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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施洗者约翰——他见证完美献祭

   醒来！听我！听啊！

   愤怒、报应、审判将临到那些离弃主的人。悔改！要悔改，
心意归于神。

    人类早已从先知那里听到这样的话。但现在又来了一个，
在河岸讲道，说了相同的话。这位先知警告人要悔改，接受
神对他们的计划，并以真诚服事祂。

    他不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不像以赛亚一样在宫廷服事，
他是一个在旷野中的粗人，穿兽衣，说俗话。

    为什么人总是从都市、田园里出来去河边听道？也许只
有少数人能感受到那股强烈的力量。当这位先知叫他们悔改
时，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他们有点过于
自负、迷信宗教。他们的心中有一种饥渴，他们听见将要来
临的弥赛亚，那位被恩膏的、将要来的救赎者。这位奇怪的
先知施洗约翰会说什么？为什么人们要听他？

在本课你将学习…
    为什么我们要听从施洗约翰
    他带给我们什么信息
    我们如何确定这是真的

本课将帮助你…
    叙述施洗约翰在神的计划里有什么地位
   解释神的羔羊

    叙述预言是如何实现
    达成认识耶稣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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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听从施洗约翰

    以赛亚预言了神会派人在旷野呼喊真正救赎者的来临。
那人就是施洗约翰。

     这位伟大先知的出生是很神奇地由高龄的双亲所生。父
母亲叫撒迦利亚和伊利莎伯。神派了一个使者告诉他们将有
一个儿子，他们应该叫他约翰。天使说，他的工作将对很多
人非常重要。他的工作是预备神的道路，来显明神，也就是
说他要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主的显现。

    约翰就像天使所说的那样出生了。在他成长中，父母亲
教导他要成为正直、有信心并顺从神的仆人。在他的早年，
他知道神要以特别的方式来用他。他接受呼召要出来，并且
警告人们。在他开始服事前，他平静地住在旷野里。他吃简
单的食物，花时间在祷告和读神的话语上，并且完全地献身
于神。

    然后神带领他来教导，如我们所知的在河边讲道。他的
一生献给了神，他的信息是这么的清楚，引人注目，人们都
被他吸引。“走！”他们说：“去听他讲道！我们去听他要说什
么，也许这位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

     你看在顺理成章的情形下，大部分的人接受了他们传统
的宗教。他们不再对传统产生质疑，但他们并不满足。他们
的内心似乎有种荒漠，知道他们并不讨神的喜悦。他们因罪
而忐忑不安。约翰的话语困扰了他们。

   “你是谁？”有些领袖问他：“你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吗？你
是那复活的先知吗？”

    “不！”约翰谦卑的回答：“我是那在旷野呼喊：修直主的
道，我甚至不配替弥赛亚解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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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选出正确的叙述，并改正错误的叙述。

1）天使预告约翰的出生。
2）他被呼召出来，并且警告人们。
3）他的一生在各方面都是简朴、纯洁的。
4）他相信他是弥赛亚。
5）人们对传统宗教感到满足。

    为了清楚地了解施洗约翰的工作，我们暂停一下来考考
你的记忆。看看我们从各位先知学到了什么。

    从挪亚的经历中，我们得知罪恶的人们使神的心忧伤，
并导致应得的惩罚。我们知道就像人们无法在洪水中自救一
样，人们也无法在未来的审判中自救。然而神在祂的爱和关
心之下，提供了一个方法使人们得以救赎。

    从亚伯拉罕里，我们学到神要人顺服。我们深深地知道
献祭的意义。神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献祭来代替亚伯拉罕的儿
子。

    然后我们知道神藉着伟大的先知摩西来解释祂的计划，
并解救指引他的子民。摩西指示每一家杀一只羔羊，并把血
涂在门上。这例子说明了献祭在解脱束缚的地位。后来摩西
得到神在教导、敬拜和献祭上的完整指示，这样每个人就可
了解罪和救赎的本质。再者，神藉着摩西建立其话语的重要
性。藉由读这些话语，我们才可继续学习全部的真理。

    先知大卫教我们的是有关于罪、悔改和献祭方面的事情。
从他的教导，我们得知神要的是人，不是动物的血。

    “并不是那烧烤的羊使能你的主神喜悦。”大卫用忏悔的心
来呼喊：“你要的献祭是那破碎和悔改的心。”所以大卫投向神
的恩典，承认罪并请求赦免。

    最后，在上一课，我们从以赛亚的教导中得知，并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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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仪式甚至悔改的心能洗清我们的罪。以赛亚向我们显现了
彻底的真理：献祭是必要的，但动物的血是不够的。就像在
上一课我们所学的，动物的献祭是要提醒人有一天神将会赐
下完美的献祭，一个救赎者，要为人类承受罪的代价。这可
使每一个人得到神的恩慈与宽恕。但以赛亚要让我们知道，
人类自己选择悔改并接受神提供的献祭是必要的。神并不强
迫人，祂要人类自愿的出于爱心接受祂的恩赐。

    请记住以赛亚诚挚的邀请，也许你可摘录它：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相近的时候求告祂。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神感动以赛亚说了这些话，我们从此可知，神要人认清
并接受宽恕的良机。因祂应许要赐下一位救赎者。所以当救
赎者来临时，祂也必为人们造出一条道路，好让人认清这位
救赎者，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派遣施洗约翰把道路修直的原因。

    施洗约翰和以赛亚的话语十分雷同。他们警告人们脱离
邪恶，要悔改，并归向神以求赦免。约翰的工作是把以前先
知的话语做个总结和带入高潮。他介绍那位要实现所有预言
的人。我们可知他是如何在神的计划里工作的，这也就是为
什么约翰叫做见证者，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语。

习题
2.我们已从多位先知们身上学到许多。然而他们每一位都向
我们显示了特别的真理。将七位先知与所列的真理相配合。
   1）挪亚         a 罪带给人类所惧怕的审判。
   2）亚伯拉罕     b 神赐下祂的话语指引我们。

 3）约瑟         c 我们必须顺服神，即使我们不明了为
何祂以祂的方式指引我们。

  4）摩西          d 神应许一位完美的救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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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卫         e 神宁愿接受一颗悔改的心，也不要
宗教仪式。

   6）以赛亚       f 弥赛亚的到来应验了许多预言。
   7）施洗者约翰

3. 下列有三项关于施洗者约翰的正确叙述。选出描述他曾做
过比较特别的事工。
1）他警告人们：神会遣派审判临到邪恶的人身上。
2）他是要总结以及见证以前先知们的话语，并且介绍弥赛亚。
3）他使自己保持纯洁与无过，过着单纯完全献身给神的生活。

他带给我们什么信息

    约翰说愤怒将来临。他激昂地说：“不要依靠你的传统。
不要以为你出身于安定的家庭或宗教就安全了。”这是警告的
话语。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信息的重要性，他用强烈的口气说
了这警告的话语。

    “凡不好的树都要砍下，”他警告说：“并丢进火里。”他也
用打谷子的比喻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
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些警告的用意是要
带领人们悔改。“天国近了，要悔改。”

     他解释道，神要以一种崭新全然的方式来显现。他恳求
人们要悔改，并与神建立友好真实的关系。

    “比我大的将要来。”施洗约翰宣称说。约翰发布了这项消
息。记得人们从亚伯拉罕、摩西及以赛亚获得预言。他们等
待预言的出现，他们盼望见到弥赛亚、救赎者。现在约翰在
河边说出来的是：“时候到了，你们可以赞美亚伯拉罕。但比
我更大的现在就在你们之中。”

    这福音的宣传对神的计划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要预备人
们来迎接前所未有的情况。“在我以后来的，反在我以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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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为要显现他。”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以后来的，反在我以
前。这是最重要的信息。神在约翰之前就存在，经由弥赛亚，
要来显现祂自己。因为神，只有祂能拯救人类。然而神是灵，
祂如何能被看见？使人真正了解祂是救赎者、有恩慈、有怜
悯之心的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已经到来了。大
部分的人都不了解他们所听到的是许多先知梦寐以求的信
息，是后世称之为福音的信息。约翰的这部分信息，是其他
预言所要预备的。他在与众人谈话时，抬起头来见到耶稣来
到了河边。

    天上传来了声音说：耶稣是弥赛亚。祂就是以肉身显现
的救赎者，世上最完美的献祭。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的救
赎者。”约翰把耶稣介绍给在河边听道的人们，及全世界想要
听福音的人。约翰随即解释，神已经告诉他要来见证这位就
是应许的救赎者。祂的确是神的羔羊。“我已见证了。”约翰说。

    许多听从约翰的人，认识到了真理。有些开始追随耶稣，
并请求教导他们。他们欣喜的告诉朋友说：“我们找到弥赛亚
了！”

习题
4. 下面有四个关于施洗者约翰讲道的问题。填写所代表的信
息。
1）“天国在即，要悔改受洗。”
                                                        
2）“每一棵无法结出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除。”
                                                   
3）“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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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5. 从施洗者约翰的身上，你学到了什么真理？在下列四项选
出与你切身相关的答案。

1）神要祂的仆人谦卑与顺服。
2）宗教传统不能赦免罪。
3）神藉着弥赛亚显示了祂自己。
4）好消息是给每个人的，包括我和我的家人。

我们如何确定这是真的

预言的证据． ．． ．．

    “看啊！神的羔羊！”当你读到施洗约翰的这句话时，你会
想到什么？你记得摩西的教导吗？你记得以赛亚的话吗？这
是在河边听约翰讲道的人所联想到的。他们早知道这信息是
真的，因为这很早就被预言了。这位不平凡的先知说的是他
们众所周知的预言，这预言是先知们说过的话。

    毫无疑问在人们心中，耶稣代表了许多先知所预言的实
现。以赛亚已说弥赛亚会由处女所生，并叫做以马内利，意
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大卫和以赛亚都详细预言了祂的生平。

    更重要的是，象征献祭的羔羊已在耶稣里显现。像以赛
亚预言的：真理之光照亮了大地。神以肉身显现，作为完美
的羔羊，其宝血可偿还人类罪恶的代价。一个圣洁的羔羊将
是最后的献祭。

耶稣弥赛亚作工的证据． ．．．．． ．． ．．

    我们发现大先知们的生活，并不是那样的安逸舒适。他
们必须要经历苦难来完成神要他们做的事。施洗约翰被抓入
狱，是因为他说了真理。大多数的人都来听他讲道悔改，但
长官大人却不相信他。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服事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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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但他们无法救约翰脱离那贪心愤怒的统治者。

    当约翰坐牢时，约翰变得沮丧。他是谦卑公义的人。他
顺服神，并成功地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但他仍是和我们
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开始怀疑我们所信的耶稣弥赛亚
是否是真的。他告诉到牢房拜访他的朋友说：“去问耶稣这个
问题：你是那要来的，或是我们该等待别人。”

    当耶稣听到这个问题后，心中充满无限怜悯。祂知道这
问题是出于渴望真理的心，祂马上回答了最好的答案。

   祂告诉那使者说：“跟约翰讲你追随我所看见的告诉他，
瘸腿能行走，耳聋能听见，瞎眼得看见，麻风病得以医治，
福音已宣传出去了。”

   我们得知，不仅只有约翰的话语实现了预言。耶稣弥赛
亚也实现了预言。我们也看见，耶稣并不因约翰的质疑而责
备他。祂不用长篇大论来证明祂，只让事实说明真理。我们
许多的问题也可同样地获得解答，如果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去
读圣经，并听他人的见证，我们便可盼望主带领我们得到真
理。

    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学了一件事：人的怀疑是自然的。
我们会提出问题是天经地义的事。宗教是很严肃的，对每个
人都十分的重要。我们的心渴望真理，我们需要确定。耶稣
知道约翰的感受，祂了解我们。祂不责怪约翰的怀疑，祂提
供了最好的答案。祂怜悯地向约翰保证真理。当我们真诚地
提出疑问时，祂也会同样的回答我们。

    约翰的门徒跟约翰讲耶稣的事工。很清楚，预言的每一
个细节都实现了，耶稣内在的圣灵让祂施展奇迹，神恩慈的
救赎计划经由耶稣弥赛亚实现出来，所有的疑问都不见了。

    施洗约翰的服事历程，走到了一个悲剧的结局。他在牢
中被杀，但他已完成出生之目的。他完美地完成神派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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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他已预备了道，让神显现其奇迹，他介绍了弥赛亚。

    他已证明了其它的预言。他胜利地呼喊；“看！这就是神
的羔羊，那要赶走世界有罪的人。”

习题
6. 完成句子

   1）从       的话语及       的事工中可看出支持约翰
的信息之证明。
   2）有人告诉约翰的跟随者要       。

7. 这里有一段祷告是特别针对你的，它是依照大卫祷告文的
模式，用真心将这段祷告变成你向神的祷告。

    主啊，你是伟大，怜悯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要容许什么罪
来辖制我。求你用亮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
赐我悟性，我就活了。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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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7. 仔细阅读这段祷告。

1. 1）对   2）对   3）对    4）错，你的答案可能类似：
他说他不是弥赛亚。他在荒漠呼喊；他确认弥赛亚。5）错，
你的答案可能类似：人们无法满足，人们在他们的心中感到
有罪与渴望。

6.1）先知，耶稣
  2）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行走，麻风病得医治，耳聋能
听见，死去的得复活，好消息要传讲。

2. 1）挪亚   2）摩西  3）亚伯拉罕   4）约瑟  

 5）大卫   6）以赛亚    7) 施洗者约翰

5. 你自己的答案。

3. 2）他是总结以及见证以前先知们的话语，并且介绍弥赛亚。

4. 1）悔改  2）警告  3）宣告  4）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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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测验

综合题
1 你是否仔细阅读过第七课呢？
2 你是否完成本课所有习题呢？
3 你有没有核对过习题的答案呢？
4 你有没有复习本课的目标，你是否已达到他们建议的？
5  在做本课测验前，你是否复习了？

选择题

6. 在神的计划里，施洗者约翰的工作是

1）摘要先知们的工作和他们说的预言。
2）向人们挑战建立一个有坚强政治的国度。
3）创立一个全新的神的启示。

7. 约翰在神的计划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整理先知
们的信息；然而，他最重要的信息由     组成。

   1）他的人民的冷淡。
2）他的宣告关系到他的继承者。
3）信实的子民的应许。

8. “神羔羊”这个词的概念是神为人的罪提供了一个永远的解
决之道，是藉着  

1）建立一套更好的献祭系统。
2）提供掩护因罪而产生的结果之律法系统。
3）祂自身的献祭，也就是为所有人类的罪付出全部的代
价。

9. 所有先知所要表达的信息是

1）神提供救恩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
2）人们可以藉着付钱就可以避免罪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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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可以从罪里藉着执行仪式的献祭而受到保护。

10. 先知们分享了一个我们也能与其他人分享的共同目标：
他们诚挚地渴望

1）从那些与罪有关联的人事中得释放。
2）在他们所置身充满罪恶的环境中得完美。
3）认识更多有关将要来的那一位及他的救恩。

是非题

11. 以赛亚预言神会差派某人预示将要来的救赎者，而这某
人就是施洗者约翰。

12. 约翰的服事唤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因为他的讲道与其他
的率领者很相似。

13. 施洗者约翰解释到神曾告诉他要见证耶稣是那位应许的
启示，那位救赎者。

14. 耶稣严厉地指责约翰的怀疑并着手从经文中求证祂是弥
赛亚。

填空题

15. 约翰的责任是为神预备道路以显示               。

16. 约翰的预告关于那将要来的那一位是要让等待的人知道
预言是     。

17. 约翰以     的    将耶稣呈现给人们，应验了以赛亚
的预言；那位将要来担负起人们的罪与悲痛并且带来祂
的           。

18.神羔羊意义深长，以赛亚所预言的受难仆人是生
来     ，为所有有罪的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