旨意，因我們天天都活在神蹟裏。曾有一

個人說：要看到神蹟才能相信神的存在。但其實

常常都是神蹟擺在眼前，自己卻不相信。殊不知

要先打開心門相信，才能領悟到真理。「在他們

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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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馬

太福音福音 13:14) 我相信人生在經歷每件事都

不是偶然的。如果上帝既允許這事發生，就必有

祂的美意在其中。神有完全的主權，祂可以選擇

使用任何人來彰顯祂的榮耀，既然祂揀選讓我們

經歷祂，一旦順服，就能感受到與祂同行的幸福

感。以馬內利的見證就應該宣揚出來。不該自己

暗藏著燈，那無法照亮別人。這是我得COVID

的過程的見證，選擇仰望就能見證被醫治神蹟，

以馬內利 ! 

 
【 基督徒的人生 】 

不是沒有嚴冬，但是在嚴冬裡有
溫暖陽光； 

不是沒有風雨，但是在風雨中有
避難處所； 

不是沒有風浪，但是在風浪中有
救主同行； 

不是沒有難處，但是在難處時可
以得依靠； 

不是沒有傷痛，但是在傷痛中有
主愛安慰； 

不是沒有灰心，但是在灰心時有
十架救恩； 

不是沒有患難，但是在患難中常
得蒙恩典； 

不是沒有孤單，但是孤單時可見
主的陪伴； 

不是沒有孤單，但是孤單時可見
主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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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參加每星期六早上馬可福音弟兄誦讀班，彷

彿又回到小學時代老師要我們大聲朗誦課文的情

景，那是多麼懷念的時光，朗誦聲中洋溢著純真、

歡樂、友愛，是何等溫馨的童年回憶。「晨誦」是

扎根於中國古代蒙學教育的優秀傳統，汲取中外各

教育流派的誦讀技巧，可以培養語感、增加印象，

提高理解；反覆的誦讀，在不知不覺中提高讀者對

文章內容的獲知、消化和吸收，自然而然也成為自

己的東西，這是很可貴的境界。 

   用在誦讀聖經亦有異曲同工、相得益彰的功効，

將神的話語不斷在腦海裏浮現、盤旋，從直覺、感

性、整體上去認識聖經上的精髓之處。經過幾次誦

讀馬可福音，讓我對整本福音的概念有具體和完整

性的印象，也了解馬可福音的獨特之處在於強調耶

穌在地上的種種事工和傳揚神的福音，更明白神差

遣耶穌降世為人的目的乃是要成為神的僕人，要來

服事、照顧、牧養人，甚至要捨命拯救世人，就如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45)  

   整本福音起頭於耶穌基督為神的僕人，開始傳道

的事工、醫治、趕鬼，一直到耶穌被處死以及耶穌

空墓被人發現為結尾。一氣呵成，其中沒有耶穌的

族譜、耶穌的出生，節奏簡單扼要、融會貫通。加

上篇幅很短，可供作朗讀，一口氣讀完，或許也是

作者的原意。真有「如魚得水」之感，也有「如人

飲水 冷暖自知」的體驗。 

           誦讀 

    

楊榮國 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