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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中成⻓ 

第⼋篇 施浸约翰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神的经纶在时代中的转换 

我们说到过约瑟、撒迦利亚、马利亚、牧羊人、

东方的博士们。这些都是告诉你，神的经纶在时代中

的转换：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从律法时代到恩典

时代。这些时代的转换是有这些见证人，在他们的启

示里，把它揭示出来，叫我们摸着的。 

施浸约翰是时代转换的最后的⻅证⼈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时代中最后的一位，就是施浸

的约翰。他就是时代转换的终结；到他以后，旧约的

事就结束了、没有了；到他以后，新约就开始了。因

为施浸约翰不仅宣告“你们要悔改”（太三 2），好

叫人从旧约里出来；他也见证“看哪，神的羔羊”（约

一 29），把新约的真实，新约的实际、新约的所是见

证出来。所以他是一个开路的、他是先行的，有了他，

主耶稣才能尽职。圣经介绍他：“一切山洼都要填满，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

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路三 5） 

⼀、约翰是在神藉着加百列的话中⽣的 

主耶稣来了，如果马上就开始尽职，有个东西会

格格不入。因为有一班人（在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犹

太教里）会告诉你，我是犹太教的信徒，我的父母是，

我的祖父母是，多少代下来，一千五百年我们在其中，

你叫我脱离，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神就打发了

施浸约翰，他来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

三 2）这就变成了他的职事。 

天使加百列曾对撒迦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心志，另译为灵）和以利亚的能

力，行在主的面前（参路一 17）。旧约有太多的先知，

在这么多的先知里，他特别的提了以利亚。就着属灵

一面，有人会问，以利沙不是比以利亚更属灵，更高

吗？但是不，他说我用的是以利亚。为什么呢？ 

完全为着神的⻅证⽽存在、⽽活 

以利亚有个特点：我关心神的国，我关心神的见

证，我关心神所要得着的，我是完全为着神的见证而

存在，完全为着神的见证而活。 

他不是一个“哪里有一个职业我就去的”，他是

一个“哪里为着神的见证好，我就在其中的”。我虽

然活在地上，但我知道我的价值是为着神的见证的。 

约翰有以利亚的灵和能⼒ 

所以圣经才有这么强的话说，“我父阿，我父阿，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阿！”（王下二 12）（很多人只会

讲：“我父啊，我父啊，怜悯我们吧，祝福我们吧……）。

他里面所关心的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要得着以色

列国，这个国需要战车！这个国需要马兵！这些人是

起来为着神争战的！ 

所以，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大能，包括天可以关起

来，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王上十七 1，雅五 17）；

包括孩子死了，我可以叫他活过来（王上十七 17-24）；

也包括经历了他的限制，他到一个地方去，每天乌鸦

叼点肉过来，成为他的粮食（参王上十七 2-7）。 

约翰的存在是对比于以利亚的存在，因为神要得

着一个开路者先锋，是为着主耶稣的。这个先锋就要

像以利亚一样，有以利亚的灵：这个灵是我什么都不

顾，事业我不要，前途我不要，一切我都不要，我要

的是神的国，神的见证。 

光有灵——“我完全为着主”，是不够的；我还

要有一个能力，叫我这个人能影响人，叫我这个人能

见证神，叫我这个人被人碰见的时候，人就碰见了一

个“能”，这个“能”是告诉人，有神！神是有旨意

的，神是有目的的，神是有计划的，神是有经纶的，

神是有作为的，神是有带领的，神是有工作的。神要

见证祂自己，藉着祂所呼召的一班人。 

⼆、约翰的尽职——他是主耶稣的先⾏者 

完全脱离了犹太教，住在旷野 

约翰怎么开路？他要把人从犹太教里带出来：从

以色列人多年传统、习俗里带出来，从他们遵守的律

法、规条里带出来，从他们所以为美的会幕、节期里

带出来，要叫他们不再靠这些。所以，他不是到耶路

撒冷，也不去圣殿，是到旷野去（参路一 80），就变

成一个旷野中的声音（参太三 2），是一个没有自我

显扬的存在。他真是一个有智慧为主争战的人。开头

他到旷野去，就喊一个字：‘悔改’！因着约翰爱神、

为着神，有这个悔改的真实；他是第一个脱离了犹太

教，不再生活在犹太教的规条里。 

吃的是蝗⾍、野蜜（洁净的）， 

穿的是骆驼⽑的⾐服（不洁净的） 

在旧约，神有说明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

的(参利未记十一章)。约翰吃的是蝗虫，喝的是野蜜，



2 
 

这些都是可以作食物的，都是洁净的。但是他穿的是

骆驼毛的衣服。你既然是洁净的，你就应该穿麻的、

合宜的衣服，骆驼是不洁净的。约翰就要告诉你，外

面的衣服，无论你用什么材料，都不是洁净的。真正

的洁净是里面洁净了，然后从里面活出那个洁净来。

所以我穿骆驼毛的衣服，就是告诉你们，就是向犹太

人作见证，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要离开犹太教！ 

这说出约翰的生活中是有神的，却又不是为着犹

太教，而是为着犹太人的。（太三 4）就像主耶稣完

全是圣的，却又是住在罪人中，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太十一 19）整个的犹太教，一个神圣的话语、神圣

的启示、神圣的带领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架构，今天都

因着人的堕落消失了，没有神了！我要穿骆驼毛的衣

服，我和谁在一起？我和不洁净的人在一起。悔改啊！

你的心思要转换。你要看见你是不洁净的。你不要以

为有这个祭物，你不要以为有亚伯拉罕作你的祖先（太

三 9）。不，你心思需要转换，你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他的宣告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悔改就是心思的转换，从一种认知转换到另一种

认知，以色列人要从犹太教的认知转换到对神儿子生

命上的认知。“悔改”这个词成为主完成救恩以后的

两千年来，所最常用的一个词。主耶稣讲，“天国近

了，你们应当悔改”（太四 17）。我们现在传福音也

会讲，“朋友们哪，你们要悔改。” 

什么叫悔改？转一转。你爱钱吗？转一转。你爱

地位吗？转一转。你爱家庭吗？这是可宝贵、珍惜的，

但是，转一转。在你人生中，所有一些你的看法，对

的、错的、好的、坏的，转一转！转到哪里？转到旷

野去。转到所有你觉得好的都消失，只剩下一个旷野。 

产⽣了⼀个兴旺的⼯作 

然后，你要受浸。所以他就说，我是 John the Baptist 
施浸的约翰。你若悔改了，我就把你放在水里，然后

把你从水里带上来；好埋葬你的旧人：那个堕落的，

包括宗教里堕落的都在内，通通埋葬了。上来以后，

就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罗六 4）。约翰那

时候还没有这么高，但他至少说了要埋葬。 

他这么一做，产生一个大的反应：好多青年人对

这个宗教的存在、对在宗教里的压抑不满的，都开始

起来说，“我要出来了，我要找一个新的路，好叫我

能真正的有神啊！”所以好多人就去了。 

后来，来受浸的人很多，不仅是犹太众人，也有

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太三 5-7），他必须要到靠近

撒冷的哀嫩施浸（约三 23），表明他的工作不是一个

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队。有多少人说我悔改、埋葬、

从水里上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成为他的门徒。 

弟兄啊，你能不能看见一个很兴旺的图画：他们

不是西装革履，他们一个个生活都很简单，吃蝗虫、

野蜜，所吃的都是洁净的。他们的生活没有宗教，没

有什么礼拜，七天中第一天是怎样，最后一天就安息。

他们就很简单：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脱离宗教，我们

要寻找一个新的神，新的认知，我们要得着人生真正

的价值。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 

三、主耶稣的受浸（太三 13-15） 

耶稣站在⼈的地位上来受浸 

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那时耶稣三十岁，约翰

三十岁半），他先来到约旦（降下）河要受约翰的浸。

他是这样完美一个人，但是还是愿意降下来，和罪人

一样。说出神的儿子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受浸。 

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太三 14）我应该找你给我施浸的啊，我是你的开路

先锋啊。主耶稣回答也很有意思，“你暂且许我。因

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太三 15）主耶稣的意

思是：不错，我就是你所要、所推荐、要带大家认识

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我是神而

人者，我是一个人！在神的义里，我也需要受浸。不

是因为我软弱、失败、跌倒、有罪才需要埋葬，而是

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要是人，我就需要埋葬！好叫我

完全把神见证出来！ 

但是，下面一句话主耶稣没讲，“你给我施浸完

以后，就应该我给你施浸了”。因为是“你暂且许我”。

主耶稣的回答多甜美呀！他的回答意思是你先给我施

浸，施浸完以后，就要轮到我给你施浸了。 

到底受浸是什么？很多人都有错误的观念，把受

浸解释成加入宗教的仪式：受浸就表示你归属于基督

教，归属于这个团体。但是主耶稣没有你我的观念，

否则祂受浸以后，也要变成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

野蜜了，也要加入约翰的工作。但是主耶稣并没有。

祂知道受浸是什么。祂也知道从水里出来是什么意思。 

受浸是了结旧造，⽣发新造 

受浸就是埋葬：我是个罪人，是满了罪的一个罪

人。今天我有主了，我接受主了，我信主了，我愿意

把这个罪人——有罪性，有罪行的一个罪人，埋葬到

水里去！所以受浸是叫你归入三一神的。我进去以后，

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以前的我完全 terminated，受浸

原则就是 termination，就是一个终结，终结了我的一切。

然后我从水里上来，我就有了 germination，就是生发

出一个全新的人生。所以你不要小看受浸。受浸是一

个见证：我愿意终结我自己。我愿意从水里上来，好

叫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如果你是一个朋友，信了耶稣，还没有受浸，我

现在问你，也劝你，也告诉你：受浸吧。受浸是你一

切所有旧造的了结，受浸从水里上来，是见证你新造

一切全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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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的宣告和称许 

受浸时，圣灵降下，带进全新的运作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祂开

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祂身上。”

（太三 16）。这个时候，就算祂没有受浸，祂不就是

从灵生的吗？祂不就是有神的灵了吗？祂不就是个有

灵的人吗？为什么还需要圣灵降在祂的身上？这圣灵

的降，并不表示祂原来没有灵，现在有灵了。祂从生

下来，就是在灵里生的（太一 20），祂就是一个有灵

的神人。但是现在圣灵降下来了，是告诉你，祂要有

一个全新的运作。圣灵降在祂的身上，神的灵降在祂

的身上，祂就开始一个全新的人生，全新的运作。 

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个领会：你信主以前，

你可以为自己活；你受浸了，从水里上来，你要为神

而活了。所以你一举一动，都是新生了。以前我为自

己，现在我为神；以前我为事业，现在我为神；以前

我为着前途，现在我为神；以前我为着房子、车子，

现在我为神；以前我为着许多的事物，现在我完全为

着神！因为圣灵降下来了。    

这个宣告带进全新的开始 
圣灵降在主身上，就等于神在那里宣告：耶稣啊，

从现在开始，你要有一个全新的存在，全新的运作了。

你不再仅仅是一个有灵、有神、满了神圣属性的一个

人；你从一个有灵的带领、有灵的冲击、有灵的工作，

变成一个灵在你身上来掌权、叫你可以做一切事的人。

主耶稣在没有受浸以前，一样也有灵掌权，也一样可

以做我们的救主。但是现在不仅是一个事实，而是一

个事实里的宣告。 

就好像许多弟兄姊妹受浸以后，打电话告诉父母，

“爸爸妈妈，感谢神，我信主啦，我受浸啦！我爱你

们！”。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藉着我们的受浸，也

和主一同来经历这个天上来的奇妙的宣告，——“这

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三 17） 

⽗神宣告“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        

神的⼉⼦是中⼼，是我们不可离开的 

当我们讲到加百列、撒迦利亚、约翰有以利亚一

样的灵和能力，我们讲到约翰到旷野去，吃蝗虫、野

蜜、穿骆驼毛的衣服，大声的宣告：repent，悔改！

我们也讲到受浸。这个时候神起来说：不不！不是加

百列，是我的爱子；不是撒迦利亚，是我的爱子；不

是旷野，是我的爱子；不是约翰，是我的爱子；不是

蝗虫、野蜜、骆驼毛衣服，是我的爱子。不是多少人

热心在那里给人施浸，多少人悔改浸到水里去，脱离

了犹太教，不，脱离犹太教以后，还要看见神的爱子。 

神的宣告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祂不

仅是实行神经纶的受膏者（所作），也是满有神圣生

命的基督（所是）。你可以吃蝗虫、野蜜，但是你为

着神的儿子吃蝗虫、野蜜，这是我所喜悦的。你可以

作很多属灵的事，但不要离开神的儿子：聚会，不要

离开神的儿子；听道，不要离开神的儿子；为主说话，

不要离开神的儿子；追求，不要离开神的儿子；一生

的定规，不要离开神的儿子，一生的追求，不要离开

神的儿子。你可以做很多事，你可以发展很多，你发

达以后也会有很多成就，但是都不要离开神的儿子。 

这个宣告也见证父对主耶稣受浸这件事的珍赏：

你愿意像一个人、像平常人一样，进到水里去；但是

我要见证——你不是平常人，你是神的爱子！所以主

耶稣开始运作了，因为圣灵降在祂身上了。祂有一个

新的起头了，祂也要开始传道了，祂也要开始给人受

浸了，祂也要叫人接受祂、信祂、跟随祂了。 

五、施浸约翰的失败 

约翰应该要结束⾃⼰的⼯作，并跟随主 

现在约翰就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了。约翰很

清楚，他要面对一个抉择了。神的话很清楚：这是我

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约翰，打包吧；约翰，

放弃你的工作吧；约翰，放弃你所有的吧；你是来介

绍主耶稣的，现在主耶稣已经被你介绍了，你现在要

成为一个主耶稣的跟随者。 

他因着⼯作的成功，反⽽失去了离开⼯作

的能⼒，失去了向着神的坚定 

你知不知道，成就可能会败坏人。约翰有很多成

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随他，也许成百上千的人跟

随他，都是给人施浸的，都是热心的，都是脱离犹太

教的，都是对着整个宗教的现实不满意的。现在就算

约翰看见耶稣了，他们不一定看见。他们的问题就来

了，“约翰，你不能收摊，你收摊了我们怎么办？” 好

听的话是“我们是跟你一块儿打拼的”，不好听的话

是，“我们是靠着你的职事吃饭的”，他们并没有看

见耶稣。如果约翰会传福音就讲了，“没有什么怎么

办，你们和我一起跟随耶稣”，但是约翰没有。他想，

“对啊，你们怎么办？我跟耶稣还可以，你们能不能

跟啊？” 

所以，有一个成就，属灵的成就，工作的成就，

反而限制了一个跟随主的人正常的发展。有很多弟兄

是好弟兄，做了长老就不行了；有很多弟兄是好弟兄，

成为一个有显明的同工就不行了，因为他会加这么一

个问题，“他们怎么办？”这是新约里跟随主的人面

对的第一个明显的试探。我们可以为着圣徒，但是必

须要把圣徒带到主那里去；我们不能叫圣徒的软弱捆

绑我们：有弟兄就讲了，聚会太长了，我们把它减短

一点；道太长了，我们减短一点；追求太多了，我们

减短一点，这些都是平民的声音开始控制教会了。“老

底嘉”的意思就是“平民的声音”（启三 14），老底

嘉教会整个的教会生活，你也有意见，我也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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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有看法，我也有看法，这些就取代了圣灵的主权。 

但是他仍然⻅证“看哪，神的羔⽺”， 

把跟随他的⻔徒引到主那⾥ 
约翰虽然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但他还是个爱主的

人，他虽然没有照着主的话来结束他的工作，但是他

还是起来宣告，“看哪，神的羔羊！”（约一 36）。

就让他的门徒约翰和安得烈去跟随耶稣了，所以，主

耶稣最先得着的门徒还是约翰推荐去的。他说，我不

能走这个路了，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人可以走这个路。

我有这么大一个工作，我已经是长老了，我已经是主

的仆人了，今天这些人要求我要这样、要求我要那样，

我怎么办呢？但是你们这几个爱主的，你们好好去爱

主吧。这句话叫人听了多难过，只好让主丢弃了。 

仍然⻅证说“我不是基督,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个让主丢弃什么结果呢？第一，他还是很单纯

的爱主。他还是会回答别人：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

在他前面的（约三 28）。第二，他也愿意告诉弟兄：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三 30）你知道什么叫无奈

吗？跟随主的人到后来都有一种无奈。圣徒的意见、

看法、要求、做法、需要，完全把他捆绑起来。 

倪弟兄讲过，一个职事过去了，他的职事就结束

了。(约翰虽活着，他的职事结束了)，这个职事所做

的、所有的、所是的，都要连根被拔去，好得着一块

地，叫主兴起新的职事来，这就是神的工作。 

介⼊政治，被下在监⾥ 
不仅这样，约翰很成功，话就多了，他告诉希律

王，你娶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希律王就很气，就

把他关起来了。（太十四 3-4）他想，耶稣会来救我

的，我给祂施浸的呀。 

产⽣了对主耶稣职事的怀疑 
结果主又不救他。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少了，就问

这个古怪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

别人呢？（太十一 3）。开路先锋来问主耶稣了，我

要开的路是为你开的吗？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啊？到

末了他被杀头了，我们都不能讲他是殉道了。他是旧

约时代结束下来，最后的一个先知。 

六、主耶稣对约翰的⻅证 

他⽐旧约先知⼤多了，因为他看⻅了基督 
当主耶稣来说到约翰的时候，“是的，他比先知

大多了。”（太十一 9）为什么大多了？因为所有的

先知都是说到我，他见到了我；先知都讲有一位弥赛

亚要来，这基督要来；他却看见了基督，看见了弥赛

亚，而且他给弥赛亚受了浸。他比先知大多了。 

然⽽在天国⾥最⼩的，⽐约翰还⼤， 

因为我们有基督，住在基督⾥ 
可惜，最后一步他没走。他若说：耶稣你也给我

施浸吧，我就是起来跟随耶稣的。你们谁愿意跟随耶

稣，咱们一块儿走，不愿意跟随的回家去。他没有！

所以，他只有见神的国，他没有进神的国。（约三 3,5）

然后主耶稣这样一句话，是对我们讲的：“然而天国

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太十一 11）。你是一个弟兄

或者一个姊妹，你纵有多少的软弱失败，但是你有主。

你接受了主，你信了主，你就是在天国里。即或你在

天国里是最小的，你比约翰还大。因为约翰只看见外

面的主，你有主住在你的里面。 

施浸约翰应该是我们一个好的教训。我们要像他

那样的忠诚。但是当我们不断发展成长的时候，我们

是需要主的怜悯的。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只认识神的

儿子耶稣基督，只听见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

所喜悦的。”（韬） 

 

 

复习指引 
 

⼀、彼此问，互相答： 
1、施浸约翰如何为耶稣开路？什么是悔改？什么是

以利亚的灵和能力？施洗约翰如何有这个灵和能

力？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个灵和能力？ 

2、施浸约翰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

服，都预表了什么？约翰悔改的实际是什么？ 

3、耶稣为什么需要受浸？受浸的含义是？耶稣受浸

时，圣灵降下，父神宣告，在我们身上如何应用？ 

4、施浸约翰的失败在哪里？“工作的成就”如何成

为我们的警戒？在主耶稣对约翰的见证里，如何

理解“他比先知大多了”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

约翰还大”？ 

 
⼆、彼此分享： 

1.哪些话，最触动你？ 

2.哪些话，让你转了观念？ 

3.哪些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4.哪些话，你蒙了光照？ 

 

三、诗歌： 
1、生命诗歌 141 首 惟有耶稣 

2、生命诗歌 549 首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