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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十字架的大能

這
本探索叢書摘錄自《復活之窗》（Windows 
on Easter），當我撰寫《復活之窗》時，是

希望從那些目擊者的眼光，重新審視有關

基督的受死和復活，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事情。因

為這位永遠配得尊榮的主，捨己犧牲，付上代價，才

使所有不配的人得以開啟永恆之門。故此，我們絕

不能讓救主受難的故事，變成老生常談、索然無味。



[ 2 ]  十字架的大能

	 其中一位目擊者正是當時協助行刑的羅馬百夫

長。有一首古老的黑人靈歌，其中有一句震撼人心

的歌詞：「我主被釘十架時，你在那裡嗎？」而這人

當時正在那裡！

	 當我們想像他當時在現場所目

睹、所感受的事時，願主施恩憐憫

我們，使我們的內心愈發更新而變

化，就像那位百夫長的生命被全然

改變一樣。

	 千百年來，軍人的角色要不是受人鄙視和憎惡，

就是備受尊重和崇敬。對將要被征服的人來說，他

們當然會鄙視痛恨軍人；但對受到軍人保護的人而

言，則會尊敬景仰軍人。我們常會因戰爭的種種暴行

而震驚，因戰爭本身就是仇恨罪惡所致，而軍人也

不得不參與其中。然而，我們還是很敬佩他們在戰

爭中英勇的表現。我們這些從未經歷殘酷戰爭的人，

根本無法了解軍人的勞苦以及他們在執勤時所經歷

的艱辛。

	 軍人要接受艱苦的訓練，在執勤或在戰場上時

要過著匱乏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有時看起來不太文

明；他們的行為，介於勇猛與野蠻之間。他們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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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死亡陰影之下，甚至必須接受自己就是劊子手的

事實，即使殺人的理由正當，也是一件讓人很難接受

的事。	

	 軍旅生涯不好過，不只現在如此，兩千年前亦

然。但即使是身經百戰、飽嚐兵役之苦的人，福音

和十字架的大能，也同樣能觸摸到他們的心。

	 現在讓我們看看福音的大能是如何改變一位軍

人，就是那位負責把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百夫

長。

		 	 	 		柯貝爾（Bill Crowder）	

		 					 	 	靈命日糧事工聖經導師

即使是身經百戰、飽嚐兵役之苦的人，

福音和十字架的大能，

也同樣能觸摸到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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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夫長的一生

我
的長子在軍中服役多年，看著他從新兵一路

晉升到參謀軍士的經歷，我和妻子也認識了

軍旅生活。軍人要全心全意地把任務擺在安

逸之前，把戰友擺在自己之前，把盡忠聽命擺在個人

意見之前。這是一種嚴守紀律、看重權威、團隊合作

的生活方式。

	 這些核心概念千百年來並未有絲毫改變。縱然軍

隊的科技、武器以及訓練都改善良多，但對於服從、

責任、紀律、權威、團隊精神的基本要求卻仍然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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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當我們要嘗試理解第一世紀羅馬百夫長的軍人

生活時，就必須牢記這一點。

	 百夫長（centurion）這個字，是從拉丁文centum
而來，意思是「一百」。百夫長就是指揮一百人的羅

馬軍官。為了要對百夫長的角色有正

確的瞭解，我們必須先認識羅馬軍團

的設計。

	 羅馬的每個軍團分成十個大隊

（cohort），每個大隊又分成三個支隊

（maniple），而每個支隊則可分成兩

個百人隊（century）。百人隊永遠是由一百個士兵所

組成。即六十個百人隊結合起來，成為一個軍團，共

有六千人。

	 在羅馬軍團中，百夫長的職位，是普通士兵所能

達到的最高階層，其地位類似軍隊裡的隊長。一個軍

十字架酷刑是羅馬帝國常用的行刑方式。它可能起

源於古代波斯，為亞歷山大大帝所採用。受刑人被

釘或綁在一個巨大的木製T型柱子上，然後十字架

被高高豎立，任受刑人掛在那裡，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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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裡有六十個百夫長，他們之間還分等級。要升遷當

上百夫長，多半是依照經驗及知識而定。而羅馬軍隊

也正如今日軍中情形一樣，當他們需要肩負更重大的

責任時，就會被升為百夫長。

	 要升到百夫長的位子，必須歷經艱苦，而且百夫

長的地位崇高、光榮，也備受眾人敬重。百夫長退休

後可以領取數目可觀的養老金，他們在所居住的城市

當中，是眾所矚目的顯要人物。在路加福音7章以及

使徒行傳10章提到的百夫長，顯然都是貢獻鄉里、受

人敬重的有錢人。

	 當上百夫長的確不容易，雖然當中有人用錢買得

這個職位，也有人是得到上司或羅馬高層偏愛而受委

派，但大部分的百夫長都是因為才能而獲上頭的護民

官（tribune）所委任，行為良好則是主要的考量。

	 百夫長的工作可分為兩個基本範圍。在戰爭中，

在路加福音7章以及使徒行傳10章

提到的百夫長，顯然都是貢獻鄉里、

受人敬重的有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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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長要負責落實既定的軍事策略。他要隨時掌握狀

況，帶頭作戰，身先士卒。離開了戰場，百夫長要管

理軍中紀律，排解屬下的人際衝突，維持保防安全，

在佔領區執行警備工作，還有跟本文最有關連的：要

監督執行死刑。在一般情況下，處決羅馬公民是用刀

劍（羅馬書13章）；而非羅馬公民的人，則處以釘十

字架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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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約眾百夫長

新
約中提到好幾位百夫長，其中幾位較為突

出的百夫長之記載，顯示了基督的信息及

影響力，跨越了社會、種族、政治的界限

及藩籬。	

迦百農的百夫長（馬太福音8章5-13節）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

祂說：「主啊，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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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是疼苦。」耶穌說：「我去醫治他。」百夫長

回答說：「主啊，祢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

祢說一句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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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聽見就希

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

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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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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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

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

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

人就好了。

在第一世紀發生的這一幕非同凡響。首先，一位羅

馬的百夫長竟稱呼一位猶太人的拉比為「主」，在

眾人面前展現了對猶太教師的順服。其次是耶穌的

回應，祂竟然要進入外邦人的家裡，這一舉動會馬

上讓祂被視為不潔淨，使祂不能參與聖殿的敬拜。

他們之間的互動，展現了耶穌偉大的愛以及百夫長

對耶穌的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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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為了他的僕人來求見耶穌，他展現了

極大的順服（他稱耶穌為「主」）及信心，因為他

表明自己相信耶穌只要說一句話，他的僕人就好

了。尤有甚者，迦百農的百夫長還讓我們看到他關

心一個微不足道的奴僕，甚至願意求助於這位拿撒

勒的拉比，這一點的確令人驚訝。

凱撒利亞的百夫長

（使徒行傳10章1-2節、22節、44-48節）

	 在凱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流，是意

大利營的百夫長。他是個虔誠人，他和全家都敬

畏上帝，多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上帝。⋯⋯他

幾位較為突出的百夫長之記載，

顯示了基督的信息及影響力，

跨越了社會、種族、政治的界限及藩籬。

這也清楚說明，一個人的民族背景或職業，

並不是決定他進入天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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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彼得]說：「百夫長哥尼流是個義人，敬畏

上帝，為猶太通國所稱讚。他蒙一

位聖天使指示，叫他請你到他家裡

去，聽你的話。」⋯⋯彼得還說這

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

身上。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

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

上，就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方

言，稱讚上帝為大。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

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

呢？」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他們

又請彼得住了幾天。

	 哥尼流是一個外邦人歸主的顯著例子，他是一位

善待猶太人的百夫長，也備受猶太人的愛戴。他因著

對猶太教的多方接觸，使得他的心田已經預備好要

接受福音的種子，所以當彼得向他傳十字架的信息

在經文中翻譯為「營」的字，希臘文為σπερα。
這是指大約有六百名士兵的羅馬軍事單位，

換言之，哥尼流是領導義大利營的六位

百夫長的其中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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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就接受了。

遭船難的百夫長

（使徒行傳27章1節、11節、42-44節，28章16節）

	 非斯都既然定規了，叫我們坐船往義大利去，

便將保羅和別的囚犯交給御營裡的一個百夫長，

名叫猶流。⋯⋯但百夫長信從掌船的和船主，不

信從保羅所說的；⋯⋯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殺

了，恐怕有洑水脫逃的。但百夫長要救保羅，不

准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洑水的，跳下水去先

上岸，其餘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東西上

岸。這樣，眾人都得了救，上了岸。⋯⋯進了羅

馬城，（註：有古卷在此有「百夫長把眾囚犯交

給御營的統領，惟有」）保羅蒙准和一個看守他

的兵另住在一處。

哥尼流的心田已經預備好

要接受福音的種子，所以當彼得向他

傳十字架的信息時，他就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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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流是負責押解保羅到羅馬接

受審問的百夫長，他起初不願意接

受保羅的建言，但在船難期間，他

看見保羅活潑的信心，又看到在保

羅生命受威脅時，上帝施展大能，

行神蹟拯救了他。

d
	

	 請注意，這些百夫長並非古代版的「鄰家男

孩」，他們是用武力來占領土地的軍隊，是職業軍

人，是羅馬鐵蹄征服和奴役的代表，慣用殘酷和迅速

的方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他們是第一世紀猶太人深

惡痛絕的化身。然而，一本英文聖經辭典（Easton’s 

兵丁們擔心囚犯逃跑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根據羅馬的法律，若囚犯逃跑了，

押解的衛兵必須承擔責任，會被羅馬政府懲罰，

處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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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Dictionary）寫道：「無論是在福音書或使徒行

傳的記載，新約對於所提到的百夫長，都一致用推

崇讚美的口吻。」

	 羅馬史學家波力比阿斯（Polybius）提到一件極

重要的事實，百夫長是因才能被挑選出來的，他們

了不起的地方不在於勇猛過人（雖然這個特質很重

要），而在於他們深思熟慮、堅持到底，以及心意

堅定。關於這些百夫長，波力比阿斯如此說：「他

們絕不是光冒險犯難、急於過關斬將的人，而是能

發號司令、行動果決、可靠的人。他們不該衝動莽

撞，倉促應戰，而是即便在飽受壓力之下，仍然能

夠堅守陣地，至死忠心。」

	 聖經學者威廉•巴克萊對此下結論說：「百夫

長可說是羅馬軍隊中最優秀的人才。」

百夫長是職業軍人，是羅馬鐵蹄征服   

和奴役的代表。⋯⋯然而，

新約對於所提到的百夫長，

都一致用推崇讚美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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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歷史背景，為十字架前的百夫長鋪好出場

的舞台，也讓我們知道，他的話確實可信。	

[ 18 ] 



(三)

十架前的百夫長

從
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約在申

初，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拉

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忽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

震動，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

體，多有起來的。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

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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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震並所經

歷的事，就極其害怕，說：「這真是上帝的兒子

了！」（馬太福音27章45-54節）

	 「這真是上帝的兒子了！」這

是何等令人震撼的宣告！這句話並

非出自一個被嚇呆的菜鳥，或是容

易受人擺佈的新兵，而是來自執行

這樣的酷刑多年，見慣罪囚慘死在

十架上的老兵！

	 有些人想推敲他的意思，究竟這話是他個人承認

這信仰的宣告，還是在為一件他沒有經歷過的事下定

義？我相信，答案就在上下文的字裡行間。顯然，百

夫長被他所目睹的事深深打動，而他之所以會宣告耶

穌的神性，是來自他觀察的結果。

	 我們需要思考兩個方面，就是反對和支持這宣告

的證據，才能完全瞭解百夫長話裡的深意。	

	 反對這宣告的論點其實很強。這個百夫長，不

可能不知道猶太宗教領袖之所以會強烈指控耶穌，

要把祂釘十字架，就是因為耶穌聲稱自己是上帝的

兒子。他的總指揮官本丟彼拉多，已經因耶穌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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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而定了他的罪。但現在這個百夫長卻否定了這

個罪名，反而肯定了耶穌的宣稱。為什麼？因為支

持「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這樣的宣稱，證據太過確

鑿，叫人無可推諉。

	 審視支持這宣告的證據時，別忘了這個百夫長

無疑已經負責監督過許多次十字架的刑罰。但這一

次，卻有一些事情很不尋常。他究竟看到了什麼？

我們可從耶穌被捕、受審以及被釘的場景中，得出

堅不可摧的真理。

 • 耶穌的反應。祂遭受自己同胞逮捕、受審，祂

忍受不公不義時的反應：

「這真是上帝的兒子了！」

這是何等令人震撼的宣告！

這句話並非出自一個被嚇呆的菜鳥，

或是容易受人擺佈的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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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之間，那十二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並

有許多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裡

與他同來。那賣耶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說：

「我與誰親嘴，誰就是祂。你們

可以拿住祂。」⋯⋯耶穌對他

說：「⋯⋯若是這樣，經上所

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

驗呢？」當時，耶穌對眾人說：

「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

強盜嗎？我天天坐在殿裡教訓人，

你們並沒有拿我。但這一切的事成就了，為要應驗先

知書上的話。」當下，門徒都離開祂逃走了。⋯⋯

大祭司就站起來，對耶穌說：「祢什麼都不回答

嗎？這些人作見證告祢的是什麼呢？」耶穌卻不言

語。大祭司對祂說：「我指著永生上帝叫祢起誓告

訴我們，祢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耶穌對他

根據聖經記載，在十二門徒當中，約翰是唯一		

在耶穌受刑的十架現場，公開露面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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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

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

降臨。」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祂說了僭妄

的話！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這僭妄的話，現

在你們都聽見了。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回答

說：「祂是該死的。」他們就吐唾沫在祂臉上，

用拳頭打祂；也有用手掌打祂的，說：「基督

啊，祢是先知，告訴我們打祢的是誰？」	

（馬太福音26章47-68節)	

 • 耶穌的反應。耶穌面對百夫長及其手下百般折

磨時的反應：

	 巡撫的兵就把耶穌帶進衙門，叫全營的兵都

聚集在祂那裡。他們給祂脫了衣服，穿上一件朱

我們可從耶穌被捕、受審

以及被釘的場景中，

得出堅不可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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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袍子；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祂頭上；拿一

根葦子放在祂右手裡，跪在祂面前，戲弄祂說：

「恭喜，猶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祂臉上，

拿葦子打祂的頭。戲弄完了，就

給祂脫了袍子，仍穿上祂自己的

衣服，帶祂出去，要釘十字架。

（馬太福音27章27-31節）

 • 耶穌的尊嚴。當面對一群受

煽動想要置祂於死地的暴民時，耶

穌竟然像隻羔羊，在被宰殺之前，

安靜無聲。從聖經中並沒有看到耶穌對暴民有任何回

應：

約翰福音19章12-16節：「從此彼拉多想要釋放耶

穌，無奈猶太人喊著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

是凱撒的忠臣。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

了。』⋯⋯他們喊著說：『除掉祂！除掉祂！釘祂

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

司長回答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於是，

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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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祭司長挑唆眾人，寧可釋放巴拉巴給他

們。彼拉多又說：「那麼樣，你們所稱為猶太人

的王，我怎麼辦祂呢？」他們又喊著說：「把祂

釘十字架！」彼拉多說：「為什麼呢？祂做了什

麼惡事呢？」他們便極力地喊著說：「把祂釘十

字架！」彼拉多要叫眾人喜悅，就釋放巴拉巴給

他們，將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

（馬可福音15章11-15節；參閱以賽亞書53章7節）

 • 耶穌的憐憫。耶穌面對棄絕祂的百姓和要釘祂

十字架的士兵（包括這位百夫長）時，祂的反應如

何？祂說：「父啊，赦免他們！」（路加福音23章
34節）即使他們坐下來為祂僅有的衣服抓鬮（馬太

即使他們坐下來為祂僅有的衣服抓鬮，

冷眼旁觀這怵目驚心的一幕時，

耶穌所關心的，竟然是他們能得到赦免，

而不是自己能脫離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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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27章35-36節），冷眼旁觀這怵

目驚心的一幕時，耶穌所關心的，

竟然是他們能得到赦免，而不是自

己能脫離酷刑。這真是令人震撼。

 • 天地的回響。自然界對造物主

背負世人罪惡的舉措產生回應。正

如馬太所記載、所見證的：當時在場的目擊者「看見

地震並所經歷的事」（馬太福音27章54節）。他們看

到太陽變黑，感受到大地在他們腳下震動的力量，更

目睹這些超自然的現象在耶穌大叫一聲斷氣之後戛然

而止。

	 可想而知，這位百夫長目睹了耶穌死時所發生的

一連串事件，必定萬分震驚。在他以往近距離接觸酷

刑和死亡的經歷中，從未看過這樣的事。這些事對

在第一世紀，猶太人殷切期盼一位彌賽亞來推翻壓

迫他們的侵略者，脫離羅馬政權。然而，耶穌來卻

是為了瓦解罪惡和死亡的權勢，完全釋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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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就如我們讀到《傑森、

佛西、布朗的聖經註釋》（Jamieson, Fausset, and 
Brown Bible Commentary）所說：

	 我們不得不合理地推測，當百夫長宣告：

「這真是上帝的兒子了！」他是用猶太人的觀念

來說的，這回應了耶穌說自己是上帝兒子的宣

告，耶穌正是因這宣告而被定罪的。因此，這清

楚指出：耶穌一定是祂所宣稱的那一位；換句話

說，祂不是招搖撞騙，因為祂絕對不可能兩者皆

是。

	 聖經學者駱其雅博士（Herbert Lockyer）說：

「這個外邦人為基督做了驚人的見證！對於各各他被

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一位，他所獻上的敬意，教人印象

深刻！」

百夫長和他久經沙場的士兵們，

飽經戰爭的可怕，

懂得如何面對恐懼；

但此刻，他們只有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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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過程，百夫長全都看到了、聽

見了，也全都感受到了。結果，他和他的手下「就極

其害怕」。百夫長和他久經沙場的士兵們，飽經戰

爭的可怕，懂得如何面對恐懼；但

此刻，他們只有害怕。這不是那種

出於虔誠的敬畏，而是像解經家

約翰•吉爾（John Gill）所說的：

「這是害怕被處罰，惟恐上天會因

為他們參與此事而報復他們。」

	 他們的確有理由害怕，因為他

們所經歷的，絕對不是尋常之事，而是：

 • 不尋常的處決。黑暗、地震，以及基督被上帝

離棄時的吶喊，皆讓士兵知道這一次的處決非比尋

常。這些事令他們懼怕，但或許也使他們相信：這些

事證明了上天的烈怒。他們突然間醒悟到自己殺了上

帝的兒子！

 • 不尋常的能力。他們不是因為看到天使報信，

或聽見先知的預言得出此結論，而單單是因為在那黑

暗的一天裡，上帝的大能彰顯在髑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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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尋常的告白。百夫長的告白告訴我們一件永

遠都至關重要的事：耶穌的受難及死亡，最能表明

祂就是那應許的彌賽亞，是上帝的獨生子。猶太宗

教領袖以此稱呼來嘲弄耶穌（41-44節），如今卻由

一個羅馬百夫長來承認，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解經家馬太•亨利（Matthew Henry）這樣寫

道：「上帝令人懼怕的那一面，有時候就是會奇妙

地使罪人知罪、覺醒。這從百夫長以及羅馬士兵的

恐懼裡就可以看得出來。讓我們以信心的眼光定睛

在基督和祂被釘十字架，並且感受祂無比的大愛。

在上帝的兒子被釘十架、為罪受苦、以義代替不義

的那一天，罪的惡劣及影響就大大地顯明了。耶穌

所做的這一切，為的是要使人歸向上帝。讓我們甘

心樂意，獻上自己來服事祂吧！

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因著耶穌

在十字架上受死而得救的。

可見十字架立時就發揮了功效，

而且這功效持續了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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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會自古以來都把這位百夫長

叫作佩特羅尼烏斯（Petronius）。如

果這位外邦人信了基督，那麼他就

和在十架上信主的強盜一樣，都是

在耶穌掛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得救的。你看，就是這麼

簡單！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因著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死

而得救的。可見十字架立時就發揮了功效，而且這功

效持續了兩千年。

	 因為十字架的信息對世人而言是愚拙，但對得救

的人來說，卻是上帝的大能。難怪查爾斯•衛斯理

（Charles Wesley）在歌頌基督受死的頌歌中宣告：

「奇異的愛，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

	 就是那大能的十架，以及在那裡所顯出的大

愛，才可以改變人心，使人出死入生。即使是一顆

冷酷剛硬、戰火淬鍊、職業軍人的心，也可以被改

變。有一句古語說：「在十字架之下，人人都是平

等！」第一世紀是如此，今日依然如此。在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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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無論王公貴族或平民百姓、宗教人士或異教

徒、達官顯要或無名小子，甚至是大將軍或百夫

長，全都地位平等，全都要屈膝接受那位為他們、

為我們而死的基督。

d

	 見證耶穌基督受難、受死、復活的男男女女，

他們的所見所聞，決非筆墨所能形容。他們所聽到

的，有些我們只能憑想像。但他們那時所看見的，

我們在聖經裡已經讀到了，而且產生的結果竟然是

奇妙地一致。雖然我們沒有看到活生生、有血有肉

的主，但在聖經的章節裡，我們卻見到祂，也找到

確信的根基。羅馬書解釋這樣的現象說：「可見信

在十字架之下，無論王公貴族或平民百姓、

宗教人士或異教徒、達官顯要或無名小子，

甚至是大將軍或百夫長，全都地位平等，

全都要屈膝接受那位為他們、

為我們而死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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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馬

書10章17節）

	 「這真是上帝的兒子了！」我們聽了，也信

了，但不要就此打住。我們要以火熱的心來認識

祂，就像使徒保羅的火熱那樣，他寫出他人生的目

標：「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

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腓立比書3章10
節）

	 唯願這相同的渴望，在你我內心也一樣熊熊燃

起，好叫我們能真正認識這位愛你、愛我、為我們捨

命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