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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课 旷野的呼声 

逐字稿 

 

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服侍的第 5课。我们希望来学习施洗

约翰——旷野的呼声。这里有两段经文，供你们在本课中查阅和参考。 

第 1 段是《马太福音》第 3章，第 2 段是《路加福音》第 3章 1-22 节。

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 3章和《路加福音》第 3 章 1-22 节。施洗

约翰来到了约旦河边的旷野传道。按出生来说，约翰本是一名祭司。他的父

亲是一名祭司，所以，他也属于亚伦的家，本该是一名祭司。但上帝却对约

翰另有计划。上帝已经在他出生的时候说，他要做一个先知，他要行在主的

前面来预备祂的道路。所以当约翰 30岁的时候，上帝就召他作先知，并传

道。接着，我们就看见约翰从旷野出来，他生活在那里直到 30 岁。他穿着

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和野蜜。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当约翰站在约旦河

边传道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景象。有很多人出于好奇前来，因为这个穿着古

怪的人，站在约旦河边，而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在圣殿中或在会堂里。但

不，他在旷野里传道，这是人们前来听他传道的地方。约翰的讲道其实非常

简单：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约翰就在为主耶稣这位救主的

来临预备道路。他在呼召人们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承认你的过

犯，你犯了罪。这也是约翰在这里教导的，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

以，他在说主耶稣就要来了，祂要做救主拯救那些为自己的罪悔改的人。我

们看见，有很多人相信了约翰的信息，承认了自己的罪，约翰也给他们在约

旦河施了洗。我们知道，不是所有受洗的人都真正悔改了，对很多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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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个外在的形式。这是对罪刑的忧愁，而非对罪的忧愁。 

然而，约翰整日给前来悔改的人施洗，他也继续整日地传道。这样，听

他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一天，他看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了。我们想

象的到他们为何前来。他们也听说了这个传道人，便想，这人是谁呢，他为

何要在约旦河边传道？他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传道的权柄，所以，他们要来

听听他，并斥责他。但当约翰看见他们时，他就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看见约翰的胆量

了吗？他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为毒蛇的种类，

是致命的毒蛇。他在这里清楚地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宗教其实是毒药。

它不是真理，不指向耶稣。它指向遵守诫命，履行律法。所以他说：“毒蛇

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也指向了我们前面听见的有关

耶稣的话，祂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因此，会有很多人因

着约翰和耶稣的传道而被定罪，这正是约翰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说

的话。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我们从

自然界里甚至也能知道，如果你有一棵树结不出好果子，一段时间以后，我

们就会把它砍了。因为它占用土地，没有价值，没有用途。约翰说：“斧子

已经放在树根上。”这是我们生命的树，那斧子是什么呢？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如果它没有带领我们悔改，那它就会永远

与我们为敌，它将会审判我们，我们的生命要被剪除，被永远丢在永火里。

这就是约翰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信息。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

悔改的心相称。”他说这就是福音的信息，是悔改，相信主耶稣，然后遵行

祂的诫命，爱上帝超越一切并爱人如己。但我们看见众人来见约翰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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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如果你有两件衣裳，你不需要两件。有许多人

连一件都没有，所以，你们有两件的要将一件给那没有的。”这个信息也是

给你我的。 

每一件我们拥有的东西并不都是我们需要的。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很多

好处，但上帝也教导我们去爱邻舍，将他们所需的东西分享给他们。但我们

看见，也有税吏来到约翰这里说：“我们当做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明

白，税吏是被犹太人藐视和仇恨的，因为他们为罗马人收税，而且，犹太人

的确有理由恨他们。因为很多税吏为着自己的私利做事。他们索要和征收更

多的税，而不是百姓实际当缴纳的数额。他们把税钱留下一部分给自己，这

样他们就变得富有了。但现在，当他们来找约翰时，约翰对他们说：“征税

不要超过例定的数目。”约翰没有说，你不可以做一个税吏。但他说，你们

待人必须诚实。这也是悔改的果子。但接着我们看见有兵丁来见约翰，他们

问：“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给他们的信息是，不要以强暴待人，自己有

钱粮就当知足。你听见了吗？约翰没说，你不可以做一个兵丁。你仍然可以

当兵，并为你的国家而战，但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残忍严厉地待他们，尤

其不要抢夺和偷盗，却要为自己的钱粮而知足。人们开始惊奇：“约翰果真

是基督吗？”他们便问他：“你是基督吗？”约翰答道：“不。我是用水给你

们施洗，但有一位要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祂解鞋带也不配。”

他说：“当祂，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祂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点我们会

在后面课程中看到。 

但今天，我们看见耶稣也来到约翰这里受洗。现在你会问：“真的吗？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祂也需要悔改并受洗吗？”不，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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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是为何祂必须受洗。祂在约翰首先拒绝给祂施洗的时候亲口这样说的。

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然后耶稣说：“你暂且许

我，因为我来是为了成全律法并尽诸般的义。”因此，作为中保，耶稣真是

上帝，但也是真人。作为人，祂必须成全律法，祂必须付上代价，藉着遵守

诫命来救赎祂的百姓，而唯有耶稣能遵守这些诫命。这就是为何我们看见，

纵观耶稣的一生祂都在成全这些诫命。祂又说要尽诸般的义，这样就没人能

说什么来反对祂。他说：“你暂且许我。”接着约翰和主耶稣走进约旦河。我

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受了洗。耶稣从河里上来，天就忽然开了，我们看见一

只鸽子，就是圣灵以鸽子的形状降下。但我们也听见一个声音，一个从天上

而来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一个

例证，一个难懂的词汇，难懂的概念。很多人质疑它、怀疑它或者不信它、

但当我们说三位一体，是指一位三一上帝——父、子和圣灵。这里，我们看

到一个三位一体的例证，因为父从天上讲话，这是我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是

子，在接受洗礼。然后上帝的灵如同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在这里我们看见了

三一上帝，在主耶稣洗礼中出现的三位一体。现在我们必须要结束了，不过，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是恩典之约的后裔，因此，

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得救的，是上帝的儿女。但约翰警告他们，他说：“不，

割礼不足以让你有份于恩典之约，你必须重生。”我们必须重生。约翰继续

说道，尤其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说：“上帝甚至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

子孙来。”因此，我们也必须要小心，不要倚靠我们的洗礼，这样我们虽在

恩约之下，却不在恩约之中。我们必须重生，才能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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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必须经历真正的悔改，唯独圣灵能让我们知罪、知义、知审判。当主做

成对罪真正的忧愁，祂也会做成对耶稣真正的寻求。那些寻见耶稣的人，那

些寻见能洗净他们众罪、基督宝血大能的人，他们也会结出果子，是与悔改

的心相称的果子。这些果子是爱上帝超越一切，爱人如己，向身边的人行善，

这样，我们身边所有人都能在我们的行为中，不仅仅是言语，而是在我们的

行为中，看见我们是救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