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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三篇 时代的转移——生命之主的开路者（二）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时代转移的四个例证，合起来是一幅图画 

时代要转移了！这个转移是藉着四个例证：一

个是撒迦利亚（路 1:5-25,57-80），是一个祭司；

一个是马利亚（路 1:26-38），是单纯的童女；一

个是牧羊人（路 2:8-20），是单纯的、忠诚的照

顾羊群的人；还有外邦的几个智者（太 2:1-12），

他们代表全人类，说出无论人在哪里，都可以有分

于神的救恩。他们都有从主来的异象，合起来就是

整体的一幅图画。这个图画的基础，是一个 1500

年来牢牢的、稳固的、结实的犹太教，他们有神的

律法，是神说的；他们有会幕，有一切的祭司的体

系。 

时代转移 — 旧约结束，新约来临 

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就要说，“哦，这一班

在宗教里的人哪！你们忠心，你们事奉我，你们忠

诚的尽你们的职责，因为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但是，

我愿意你们转一转。撒迦利亚，不要仅仅做一个祭

司，不要仅仅做一个烧香的人。你要起来，要看见：

你的家要成为一个改变时代的家、转移时代的家。

你的家要成为在宇宙中、在全地上最有价值的家之

一。因为从你的家里出了一个人，这一个人是把旧

约时代摆到一边去了。虽然他住在旧约的时代里，

但他宣告了新的时代，见证了新的时代，就是我们

的救主。这个人将成为一个先行者。” 

转移时代的先行者——施浸约翰 

施浸者约翰是一个奇妙的先行者。他有没有旧

约？有。他是不是在旧约时代里？是。但是，他是

住在旷野，他不穿传统的衣服：他的父亲穿的是祭

司的衣袍，他穿的却是骆驼毛的衣服；其他的祭司

是进到圣所里，向主献上香，他却是大声地呼喊，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三 2）他的中心

不是向神献祭，而是悔改：从宗教里悔改，从老的

习惯里悔改，从一成不变的事务里悔改。他不要仅

仅有一个“吩咐他的”神，而是要有一个“活出来

的”神。不再是神对我说了什么，而是神说的话今

天在我身上产生了真实了。所以，要悔改，向神悔

改，悔改向着这一位的神！这个就是转移时代的先

行者。 

悔改：脱离传统，在灵的新样里事奉神 

求主给我们一个心：主啊，我太有惯性了，我

周周做礼拜，不知不觉我就到旧约里去了；主啊，

我太有惯性了，我就是这样的生活，一年、五年、

十年，我都是这样的生活；不知不觉，我好像有主，

但我却是活在旧约里去了。现在我要悔改！ 

什么叫悔改？change your mind ，心思转换：

我不再这样看了，我不再这样想了，我不再满足于

我现有的所谓的基督徒生活了。光光是聚会不能叫

我满足，光光是一点追求不能叫我满足，我整个的

人生要起来完全为着神。我要成为一个脱离了传统、

在活泼的新样里来事奉神的人。 

弟兄们哪，如果主在我们中间得着一班这样的

弟兄，那是美丽到极致啊！教会生活不再平淡，聚

会生活不再平凡，圣徒的生活不再宗教化，大家一

同活在生命、灵的新样里，成为主的见证，把基督

见证出来。  

虔诚的撒迦利亚也要看见异象而悔改 

撒迦利亚应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是有神

的，他是服事神的，他是认定于神的，而且他是以

这样的服事为荣、为满足的。他是谁？是个祭司，

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高一些。他是谁？他是可以进

到圣殿里去的，是可以进到圣所里去的，是可以享

受陈设饼的桌子的，是可以享受金灯台的照亮的，

也是可以享受在金香坛上烧香时与神是一的真实

的。 

但是这一次，这个爱神、敬畏神、也事奉神的

人，在他服事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天使长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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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来对他说话，告诉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

名叫约翰。然后他就回答了，“我也老了，我妻子

也老了，怎么有可能这事呢？”就人来说，这是完

全合理、合法的回答；但天使长却说，神说的话是

有能力的，神说的话是会成为真实的，但是你不信。

你以为你老吗？你知不知道，年龄在神那里是另外

一件事？你觉得你老了，你妻子也老了吗？不！我

告诉你，你要回去，你要得着一个儿子，你要给他

起名叫约翰。 

撒迦利亚是“神记念”，伊利莎白是“神

起誓”，约翰却是“神赐恩” 

当加百列这样坚持的时候，撒迦利亚的里面开

始有了一种的开启：我是谁？我是撒迦利亚，我的

名字的意思是“神记念”，从生下来我就知道神记

念我，神一生记念我。现在我年纪大了，但是神还

是记念我。我是谁？我就是“神记念”。 

伊丽莎白，意思是“神起誓”。这个家的构成

很有意思，“神记念”娶了“神起誓”。但是神有

没有记念？没有记念。起誓有没有应验？没有应验。

当天使告诉他，你要成为哑巴，他就不能说话了。

他口里不能说话，灵里却明亮了：不是神记念的问

题，不是神起誓的问题。我可以讲多少次神记念我，

我可以讲多少次神起誓要祝福我，但是，现在有个

真实来了，这个真实就是约翰——“神赐恩”。 

神所有的“记念“和“起誓”，都在“神

赐恩”里 

不是“神记念”，不是“神起誓”，而是“神

赐恩”，这真是奇妙的事！撒迦利亚里面一下子开

了。虽然他口里说不出来，但是他里面懂：神记念

我这么久了，甚至记念了 1500 年了，但是神的真

实在哪里？神起誓这么久了，甚至过了 1500年了，

但是实际在哪里？现在我懂了，不是宣告“神记

念”，不是宣告“神起誓”，而是活在“赐恩典”

的神里面。所以，我儿子叫“约翰”，不再是老的

宗教的名字了，不再是老的宗教的说法了，而是一

个全新的真实的开始。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就没有

记念。如果没有神的赐恩，就没有起誓。神所有的

记念，神所有的起誓，都是在神赐恩的里面。 

 

a、撒迦利亚在宗教里的忠诚， 

叫他失去了得着异象的能力 

撒迦利亚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谢谢神打发加

百利这样来跟我说话，神要赐恩给我，我的儿子叫

‘神赐恩’”。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凭着什么

可以知道这事，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已经老

迈了”。 

弟兄啊，这个就描述出基督徒特殊的情形：太

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宗教里的生活习惯，就失去了

得着神向他们显现和说话的能力，因为在他们习惯

的观念里已不能接受这些了。 

1、他在圣殿中的事奉是宗教中的完美 

我主日做礼拜还不够好吗？我和弟兄吃饭还

不够好吗？我偶然和弟兄们一起传福音还不够好

吗？我做一些属灵的事还不够好吗？当神说，我要

把更多的恩典赐给你的时候，撒迦利亚的第一个感

觉就是，人已经这么老了，怎能有这事？神的使者

加百列有可能这样回答，“好了，你不听，你不信，

我找别人去。”但是神没有，神不放弃，神有恩典，

神对撒迦利亚有怜悯，神要临到他。神不离开他，

神要在他身上有带领、有祝福。  

2、他不能接受神圣的启示和祝福，所以成了

哑巴 

所以加百列对他说，“你要成为哑巴”。撒迦

利亚就说出不话了。这个哑，是神的怜悯；不是管

制他，是提醒他：你在宗教里太久了，你在犹太教

里太久了，你做祭司太久了，你烧香的次数太多了。

你要有个新的人生、新的开启。我没有办法描述当

时撒迦利亚说出不话来的情景：他里面突然亮了，

哇，什么“神记念”？什么“神起誓”？真实的是

“神赐我们恩典”。神要给我一个儿子，这个恩典

来了，要把神记念的真实给我了，要把神起誓的真

实给我。现在我活着有盼望了，有把握了。他外面

是不能说话了，但是里面喜乐了。他回去，果然他

的妻子就怀孕了。 

3、这描绘出整个犹太教有外面的形式， 

却不能为主说话的情形 

我们周周做礼拜，周周听道，常常去聚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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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地讲道，原则都是一样。）不小心，我们做

礼拜的时候，我们家聚会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读圣

经、在预备信息的时候，不是也是在传统里，像撒

迦利亚一样吗？捆绑撒迦利亚的是摩西的律法，是

祭司的体系，是会幕。捆绑我们的，是我们的会所，

是基督教传统的生活，是讲道，听道，主日早晨做

礼拜……，神不喜欢这种情形。神要得着一个人出

来开路，把我们从旧约的那个生活习惯里，转到新

约生命的丰盛、丰盈里。 

b、他却能在神的管制里心中明亮，知道神

所应许的要成就 

我不能告诉你，因为神的说话、神的管治，他

里面那个明亮的开启所带进的喜乐和能力，到底有

多大！他可以起来告诉主，主啊，我做了一辈子的

祭司，我错了。献祭给你，在旧约时代没错；做祭

司，在旧约时代没错。但是倚靠献祭，倚靠祭司，

倚靠律法，就错了。 

神要来把新的恩典赐给我们。我要得着一个儿

子，我的儿子名字就叫作“神赐恩典”。哇，还有

更好的名字吗？不是神记念，不是神起誓，而是神

赐恩典。因为有恩典，就有“神记念”的真实；因

为有恩典，就有“神起誓”的真实；因为有恩典，

一切都变得太美了。所以他心里就明亮了，他就知

道神所应许的要成就。 

c、他认识神时代的转移，那至高者要来，

神要藉着他的儿子约翰来做祂的开路者 

天使告诉他，他的儿子要有以利亚的心志和能

力，他要行在主的面前，他要为至高者来开路。（路

一 76）。有了这些话，他就明亮了。现在开路者

来了，先行者来了，先锋来了，“要把大山小山填

平”，他的儿子要做奇妙的事了。现在他领会了：

我很敬拜神，神给我们律法；我很敬拜神，神给我

们会幕，神给我们祭司的体系。但是，现在我更敬

拜神了，因为律法的真实要来了，会幕的真实要来

了。我这样一辈子做祭司烧香，烧香的真实也要来

了。我里面因为这个喜乐，因为我认识，时代的转

移——至高者要来了。 

 

d、他开始进入神经营的真实，写出了约翰

的名字 

神要藉着他的儿子约翰来做开路者，他开始进

入神经营的真实了：神啊，你是这样的做事。怎么

做呢？就写他的名字。周边的人都讲了，爸爸叫撒

迦利亚，儿子当然也叫撒迦利亚。他是“神记念”，

儿子应该也是“神记念”。约翰的妈妈讲，不，他

的名字必须叫“神赐恩”。他们就来问他了，你的

儿子叫什么？他就用木板写了，“神赐恩”。我觉

得那个板没有留下来可惜了，如果留下来，那太美

了。神是赐恩典的神，神是赐恩者，神赐恩典。 

从传统的宗教和习惯里出来，开口赞美神 

这样做以后，撒迦利亚可以讲话了。在旧约的

习惯里，我没有话；在传统宗教生活里，我没有话。

但是当神自己向我显现，我与神的显现配合的时候，

我有话啦！所以他的口就开了，话也讲得清楚了，

他就称颂神，赞美神，他也成为一个先知了，宣告

神所要做的事。他开始进入神经营的真实里——神

到底做什么？他一写出约翰的名字，他口就开了。 

弟兄啊，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口吗？因为

你在传统的宗教里，你老做礼拜，你怎么开口？你

老听道，你怎么开口？你老让别人讲给你听，你怎

么开口？你老是做那些宗教的事，你怎么开口？所

以，有一天你起来了，不再是撒迦利亚了，不再是

“神记念”，乃是“神赐恩”！ 

神给你恩典，这位给你恩典的神会叫你大大的

改变，叫你不再住在宗教的生活习惯里，叫你活在

生命的、灵的新样里，叫你完全有一种新的人生、

新的存在、新的生活、新的盼望，你里面会有一种

新的喜乐涌流出来，这个涌流就叫你起来成为一个

开口赞美神的人！ 

撒迦利亚对约翰的见证 

a、神要为他的百姓施行救赎 

路加福音一章 67节说，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

就预言了：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祂眷顾祂的百姓，

施行救赎。他懂了，再多的祭物也不能解决问题，

这不过是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现在先行者

来了，就是我的儿子，他要带进我们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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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神记念了祂的圣约 

不仅这样，他说神记念祂向列祖所立的圣约。

神现在来了，不是来做一些全新的事，而是实化祂

以前所说的。祂以前是和亚伯拉罕立约，“我要叫

你有地，我要叫你有子孙，我要叫你有国”。但是，

这些约好像慢慢的不再真实了。以色列现在不是给

人欺负吗？以色列不是灭亡了吗？以色列虽然重

修了圣殿，他们的王还不是罗马派来的吗？以色列

还不是二等的公民吗？神所说的那一切到底在哪

里？如果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过了 2000 年了，神

所说、所做的一切到底在哪里？ 

但是他说恩典来了。哈利路亚！弟兄，我愿意

告诉你，恩典来了！你追求吗？恩典来了！你爱主

吗？恩典来了！你聚会吗？恩典来了！你愿意好好

摆上吗？恩典来了！你曾经做了很多属灵的事吗？

现在神要宣告——恩典来了！恩典来了，就叫你从

地到天了，从黑暗到光明了，从虚空到满足了，从

虚假到真实了，从一切不属于神却似乎有神的事物

到神自己那里去了！所以他说神记念了祂的约。 

c、蒙恩者——约翰要成为神至高者的先知，

 要成为祂的开路者 

不仅这样，他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

先知。他领会了，我的儿子不是主，我的儿子只是

开路的，所以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

在主的面前，你要预备祂的道路，叫百姓知道救恩

（路一 76-79）。我相信他已经忘记他是一个老人

了，他喊说：哈利路亚，我要起来宣告！约翰哪！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啊！你要给祂开路啊！你要

把这位救恩带出来啊！哇，那是何等大的宣告！ 

撒加利亚见证了时代的转移， 

宣告了至高者的救恩 

我们现在把整个的图画再思考一下：一个多敬

虔的人，带着香，进到圣所去烧香。就当他这样做

属灵事的时候，他里面是满了敬畏的，神啊，我知

道有你，我知道你是神。但是，他不是那种喜乐的、

豪迈的、荣耀的感觉。什么时候他豪迈了、喜乐了、

感觉荣耀了？是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起来说，我

的主太好了！他也起来说，孩子啊，你是神的恩典，

你太好了！你是约翰，你就是至高者的开路者，你

要行在主的面前，你要给祂预备道路，你要叫祂的

百姓因罪得赦、知道救恩哪！（路一 76-79）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他末了写了一段诗：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

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你有没有想到，

撒迦利亚这么 poetic（有诗意），突然讲了这么

美丽的一句话。哦，神啊，不光是记念，不光是起

誓，你是有怜悯的心肠的，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

临到我们，要照亮我们这些在黑暗死荫里的人。不

仅这样，你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一

78-79）他起来宣告了：平安来了！因为我的儿子

在这儿，我的儿子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要给祂铺

路。铺路的结果是：清晨的日光会来，照亮在黑暗

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弟兄们，这是何等的甜美——“把我们的脚引

到平安的路上”。愿意这就是我们一生健康的情形。

没有主，就不会有平安；没有主的同在，就没有真

实的平安；没有主同在的丰富，平安就不那么稳固。

现在，主的怜悯到我身上来，主的光到我身上来，

——“你把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每一步都

是跟随主的，都是确定有主的。这是何等蒙恩的一

件事。（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