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洗约翰的见证

我们感谢神，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神以祂丰盛的恩典和
慈爱带领和眷顾我们教会。


时间：2018 年 4 月 15 日 教会新堂启用感恩礼拜

我们感谢神，因为神在各样的事情上供应我们的需要，我
们必不至缺乏。

经文：约翰福音一 1-18



我们感谢神，神的信实永远托住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教
会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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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是教会搬家后的第一次主日崇拜。



过去二十几年，我们周日都在 CVJM 大楼聚会，但几乎每







在今天的感恩礼拜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施洗约
翰的见证；经文：约翰福音一 6-8。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一 1-18.

次都来这间教堂举办洗礼礼拜，因此这间教会对我们并不

经文：约翰福音一 1-18

陌生。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

但从今天开始，每个主日下午我们都会在这里聚会敬拜神，

藉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祂造的。生命在祂里

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我们教会新的

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

家。

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

欢迎各位参加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的新堂启用感恩礼

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

拜。

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祂在世界，世界也

这是一个感恩礼拜。

是藉着祂造的，世界却不认识祂。祂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
倒不接待祂。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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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
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

约翰福音一开始的这段经文同时也宣告，耶稣就是犹太人
所期盼的、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撒亚。



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
荣光。约翰为祂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

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最终来历，是那早已存在的道，祂原与
神同在，而且就是神。

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本来在我以前。’” 从祂丰
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

施洗约翰的见证

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



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之前我们已经分两次分享了约翰福音一 1-5。



约翰福音一 1-5 让我们明白：耶稣是神的道、耶稣是自有

一样，当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描述耶稣在人类历史舞台上
的公开事奉时，也是从施洗约翰的见证开始的。


生命在道耶稣基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这道耶稣
基督在人类历史上公开出来事奉时，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奉

永有的神、耶稣与神同在、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

差遣而来，为这道耶稣基督作见证。

稣是赐生命的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耶稣是生命的真
光……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与其它福音书的作者

耶稣是神的儿子，却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
这个世界上，为要照亮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吸引和带领



那人的名字叫约翰。



从肉身上来讲，约翰与耶稣是亲戚关系，约翰是耶稣的表
哥，比耶稣早出生六个月。

世人出黑暗入光明，世界却因着自己的邪恶而不愿意接受



耶稣这真光，倒爱黑暗。

不过，施洗约翰与耶稣基督有本质的区别；约翰自己在他
的见证中就指明了耶稣的神性和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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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一 15：约翰为祂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

约翰福音一 29-34 记载到：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

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本来

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

在我以前。’”

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

约翰说，虽然他比耶稣先出生，但耶稣在他之前就已经存

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

在了，耶稣在永恒里就是神。

洗，为要叫祂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

结合其它福音书，我们可以对这位施洗的约翰有更多的认

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祂的身上。我先前不

知。

认识祂，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

首先，这位施洗的约翰是一位先知，是传达上帝话语的使

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

者，也是连接旧约和新约的一位先知。

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他为旧约圣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引出了旧约



另外，约翰也是施洗者，为当时悔改的众人施洗。

圣经所预言的、众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就是新约。



在马太福音三 1-12 我们可以读到以下一段关于约翰的经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耶稣在路加福音七 28 所说

文：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的关于约翰的一句话：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

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
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



除了先知以外，约翰也是见证者，他为那真光耶稣作见证。

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但河



施洗的约翰见证，耶稣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神所设立的

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

那位弥赛亚，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
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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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忿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

约翰传讲悔改的道，呼吁众人接受悔改的洗礼，约翰所做

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

的一切都是为了预备众人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出现和到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

来，或者把众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
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

我们的见证

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祂提鞋也不配，祂要用圣灵与火给



你们施洗。祂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祂的场，把麦子收在

是那真光，带领众人到耶稣跟前，认识耶稣，进入真理。

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约翰也是为耶稣的公开出来事奉作预备的，他专心预备耶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
么？我们一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什么？

稣的出现；用比较直接的话语来说，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



先锋。


施洗约翰的一生就是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见证耶稣基督

施洗约翰的生命告诉我们：我们一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
的投资就是为主耶稣作见证，因为耶稣是自有永有的神、

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述约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

耶稣与神同在、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稣是生命的

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

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耶稣是生命的光、主耶稣是生命

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的真光……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

我们一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带领人认识耶稣
基督，进入耶稣基督这真光之中。

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但河里



受他的洗。

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 9 写到：惟有你们是被拣选
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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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常挂在嘴边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三 8：不但如此，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什么是见证？

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见证就是众人能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见证就是耶稣

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基督的真光能从我们的生命里散发出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无论

我们教会的见证

神将什么样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无论神将什么样的身分加



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无论是

感恩礼拜。

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愿众人能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温柔，



看见耶稣的荣美，看见耶稣的谦卑，看见耶稣的顺服，看

什么？

看见耶稣的怜悯……



除了能为耶稣这真光作见证之外，我们的生命还能找到更

常常有人问我：作为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的牧师，你
对教会有什么长远的规划？你希望五年或十年后你们教会

有意义和价值的投资吗？


藉着这个机会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教会存在的意
义和目的是什么？我们教会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投资是

见耶稣的圣洁，看见耶稣的公义公平，看见耶稣的忍耐，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教会的新堂启用

成为什么样的规模？

每次回国看望从我们教会回去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对我说：



若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我在德国生活和读书的那些年日

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害怕面
对这样的问题。

子真没多大意义；我在德国最宝贵的得着不是学历文凭，



而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我个人对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没有任何具体的规
划，也没有所谓的野心让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成为一
个庞大的、著名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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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唯一的期望就是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能在任何时
候、任何光景下一直为主耶稣作见证，让主耶稣基督的真

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

光照亮教会，也让主耶稣基督的真光从教会照出去。

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

今天是我们教会的新堂启用感恩礼拜，我们感谢神赐给我

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

们新的场地，比较宽敞，各方面的事工比较容易开展。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

但是，更重要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应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该更多地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意象，怜悯和带领我们天天



马太福音五 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

我们教会的特征就是流动性大，弟兄姐妹们进入查经班教

多而又多地见证主耶稣，把福音传给更多失丧的人。

会，信主受洗，在各方面慢慢成长了，可以开始承担一些

没有属天异象的教会，不再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再大、

事奉了，常常也是该离开我们教会的时候。


再有规模都是没有生命的，也都是神不悦纳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很难建立有规模的教会；甚至在人
看来，这样的投资不值得，因为只有耕耘，没有收获，看



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最首要的异象和使命，就是荣耀

不见果效。


主，见证主耶稣基督，传福音带领人归向主耶稣基督，弟



兄姐妹们同心合意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长。

得更远一些，如果我们能以神国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投

我个人的看见和心愿是，教会越简单越好，教会不要把主

资是教会美好的见证。


要的人力财力精力放在杂乱的事情上，而一个教会首先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我们能把眼光放

弟兄姐妹们进入查经班教会，信主，受洗，生命被造就，

的就是传福音、造就门徒、祷告、敬拜赞美主……

他们无论去哪里，都是福音的使者，也无论在何方，耶稣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我们在教会事奉的原因和对象；

基督的真光能从他们的生命散发出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教会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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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赐给我们教会这样的信心和意象。

邀请他们进入教会，我们对他们非常有负担，但我们就是


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

不知道该怎么做，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眼睛，使我们看见我们民族以外需要福音的人。




在马太福音九 35-38 我们读到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语：耶稣
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

作见证，我们可以越过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

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

种族看到那些失丧的人。


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





不管什么肤色、不管什么种族、也不管什么宗教，他们都

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

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赦免、

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基督的丰盛、耶稣基督的赦免、耶稣基督的接纳、耶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主耶稣的眼中，没有接受

稣基督的救恩……


福音的人是困苦流离的人、是失丧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教会可以在这个居民区

在安排教会搬迁的过程中，有一次德国教会的牧师分享，

我们应该友善地对待周围的邻舍，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习
惯，常与他们问安，邀请他们进入教会听信福音。

这 间 教 会 （ Evangelisch freikirchliche Gemeinde



神的国远远大于我们的教会，也大于我们的种族和文化

Essen-West）坐落于 Essen 市的繁华地带，外国人的比例



教会执事同工会正在计划，尽快在教会提供同声翻译的事

将近 40%，但除了两个家庭以外，在他们教会里几乎没有

奉，让进入我们教会，却不懂中文的人也能听懂福音，明

什么外国人。

白圣经的话语。


牧师说，单单这个数字就说明，我们没有忠实于耶稣基督
的使命，我们想给这些迁居到我们中间的外国公民传福音，

过去常有不懂中文的人到我们当中，我们没有时间和能力
向他们传福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也对他们有负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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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也求主亲自预备和装备我们教会，让耶稣基督的真

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

光从我们教会照出去。

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







之后，我们教会也会跟这家德国教会定期举办联合主日崇

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

拜，初步确定三个月一次。

荣耀；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平时他们早上十点聚会，我们下午三点聚会，联合崇拜时，

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祂从死里复活，

他们的聚会时间推迟一点，我们的聚会时间提前一点，我

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也可以通过参与教会的

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使祂为教会作万有

各样事奉荣耀神、见证耶稣基督。

之首。教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目前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事奉小组。



接下来各事奉小组的负责同工会简单介绍他们带领的小组，


阿们！

愿意参加事奉的弟兄姐妹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动、恩赐、能
力和时间在各事奉小组的负责同工处报名。


愿我们的各样事奉都能蒙神悦纳！

结束语


最后，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一 15-23 结束今天的证道：因
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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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