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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施洗約翰—作基督的先鋒 
 

讀經： 

馬太福音三章 1-6 節 

路加福音一章 15-17 節 

約翰福音一章 6 節丶 26-27 節丶 29-37 節 
 

引 言 

在新約聖經中，第一位傳揚基督的先鋒是施洗約翰，我們可以從

他身上，看見基督徒要成為傳揚基督之使者該有的屬靈經歷（原則）。 

何謂先鋒？「先鋒」即開路者；明示有顯要的人物將要出來。就

今日而言，每次皇族或國家元首巡行時，總是由一班先鋒出來開路，

使這些顯要人物可以暢行無阻。 

感謝神，當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尊貴的耶穌基督在地上要出來

盡職事之前，神就先差遣祂的先鋒—施洗約翰，作開路者來引進基督。

但願主恩待我們，藉基督的先鋒施洗約翰之信息呼召我們，神今天正

急切要得着一班傳揚基督的先鋒，好引進基督第二次再臨。 

現在我們要提出基督先鋒施洗約翰身上之特質，說明要成為傳揚

基督之先鋒該有的屬靈經歷。 

 

(一) 約翰的字義 

「約翰」的字義即神所賜者，約翰福音一章 6 節記載：『有一個

人，是從神那裏差來的，名叫約翰。』這裏說明約翰不僅是神所賜的，

也是從神那裏來的。由此可見，作基督的先鋒並非人的主動，乃是神

所差遣的；換言之，是神所興起，是出於神的，也是神所恩賜的。因

此主曾對門徒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

你們去結果子。』(約十五 16) 

從主耶穌對門徒所說的這句話中告訴我們，凡是蒙恩得救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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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都是神所揀選的，祂揀選你我有一個目的，即要我們去傳揚基督(結

果子)。同時也說出傳揚基督的先鋒之原則，不僅是出於神的恩賜和

選召(羅十一 29)，且是神所差遺(分派)的。既是出於神親自選召和差

遣，我們就能如同使徒保羅所說：『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羅八 31) 

當十六世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被神興起來傳揚「因信稱義」

的真理，曾引起當時國教的逼迫威嚇，甚至有生命的危險。後來他被

召到皇帝及教皇面前接受公審，他仍威武不屈，赤膽忠忱地維護真理，

把生命置之度外；此舉無非說出他的心志，『我倚靠神，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詩五十六 11) 於是他寫了－首不朽的詩歌

－我神是我大能堡壘(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Lord)：「我神是我大能堡壘，

堅固保障永不頹；致命兇惡雖在包圍，祂作幫助我何畏。我們老舊仇

敵，仍在尋隙攻擊，詭計能力都大，又加狠心毒辣，地上無人能抵他。」

這首詩不僅是他的代表作，也無愧為傳揚基督先鋒的寫照。 

 

(二) 生活的見證 

接着我們要來看，作基督先鋒生活的見證應有怎樣的光景？當主

耶穌在世時曾稱讚施洗約翰說：『約翰是點着的明燈』（約五 35）意即

約翰的生活見證如同一盞明燈，照耀周圍的黑暗。故此我們可具體提

出四個作基督先鋒基本的生活見證： 

 

1. 住在曠野 

馬太福音三章 1 節記載：『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

曠野傳道。』這裏說出這位基督的先鋒是在曠野傳揚基督。「曠野」

表明離開城市，不在都市生活。但並非傳揚基督的使者，不可住城市

或在都市生活，要遠離人群社會，隱居到山地（曠野）。曠野的屬靈

意思乃是指着離開罪惡說的。 

(1) 離開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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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引用詩篇第一篇 1 節：『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

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來說明作基督先鋒如何離開罪惡，謹防

墮落之具體的生活見證。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從」即不可跟從，不同流合污。「惡人

的計謀」即惡人的所作所為，諸如：欺騙、荒宴、醉酒、惱恨、毀謗、

邪蕩、結黨……等等。 

『不站罪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是遠離神、悖逆神，放縱

私慾，被罪惡捆綁轄制，而走向滅亡的道路。換言之，「不站罪人的

道路」即不走在罪人所走的路上，以免斷送屬靈前途。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褻慢人」即不敬虔的人，諸如口出狂

言穢語之輩。「不坐褻慢人的座位」即我們要遠離這班人，不與他們

結交，屬靈前途才能蒙保守。 

(2) 不貪圖享受 

「曠野」是指荒郊野地；相反地，城市是人口稠密，商業交易的

中心，也有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場所，是多姿多彩，使人肉體多有

享受的地方。一但到了曠野，甚麼享受都沒有了！因此「曠野」的另

一個屬靈意義，即說明不貪圖世界的享受。 

然而生活在廿一世紀的今天，物質生活極進步高明，很自然地，

我們生活中所享受的必然是遠超過昔日。就着經歷而言，「不貪圖世

界享受」即我們可以擁有我們身體所必須的，但目的不過是藉以養生，

使身體健康，俾能盡傳揚基督之使命。 

(3) 肉體受熬煉 

我們都知道，曠野是寬廣無邊、人跡罕至之野地，白天有炎陽灸

人，夜間受寒霜凍濕，是寂寞孤單的地方。聖經記載作基督先鋒的施

洗約翰是在曠野傳道；就着屬靈預表，即指作基督先鋒者之生活，肉

體要受熬煉。 

誠如昔日以色列人，自過紅海、經曠野到約但河的四十年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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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埃及出來廿歲以上的，都倒斃在曠野；餘下的會眾，就是在曠野所

生的下一代，才得以進入迦南之史實。預表我們的天然、舊造、肉體

必須接受熬煉（倒斃在曠野）；裏頭的新生命、新人（基督）才能把我

們帶到基督豐滿的榮耀裏去（迦南）。 

 

2. 身穿駱駝毛衣服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太三 4)。當時的人是不穿駱駝毛

衣服，他們大都是穿細麻布衣。路加福音七章 24-25 節記載：『耶穌

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甚麼呢？要看

風吹動的蘆葦嗎？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

嗎？那穿華麗衣服丶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王宮裏。」』由此可見，約翰

所穿駱駝毛的衣服，顯然表明他的衣着與世人迥然不同。 

弟兄姊妹，這裏並非指傳揚基督的人，就當特別訂製駱駝毛的衣

服來穿。『身穿駱駝毛的衣服』乃是說明作為傳揚基督的使者，必須

有一個光景，是站在與世界相反的見證。因世人的生活、風俗習慣都

是魔鬼所發明，受撒但所支配；魔鬼所慣用的技倆，是利用世界來破

壞神的子民，使神的兒女受矇騙而不遵行神的旨意。 

感謝主！這位基督的先鋒是身穿駱駝毛的衣服，明顯地站在與世

界對立的見證，他的生活與世界分別，他的言行突顯出世人的罪惡與

不聖，使人深感慚愧自責。 

 

3. 腰束皮帶 

「腰束皮帶」有幾面屬靈意義和所表明之經歷，玆略為闡釋如下： 

(1) 站在僕人的地位 

古代作僕人所穿的服裝都必須腰束皮帶；表明約翰是站在僕人的

地位，隨侍在側聽主人的使喚。 

(2) 謙卑遷就 

第三篇：施洗約翰—作基督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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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約翰腰束皮帶，表明他傳揚基督的態度是謙謙卑卑的。

「謙卑」即「俯就」貌，意指遷就人。誠如保羅說：『向軟弱的人，我

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

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

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 22-23) 

感謝主的恩待，使我年輕時蒙主呼召，全時間出來傳揚基督。記

得剛蒙召出來傳揚基督時，先是在家庭中聚會，起初聚會約有十幾個

人；因主憐憫，短期間內，人數遂增加到五十位左右，不久便購建會

所。購建會所後，一連幾個禮拜的福音聚會，表示相信接受福音者甚

多，因當時教會尚無前面的同工和負責人，我只得親自為新蒙恩的弟

兄姊妹施浸，結果那一次受浸人數達到七十位。 

施浸後才發現，受浸的人有一半都是比我年長（四丶五十歲者居

多，其次是三、四十歲者）。所以當時我站講台只有一秘訣，就是以

謙卑誠懇的態度，對他們聲明：我是不配的，不但你們比我年長，處

世的閱歷你們都比我多，我只不過是將從主領受的一點看見與學習，

與諸位父兄交通……。想不到，他們不但心悅誠服地接受主的真道造

就，並進一步被建立，投身於教會中一同配搭，這使我切身經歷到傳

揚基督，「腰束皮帶」所帶來的屬靈果效。 

(3) 殷勤 

「腰束皮帶」也說明殷勤。作為基督的先鋒，靈裏必須殷勤。殷

勤即不懶惰，不僅私下屬靈追求要殷勤，如：讀經、禱告、讀屬靈書

報、寫心得……；同時也不可忽略殷勤操練事奉的恩賜，如：看望聖

徒、公開禱告、領人歸主、聚會中話語交通或領詩……；還有要格外

留心、殷勤學習屬靈功課，如：接受十字架、順從恩膏的教訓、存無

虧的良心、被聖靈充滿……等。 

 

4. 吃蝗蟲野蜜 

『吃的是蝗蟲、野蜜』（太三 4)「蝗蟲」和「野蜜」是野地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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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食物，屬靈意義是預表過信心的生活。施洗約翰每天的食物是蝗

蟲、野蜜，說明是天上的父供應、餵養他；他靠着吃蝗蟲、野蜜度日，

也表明他一生過着信心的生活。可見基督的先鋒乃是過信心的生活，

也是信心的見證人。 

何謂信心生活？我們必須先明白信心的來源；信心即以基督為一

切供給的源頭，因信心的根源乃是神。羅馬書十章 17 節說：『可見，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說明人的信心是從主

的話而來，換言之，主的話叫人產生信心。那麼如何過信心的生活呢？

信心的生活乃是天天仰望主的話、倚靠主的話、抓住主的話，相信主

的話必然成就。 

就着經歷而言，比如主應許你說：『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

給你們成就。』（約十五 7)當你有缺乏需要時求告主，果然主答應供

給你；當你心中憂愁煩悶向主傾訴，主就垂聽，為你解憂消愁；或是

你患病求主醫治，主立即成全，使你得痊癒……。這樣一次又一次的

經歷，便在生活中體驗主是這位又慈愛、又信實，且何其真、何其活

的神。哈利路亞！何等奇妙地，不知不覺你便進入了信心的生活中，

無形中也成為信心的見證人。 

有一位青年同工要從馬尼拉回台灣事奉。他返台之前與我有深入

的交通，他對我說：「鄭弟兄，謝謝您這幾年對我的屬靈栽培和關心、

照顧。由於近年來我在主面前尋求祂的帶領，最近深覺主引領我到台

灣的南部開荒。」我馬上回答他說：「恐怕不太容易，你現在已有家

庭，你從那裏得經濟來源呢？你再考慮一下吧！」他從容不迫地說：

我願意學習仰望主，過信心的生活，深信主必定負我的責任。」我又

提醒他說：「弟兄，台灣生活程度比馬尼拉高。」他堅定地說：「鄭弟

兄，我相信主的應許，祂必負我一切的責任。」當時我看到他心志那

麼堅定，又深覺弟兄有把握的信心，我的心便得安慰。於是同工們為

他禱告，不久他便攜眷回台灣。當他抵達台北時，便與教會的長者交

通，此次受主引導回台灣南部開荒（傳揚基督）之經過，台北的同工

們也都在靈中扶持，為他禱告。 

第三篇：施洗約翰—作基督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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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日後我接到他的來信，令我感動地潜然淚下，信中

他作見證：當他買好車票預備翌日動身出發之前，忽然有一位弟兄來

找他說：「弟兄，你真的定意到南部開荒嗎？」他說：「是的。」那位

弟兄欣然拿出一個信封給他說：「這是主為你預備的一筆款項，日後

主還要負責。」 

讚美主！我們的弟兄到南部之後，立即租到一棟三層樓的公寓，

遂在裝修設備後開始傳揚基督，經歷到基督的先鋒。「吃蝗蟲野蜜」

之信心生活。哈利路亞！當他真正踏上信心的道路，全然想不到主立

時興起弟兄，為主奉獻、支持。切身經歷到「信靠耶穌何其甘甜，抓

祂話語作把握；安息在祂應許上面，只知主曾如此說。耶穌，耶穌，

何等可靠，我曾證祂多少次；耶穌，耶穌，我的至寶，祂是活神不誤

事！」（聖徒詩歌 434) 
 

(三) 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 

路加福音一章 17 節記載：『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

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

備合用的百姓。』由此史實，這位傳揚基督的先鋒身上另有－標記（特

徵），即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 

甚麼叫做「以利亞的心志能力」？為此我們必須先認識以利亞到

底是誰？「以利亞」是舊約列王時代，神所興起的先知，就如新約時

代傳揚基督的使者。他出現時正值以色列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即以

色列王亞哈娶了外邦人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為妻。王為討好妻

子的歡心，在撒瑪利亞建造巴力的廟，在廟裏為巴力築壇，致使全國

的百姓幾乎都『離棄耶和華的誠命，去隨從巴力。』（王上十八 18) 當
時不但祭壇毀壞，百姓幾乎都去拜巴力的偶像，事奉亞舍拉神去了；

此外，因耶洗別還急欲殺害耶和華的先知，致使當時一百個耶和華的

先知，隱藏起來不敢公開為神作見證。 

感謝神！即使在神百姓屬靈黑暗、失望灰心之際，『耶和華的話

臨到以利亞說：「你去，使亞哈得見你。」』（王上十八 1) 

第三篇：施洗約翰—作基督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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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篇幅我們僅簡單介紹以利亞的身份。現在我們要進一步

來看甚麼是以利亞的心志？ 

 

1. 以利亞的心志 

「以利亞的心志」的屬靈意義即為主而活。從前文得知，當神的

百姓離棄耶和華時，許多神的先知都隱藏起來，耶和華的話一臨到以

利亞，他立即遵主命令，置性命於度外，昂然無懼、形單影隻地去警

告亞哈王。 

此事之後，耶和華的話再次臨到以利亞，要他隱藏到基立溪旁，

他立即起身遵耶和華的話。他到基立溪旁之後，一直住到基立溪的水

乾涸了。耶和華的話再臨到以利亞說，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

婦家去，以利亞又遵耶和華的話去了（王上十七 7-9)。 

弟兄姊妹，由以利亞的生活、工作、事奉全是受耶和華（主）的

話支配的事實中，說明他是一個為主活的人。深願主恩待我們，也藉

此使我們捫心自問，今天你我為誰而活？ 

 

2. 以利亞的能力 

列王記上十八章記載：『過了許久，到第三年，耶和華的話臨到

以利亞說：「你去，使亞哈得見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亞就去，

要使亞哈得見他，那時，撒瑪利亞有大饑荒，……亞哈就去迎着以利

亞。亞哈見了以利亞，便說：「使以色列遭災的就是你嗎？」以利亞

說：「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王上十八 1-
18) 以利亞見亞哈王毫無悔意，反而劈頭責怪別人，於是寧死不屈地

說：「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為你們離棄耶和

華的誡命，去隨從巴力。」緊接着以利亞便向亞哈王挑戰說：「現在

你當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和事奉巴力的那四百五十個先知，並耶

洗別所供養事奉亞舍拉的那四百個先知，使他們都上迦密山去見我。」

果然，亞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和先知都上迦密山。以利亞便前

來對眾民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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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眾民一言不答。以利亞又對

眾民說：「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一個人，巴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

十個人；現在當給我們兩隻牛犢，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選一隻，切成塊

子，放在柴上，不要點火；我也預備一隻牛犢放在柴上，也不點火。

你們求告你們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華的名，那降火顯應的神，就是

神。」眾民都以為美，便回答說：「這話甚好。」於是巴力的先知先挑

選了一隻牛犢，預備好了，就求告他們神的名，從早晨到午間，聲嘶

力竭地求告巴力的名，卻沒有聲音，也沒有應允的；他們便在所築的

壇四圍狂呼亂叫。到了正午，以利亞嬉笑他們，說：「大聲求告吧，因

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邊；或行路，或睡覺，你們當叫醒他！」

他們進一步用刀槍自割、自刺，直到身體流血。從午後直到獻晚祭的

時候，他們仍沒有聲音，沒有應允的，也沒有見火降下。 

遂輪到以利亞獻祭，他對眾民說：「你們到我這裏來。」眾民就

到他那裏，他就將已經毀壞耶和華的壇重新修好。以利亞照雅各子孫

支派的數目，取了十二塊石頭為耶和華的名築一座壇，在壇的四圍挖

溝；又在壇上擺好了柴，把牛犢切成塊子放在柴上，便對眾人說：「你

們用四個桶盛滿水，倒在燔祭和柴上。」……一連倒了三次。倒到第

三次，水流在壇的四圍，溝裏也滿了水。當一切齊備，到了獻晚祭的

時候，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

耶和華啊，求妳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祢耶和華是神，又知道

是妳叫這民的心回轉！」立時，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

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裏的水。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

華是神！耶和華是神！」以利亞便對他們發令說：「拿住巴力的先知，

不容一人逃脫！」眾人立即響應，蜂擁而上拿住他們，以利亞帶他們

到基順河邊，在那裏殺了他們（王上十八 19-40) 

哦！弟兄姊妹，甚麼是以利亞的能力？就是帶領離棄神的百姓回

轉歸向真神！ 

 

3. 施洗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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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傳揚基督的先鋒約翰，自母腹中就被聖靈充滿；

幼年時，因着拿細耳人的誓願，清酒濃酒都不喝，表明他一生是為主

而活，顯出以利亞的心志，實在有先知以利亞的形象。 

時候到了，他在猶大的曠野宣告：「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聖經特別記載說：『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

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太

三 5-6) 如同昔日先知以利亞在迦密山上，帶領背道的百姓，回轉歸

向真神，顯出如同以利亞般的能力。 

後來施洗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他更鐵面無

私，抨擊罪惡，毫無畏懼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

將來的忿怒呢？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太三 7-8)
實與昔日以利亞正直地對亞哈王說：「使以色列遭災的就是你和你的

父家。」真是如出一轍、相互輝映矣！ 

 

(四) 作先鋒見證基督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已看過基督的先鋒施洗約翰之特質；他不

僅是神的恩賜（神所選召的），其本身的生活、工作、言語、行動，處

處與世人不同。先鋒的心志是為主而活；先鋒的能力是影響人脫離黑

暗罪惡，認識基督，歸向真神。 

接着我們要來看作基督先鋒之職責「見證基督」；施洗約翰如何

見證基督呢？ 

 

1. 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大 

因着施洗約翰滿有能力的見證，引領多人悔改受洗，於是有些猶

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說：「你是誰？」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說：「我不是基督。」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

誰呢？是以利亞嗎？」他說「我不是。」「是那先知嗎？」他回答說：

「不是。」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

第三篇：施洗約翰—作基督的先鋒 



 傳揚基督 
 

 
27 

 

你自己說，你是誰？」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修直

主的道路 』 ，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

的，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亞，也不是那先知，為

甚麼施洗呢？」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

間是你們不認識的，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約一 19-27) 

哦！弟兄姊妹，這位基督的先鋒是何等令人欽佩，他將自己視為

曠野的聲音，不受人推崇，只要人認識基督；他只榮耀基督、高舉基

督。他的確是「非我惟主，被人高舉並愛敬；非我惟主，被人傳揚相

信。」（聖徒詩歌 396) 
 

2. 耶穌是除罪羔羊叫人相信 

約翰福音一章 29 節：『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譯：背負）世人罪孽的！』 

『看哪』意即叫人在意；這個提示要留心，不可輕意忽略。『看

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提醒人當留心注意，舊約時代的

人犯了罪，就要擔當罪的刑罰；然而因神愛世人的緣故，便設立救贖

的方法，即人犯了罪，就得宰殺祭牲替人贖罪，但這不過是遮蓋罪而

已。現在施冼約翰要我們留意看見，真正除罪的羔羊，乃是耶穌基督；

舊約中的羔羊是預表，基督才是實體。換言之，除罪的羔羊是指耶穌

基督釘十字架。 

就着經歷而言，我們如何傳揚基督、見證基督呢？即要傳揚神愛

世人，差遣其獨生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你我這罪人被釘死（作贖

罪的羔羊），流出寶血，洗淨我們的天良（除去罪孽），叫人看見耶穌

是救主，相信耶穌並接受救恩。 

 

3. 耶穌是神的兒子—叫人相信 

進一步施冼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鴒子從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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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

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約一 32-34) 這裏不僅表明約翰

得聖靈的啟示，他一看見耶穌，便認識耶穌是基督，是擔當世人的罪

孽；同時他也認識基督的神性是『神的兒子』，如果耶穌不是神，祂

就不能作救主，更無能力除去世人的罪。 

因此作基督的先鋒，必須先對基督有啟示認識，才能為基督作見

證；同時作基督的先鋒，一面是叫人認識相信基督是除罪的羔羊，另

一方面能進一步叫人認識相信基督的位格是神的兒子。 

 

4. 耶穌是行走的羔羊—叫人跟隨 

約翰福音一章 35-37 節說：『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

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兩個門徒聽見他的

話，就跟從了耶穌。』 

本段聖經是記述當施洗約翰傳揚基督時，主的祝福隨着他，因此

便有－班人跟從他，作他的門徒。就在這時候，他和門徒遇見了正在

行走的耶穌，他更進一步向門徒見證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

（約一 36)他這次沒有提到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只說『神的羔羊』，

因他現在要人更進一步認識這位神的羔羊，是行走的羔羊。所以當他

對門徒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就跟從

了耶穌。說出這兩個門徒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並接受耶穌作救主，

同時也帶領他們跟從羔羊。 

就着經歷，當我們傳揚基督時，向着不信的外邦人，先是見證基

督是神的兒子，相信祂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遂帶領他們接受耶

穌作救主。進一步還要向凡相信接受主的聖徒，見證這位基督是行走

的羔羊（走十字架道路），叫人跟隨基督走十字架道路，亦即要走神

所命定的道路。 

過去幾年暑期特會後，為帶領有心追求的聖徒在屬靈的生命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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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我成立了追求班；內中有一位青年姊妹，她不但自己加入追求

班，也帶進不少姊妹參加追求班。誠如施洗約翰帶領二門徒跟從了耶

穌一樣。 

 

(五) 向主絕對而不妥協 

基督先鋒的施洗約翰，之所以能完成傳揚基督的使命，在於他有

向主絕對而不妥協的特質。弟兄姊妹，傳揚基督的先鋒之職責，除了

見證這位基督之外，還得忠心傳神的話。哦！要忠心傳神的話，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可看歷代真正向主絕對而不妥協、忠心傳神的

話之先知，從他們的歷史中看見，當他們向世人警告，指責他們的罪

行，規勸他們悔改歸向神之時，總是遭受逼迫攻擊、凌辱、監禁……

甚至為主殉道。 

施洗約翰也不例外，當他看見荒淫無度的希律王時，他無法緘默

不言。他明知指責希律王的罪，必定有生命危險，但因着他向主忠心、

絕對，於是對希律王直言：「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於是希

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結果，先是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

的緣故，差人去拿住約翰，鎖在監裏。日後，希羅底便在希律的生日，

擺設筵席，得着機會吩咐人將這位向主絕對而不妥協基督的先鋒之頭，

血淋淋地放在盤子裏（可六 17-28）。 

讚美主！這位基督的先鋒雖被鎖於苦監而殉道，然而死亡使施洗

約翰雖死猶生，他並沒有因死亡而消逝，他生平雖沒有行一件神蹟，

卻贏得我們主耶穌的稱讚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

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從施

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太

十一 11-12) 

願主恩待憐憫我們，在末後的日子，在我們中間興起基督的先鋒，

如同當時的施洗約翰，以「生活的見證」、「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

「向主絕對而不妥協」，被主使用成為傳揚基督的器皿，引進基督第

二次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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